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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時間表 
「V」代表中心開放時段，「X」代表中心暫停開放 
 
五樓辦事處開放時間表 

 
三樓資源閣及活動室開放時間表 

 
本中心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家庭資源閣及活動室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至下午1:00 下午2:00 至 5:00  
 
家庭資源閣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三樓 

時期/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9:00 
至1:00 

V V V V V V 

X 

下午1:00 
至2:00 

午膳 

下午2:00 
至5:00 

V V V V V V 

晚上5:00 
至8:00 

V X V X X X 

時期/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9:00 
至1:00 

V V V V V 

X 

下午1:00 
至2:00 

午膳 

下午2:00 
至5:00 

V V V V V 

晚上5:00 
至8:00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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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給幼兒和家長的抗疫心理急救箱 

(社會福利署  臨床心理服務科  2022 抗疫心理資源庫) 
 
相信不少家長已跟幼兒解釋最近有很多人病了，要勤洗手、帶口罩等。也有家長反映，看完有關病

毒的圖像反令家中幼兒感不安。亦有家長問，BB 年紀還小，解釋幾多就足夠？確實，1-7 歲的幼兒

未必需要在知識層面上得到太多的分析。小小年紀對環境的轉變反而特別敏感，也許他們感到大人

的擔憂（例如見到爸媽突然對紙巾和米緊張起來）、家庭生活的轉變（例如爸媽突然留家工作，令他

們誤以為可以和父母玩，卻因得不到滿足而失望）或 日程節奏的改變（例如不用上幼稚園，每日問

父母幾時上課）。 
幼兒對於轉變的反應有很多種：有的不為所動，繼續食玩睡；有的晚晚發開口夢，一晚醒幾次；有

的比平日更痴身不願外出。非常時期有非常的反應十分平常，只是過渡期需要家長接納包容。小朋

友更需要的是希望，大人可以告訴他們過一段時間日子就會回復原來的規律。年紀小小仍需靠大人

來為他們調節情緒。「疫」境當前，家長在親子關係中為幼兒提供安全感才是心理健康的最大防護

網。 
 
以下是一個為家長和一歲半或以上的幼兒設計的一個親子遊戲，目的是讓家長觀察幼兒的心理健康

狀況，從而可以及早處理負面情緒（因為幼兒語言未發展成熟，遊戲才是他們表達情緒的方法），同

時讓家長檢視和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心靈急救箱： 
所需材料及做法 
1. 心靈急救箱（在家中找到的素材，例如紙盒、信封、袋） 
2. 心情聽筒：2 條鐵線、不織布或膠水樽蓋、膠紙或毛冷 
3. 情緒探熱針：雪條棍或咭紙 
4. 潤膚膏 
5. 情緒卡：不織布或紙，上面畫上表情或者用顏色代表開心、嬲、擔心/驚、傷心。 
6. 小朋友平時玩的公仔視乎小朋友的能力，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製作。重點不在於作品如何，而是讓

