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23年1月至4月通訊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五樓  
查詢電話：2665 0286  
傳真：2664 8762  
機構網址：http://www.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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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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每頁活動的底部加上以下句子 : 
疫情關係，活動有可能延期、取消或網上進行。 



專題文章 

春季食療養生 
https://health.tvbs.com.tw/nutrition/327493 
 

個人及家長活動 

愛笑俱樂部 (2023 年 1 月) 
日期： 3/1、10/1、17/1 及 31/1/2023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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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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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服 

English name : Laughter Yoga Club (January 2023) 
 
愛笑俱樂部 (2023 年 2 月) 
日期： 7/2、14/2、21/2 及 28/2/2023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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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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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服 

English name : Laughter Yoga Club (February 2023) 