孩子積極的參與「抗疫」，增強自信。如果家長太忙，而家中已有類似的玩具，就可以直接使

用。 
 
首先做一個盒/袋來盛載情緒（emotional containment)。製作過程的重點是讓孩子感到安心，家長可

以和年紀較大的孩子討論怎樣的盒/袋能讓他/她感到安心。可以告訴孩子可以把心事放在箱子內；箱

子會放在安全的地方。幼兒對探熱針不會感到陌生。情緖探熱針教孩子探測自己的感覺。 
 
心靈急救 玩法 
1. 家長和幼兒輪流當心靈急救員。 
2. 家長首先示範一次心靈急救：自己拿住心情聽筒先深呼吸幾下，感受自己的情緒，挑選最能夠表

達當下情緒的咭。用「情緒探熱針」量一下，告訴孩子情緒的強度（視乎孩子能力，可簡單說多

/少）。再深呼吸感受自己身體，告訴孩子自己身體哪個地方需要關注。自己用潤膚膏搽在自己身

體需要關注的地方。再深呼吸幾下。年幼的小孩只告訴他自己身體哪裡感到不舒服，然後搽上潤

膚膏。重點在於家長能夠有機會關顧自己身體，同時為幼兒提供一個榜樣。 
3. 然後家長做幼兒的心靈急救員。 



4. 邀請幼兒做公仔的心靈急救員。 
5. 在進行心靈急救時，家長可以先瞭解孩子的感受，告訴孩子有任何感受都是可以的，感受是沒有

對錯的。避免說：「唔好嬲」或「唔駛唔開心」等否定句。可以試試關心一下孩子身體哪部份想

爸爸媽媽特別呵護一下；或擁抱一下。也可以告訴孩子爸爸媽媽會陪著他/她，增強安全感。「確

保安全，全程陪伴」是心理急救的其中一個重點。也讓幼兒知道等少些人病時，他/她可以再次

做平時會做的事例如去公園玩、上學或見親友。 
6. 家長可從中觀察小朋友有沒有負面情緒，可以說這是很多人都有的。 
 
如果負面情緒持續或不停出現異常的行為，可以考慮諮詢專業人士。  



疫情關係，活動有可能延期、取消或網上進行。 

個人及家長活動 

舞動 2022A 
日期： 12/5、19/5、26/5 及 2/6/2022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00 
地點： Zoom 視像形式 

目的： 
透過運用身體經驗和舞動治療的元素融入舞蹈小組之中，讓

組員用身體語言表達自己的情感，從而達到緩解心理壓力、

增強婦女自信心及正面情緒的目的 
內容： 即興舞蹈與動作、分享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有娣姑娘 / 2665 2186 
導師： Candle 
備註： 無需舞蹈經驗，參加者須穿着輕便運動服式，自備水及毛巾    

 
 
療癒花園 A 
日期： 9/6、16/6、23/6、30/6/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園藝活動，增強情緒及身心調節力 
內容： 園藝活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有娣姑娘 / 2665 2186 
備註：  

 
  



'膚'出正能量 
日期： 10/6、17/6、24/6 及 8/7/2022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教授天然臉膜製作 
2. 教授製作美容茶 
3. 學習正向思維，從而提昇個人自我形象 

內容： 自製天然臉膜、美容茶及短講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1. 自備抹臉布一條及保暖杯一個 
2. 潔臉後自用護膚品 

 
 
輕鬆小手工 - 減壓工作坊 
日期： 11/8/2022 (星期四)及 12/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手工藝制作，減輕都市人壓力 

內容： 
初學者齊齊學習制作皮革証件套 
及蝶古巴特(Decoupage)木盒或布袋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彥明先生 / 2638 2373 

 
  



家庭生活教育活動 

幸福的剪現  
日期： 10/5、17/5、24/5 及 31/5/2022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由導師教授不同的剪紙技巧，透過剪紙舒緩生活壓力，

同時發展個人潛能及培養生活情趣，連繫友誼 
2. 導師會帶領參加者將剪紙作品製成賀卡，以便送給親

友，增進感情 
內容： 教授不同的剪紙技巧並練習各種節令剪紙圖案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蓮娥姑娘 / 2665 1535 

備註： 
參加者將會完成四幅剪紙作品(本中心提供所需工具及物料) 
如疫情嚴峻，此小組將會以 Zoom 形式進行 

 
 
2022 夏季布藝樂小組 
日期： 12/5、19/5、26/5 及 2/6/2022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學習縫製，培養區內人士對手作的興趣 

2. 藉著成功縫製生活家品，提升參加者自信，及鼓勵參加

者把作品送給家人，增進彼此感情   
內容： 由義務導師教授衣車的基本操作及縫製布袋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親子活動 ~ 彩鹽瓶 
日期： 14/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藉親子製作彩鹽瓶，促進和諧親子關係 
內容： 親子製作彩鹽瓶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人 (4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端午節藝術龍舟樂 
日期： 28/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1. Zoom 視像形式 
2.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親子手作或繪畫，認識端午節的傳統節日 

內容： 
藉著成功畫出端午節的特色物件，提升參加者自信，及鼓勵

參加者把作品作為節日禮物送給家人，增進彼此感情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6 人 (3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如活動使用 Zoom 形式進行，請自行到中心領取活動所需要

的手作材料 

 
晒'母'愛 
日期： 4/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讓家庭成員認識母親在家中的角色 
2. 透過活動增潤親子和諧關係 

內容： 遊戲及手工製作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5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1. 育有小學生家庭 
2. 母親必須出席 



愛笑俱樂部 (2022 年 6 月) 
日期： 7/6、14/6、21/6 及 28/6/2022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及瑜伽呼吸法，以達致身心放鬆

和減壓效果 
內容： 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和瑜伽呼吸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許翠儀姑娘 / 2638 5216 
備註： 須穿著輕便衣服 

 
 
藝術小宇宙 
日期： 16/6、23/6、30/6 及 7/7/2022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1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不同藝術媒介，讓家長及孩子一起體驗及經歷藝術當

中的創意和樂趣，從而提升生活滿足感 
2. 讓家長認識幼兒成長的需要 

內容： 繪畫、音樂及肢體動態活動 
對象： 大埔區家長 
名額： 5 個家庭 (每個家庭兩位成員，包括家長及幼兒)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1. 育有 20 個月至 36 個月幼童家庭 
2. 尚未入讀正規幼兒學校優先 

 
  



發放'父'能量 
日期： 18/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讓家庭成員認識父親在家中的角色 
2. 慶祝父親節，表揚父親對家庭的貢獻 
3. 透過活動增潤親子和諧關係 

內容： 家庭遊戲及分享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5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1. 育有小學生家庭 
2. 父親必須出席 

 
 
電影欣賞日 
日期： 25/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30 至下午 12: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與家人一同欣賞電影，增加彼此的話題，促進家庭關係 
內容： 欣賞電影：古魯家族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20 人 (8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 
備註：  

 
 
親子活動 ~ 創意絨條花 
日期： 25/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家長與孩子一起發揮創意，製作絨條花，從而增潤親子和

諧關係 
內容： 親子製作絨條花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人 (4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愛之語'夫婦工作坊 
日期： 2/7/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30 至 5: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尋找自己和配偶的主要愛語 
2. 了解五種愛的語言〜表達愛的方式 
3. 如何去表達愛的語言 

內容： 遊戲、分享及短講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2 人 (6 對夫婦)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工作坊與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愛笑俱樂部 (2022 年 7 月) 
日期： 5/7、12/7、19/7 及 26/7/2022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及瑜伽呼吸法，以達致身心放鬆

和減壓效果 
內容： 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和瑜伽呼吸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許翠儀姑娘 / 2638 5216 
備註： 須穿著輕便衣服 

 
 
  



園藝小天地 
日期： 7/7、14/7、21/7 及 28/7/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栽種不同的小盆栽和製作一些花藝作品，舒緩生活

壓力，同時培養生活情趣 
2. 導師會帶領參加者一同完成幾個栽種小盆栽及擺設，並透

過作品陳述，表達個人感受，增進組員之間的認識和感情 
內容： 栽種小盆栽、插花擺設、製作花藝作品、秘密花園等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蓮娥姑娘 / 2665 1535 
備註： 參加者將在課堂內完成四個栽種及擺設，並可帶回家 

 
親子活動 ~ 竹福畫 
日期： 16/7/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創作水墨畫, 從而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親子畫水墨竹、花、草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人 (4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夏日親子繪本分享會 
日期： 23/7/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繪本故事、遊戲和延伸活動，讓兒童表達自己的想

法，並建立自信心 
2. 讓家長聆聽兒童的想法，增加親子溝通 

內容： 透過繪本故事和遊戲，讓親子互相溝通和分享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人 (10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愛笑俱樂部 (2022 年 8 月) 
日期： 2/8、9/8、16/8 及 23/8/2022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及瑜伽呼吸法，以達致身心放鬆

和減壓效果 
內容： 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和瑜伽呼吸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許翠儀姑娘 / 2638 5216 
備註： 須穿著輕便衣服 

 
 
環保歷程個半鐘 
日期： 5/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0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環保製作，推廣環保綠色生活 
2. 透過活動增潤親子和諧關係 

內容： 問答遊戲及手工製作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5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夏季親子多元藝術室 
日期： 13/8/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親子畫畫，發揮兒童的創意潛能 
內容： 透過認識及接觸不同的藝術素材，如繪畫，増進親子關係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6 人 (3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如活動使用 Zoom 形式進行，請自行預備可使用 Zoom 的通

訊工具，如手提電話或電腦 

 



芝味無窮 
日期： 18/8/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製作甜品舒緩生活壓力，同時發展個人潛能及培養生

活情趣 
2. 鼓勵參加者回家後多作 DIY 甜品，跟家人朋友分享，藉以

增進家庭及社交關係 
內容： 製作巴斯克芝士蛋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蓮娥姑娘 / 2665 1535 
備註： 參加者請帶備食物盒 

 
 
香蕉合桃蛋糕 
日期： 25/8/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製作甜品舒緩生活壓力，同時發展個人潛能及培養

生活情趣 
2. 鼓勵參加者回家後多作 DIY 甜品，跟家人朋友分享，藉以

增進家庭及社交關係 
內容： 製作香蕉合桃蛋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蓮娥姑娘 / 2665 1535 
備註： 參加者請帶備食物盒 

 
  



親子活動 ~ 繪本故事  
日期： 27/8/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讓兒童專注耹聽故事，引導兒童思考故事內容和意義 
2. 讓家長藉故事，引導兒童思考和表達所想，從而增加親子

溝通的質素 
內容： 利用繪本講故事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人 (4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兒童節拍 
日期： 19/7、21/7、26/7 及 28/7/2022 (星期二、四) 
時間： 下午 4:00 至 5: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音樂和視覺藝術，幫助兒童認識情緒及正面表達情緒 
內容： 利用音樂節奏和視藝創作，讓兒童表達情緒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作文有 FUN 工作坊 2022 
日期： 1/8、3/8、8/8 及 10/8/2022 (星期一、三)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提高學生對作文課的興趣，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想像

力、判斷力 
2. 培養學生以書面表達，增強其寫作的自信心 

內容： 
1. 作文遊戲：你猜他是誰、對號入座、最佳解說員 
2. 命題作文：如何構思一篇文章 

對象： 大埔區升讀小四至小六的學生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許翠儀姑娘 / 2638 5216 

導師： 
劉星輝老師 
資深教育工作員，從事教學工作多年，曾任職本署感化院舍

老師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筆及筆記簿 

 
  



文言文初體驗 2022 
日期： 1/8、3/8、8/8 及 10/8/2022 (星期一、三) 
時間： 上午 11:15 至下午 12:1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準備升讀初中的學生對文言文有初步之認識 
內容： 基本文言文介紹、常用文言文詞彙及句子 
對象： 大埔區升讀小六至中一的學生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許翠儀姑娘 / 2638 5216 

導師： 
劉星輝老師 
資深教育工作員，從事教學工作多年，曾任職本署感化院

舍老師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筆及筆記簿 

 
 
小廚神 
日期： 5/8、12/8、19/8 及 26/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4:00 至 5: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培養參加者的組織能力 
2. 拓展參加者的社交圈子  

內容： 製作茶點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  

 
  



兒童畫詩 
日期： 9/8、11/8、16/8 及 18/8/2022 (星期二、四) 
時間： 下午 4:00 至 5: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兒童詩畫欣賞和創作 , 幫助兒童認識情緒及學習 
表達情緒 

內容： 藉兒童詩畫欣賞和創作, 讓兒童表達情緒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鄧寶嬋姑娘 / 2638 4059 
備註：    

 
 
'步步為營'兒童競技日 
日期： 12/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0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認識均衡食物營養的重要性 
內容： 競技比賽及分享 
對象： 大埔區升小一至升小三學童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穿著輕鬆衣服及運動鞋 

 
 
  



互助小組 

照顧者咖啡室 High Tea Zoom 一鬆(網上活動) 
日期： 7/6/2022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 Zoom 視像形式 

目的： 
1. 透過網上平台，讓照顧者可以有一個放鬆的空間 
2. 聯繫區內照顧者以擴大其社交圈子和支援網絡 

內容： 制作香蕉鬆餅 
對象： 大埔區照顧者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蓮娥姑娘 / 2665 1535 
備註： 參加者請先到本中心填寫報名表格 

 
 
慧賢軒夏季樂學 
日期： 17/6、24/6 (星期五)、13/8 (星期六)及 19/8/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親子完成美勞作品及其他手作，增強親子間合作和

溝通 
2. 讓參加者透過製作美勞及不同手作過程，舒緩情緒和幫

助增進感情 

內容： 
1. 透過認識及接觸不同的藝術素材，讓親子互相分享想法

和喜好 
2. 讓參加者透過欣賞美觀美勞作品，增加親子開心的回憶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6 人 (3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1. 歡迎處於離異階段及育有 18 歲以下子女之家長參加 
2. 已參加慧賢軒的婦女家長及子女優先 
3. 如活動使用 Zoom 形式進行，請自行預備可使用 Zoom 的

通訊工具，如手提電話或電腦 
 

 
 
  



照顧者咖啡室 High Tea Zoom 一鬆(網上活動)2 
日期： 28/6/2022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 Zoom 視像形式 

目的： 
1. 透過網上平台，讓照顧者可以有一個放鬆的空間 
2. 聯繫區內照顧者以擴大其社交圈子和支援網絡 

內容： 
1. 彩繪曼陀羅 
2. 品嚐花茶 

對象： 大埔區照顧者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 
備註： 活動用 Zoom 形式進行，請自行到中心領取物資(茶杯及畫紙) 

 

SMART 爸媽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為育有特殊學習需要幼童的家長提供支援服務 

內容： 親子互助小組、家庭生活教育工作坊、家長講座、提供相關資訊 

對象： 大埔區育有特殊學習需要幼童的家長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鄧寶嬋姑娘 

電話： 2638 4059 
備註： 參閱中心海報及單張 

 
 

朗日行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為新來港人士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內容： 介紹社會服務及社區資源，分享聚會、戶內及戶外活動、義工服務 
對象： 大埔區新來港定居人士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黃溥惠姑娘 
電話： 2665 1266 
備註：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及單張 

 



慧賢軒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鼓勵單親家庭，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聚會，共同分享經歷，

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內容： 定期聚會、小組分享、戶外活動、親子活動、義工服務等 
對象： 大埔區離異及單親婦女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樊靜儀姑娘 
電話： 2638 1044 
備註：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及單張 

 

彩苗坊 

招募組員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為幼稚園及小學生的家長建立支持網絡及定期小組聚會 
內容： 管教技巧工作坊、定期聚會、小組分享、親子戶外活動 
對象： 大埔區幼稚園及小學生婦女家長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鄧彥明先生 
電話： 2638 2373 
備註：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及單張 

 

「有情有義」義工小組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中心 

目的： 
1. 提升義工的服務技巧 
2. 組織義務工作，定期向社區提供服務 
3. 培養義工們的感情 

內容： 定期聚會及分享、機構探訪、技巧訓練、籌備義工服務等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報名前請先登記成為本中心義工)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許翠儀姑娘 
電話： 2638 5216 
備註： 詳情請參閱中心海報及單張 



 
 

 
 

服務範圍  
大元邨、富善邨、富亨邨、富蝶邨、頌雅苑、汀雅苑、明雅苑、怡雅苑、新興花園、大埔廣場、大

埔中心、太湖花園、八號花園、美豐花園、富善花園、翠屏花園、翠怡花園、寶湖花園、大埔頭、

康樂園、船灣，三門仔等 
  

心靈調劑師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互相支援，建立互助精神 
內容： 透過定期聚會，分享生活喜與憂 
對象： 區內需情緒支援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謝美琼姑娘 
電話： 2638 2514 
備註： 社工轉介優先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想忙裡偷閒，加加油？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為你提供被照顧者暫托服務以及一個嘆下咖啡花茶、做做手工、聊聊天，屬於你自己的休閒空間 
對象:任何照顧者 

大埔北店 
日期: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 – 12:00 
地點: 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四樓 

查詢及登記地點: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太和邨福和樓地下 102-107 室) 
2654 6066 

 
 

活動報名須知 

 
1. 請親臨本中心報名。除特別指定活動外，所有活動均於舉行前九個工作天截止報名，如報名超出

名額，將以抽籤形式決定，本中心職員稍後將以電話通知中籤者。 

2. 如於小組 / 活動前一星期仍未收到取錄通知，該項報名則作落選論，並不會有個別通知。報名者

也可致電向個別活動負責職員查詢。 

3. 報名時必須填寫報名表，並提供姓名、年齡、住址及聯絡電話，以供中心安排活動之用；這些資

料亦可能會向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之相關機構透露。〔所有資料提供純屬自願性質，並會根據《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得到保障。〕 

4. 如有需要，職員會要求報名者出示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有關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核實其身份。各活

動及課程只限已報名之人士參加，不得別人替代，否則報名者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5. 中心職員於活動進行中或會為參加者拍攝照片，以便中心存檔、統計、研究或作日後宣傳之用。 

6. 如參加家庭活動，報名成員須為直系親屬。  

7. 所有活動日期及內容以中心海報及單張為準。  

8. 歡迎致電中心與負責活動/小組的職員聯絡查詢。 

9. 除特別註明外，本中心服務範圍內的居民可以優先參加本中心的活動。  
 
 

免責聲明 

 
＊ 個別活動會有體力消耗或危險，參加者須考慮自己的能力及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  
＊ 中心保留更改活動資料的權利，參加者不得異議。  
 
  



 

惡劣天氣下中心開放及活動安排 

 
 中心服務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V V V 

三號風球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八號風球或以上 X 
(中心將於風球除下後兩

小時照常開放)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黃色暴雨警告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紅色暴雨警告 V 
(照常開放，但服務使用

者不應前來中心)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如活動舉行前四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X 
(中心將於暴雨警告除下

後雨小時照常開放)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如活動舉行前四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雷暴警告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V：中心照常開放；活動照常舉行 
X：中心暫停開放；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行 
 
＊ 負責工作員亦會視乎當時實際的天氣情況，作最後的決定及個別通知。 

＊ 為策安全，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是否前來本中心。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小組 / 活動報名表 

小組 / 活動名稱：                 負責小組 / 活動之職員：  
 
小組 / 活動舉辦日期：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者姓名      與報名人關係    性別 / 年齡  

1.         報名者       /    

2.                /    

3.                /    

4.                /    
 
聯絡電話：(住宅)             （手提）              (地址)                                                              
如有緊急事故，可致電(住宅)           （手提）         與（姓名）      （關係）    聯
絡。 
如有，請註明轉介社工姓名：                                 （電話）                                           
 
1. 請以下適當方格： 
□ 領取綜援人士     □ 在港出生 □ 來港定居不足兩年者   
□ 殘疾人士/長期病患  □ 單親家庭  □ 不適用   
 
2. 你是否正接受本中心的個案輔導服務？ 
□是，負責個案社工是 _________________          □否 
 
3.由過去兩年至現在，你是否曾參加本中心活動？ 
□是      □ 否 
 
4. 你從何得知此活動？ 
□  中心宣傳活動 / 街展  □  中心季訊 / 海報 
□  現時服務使用者 / 過去服務使用者 / 義工推介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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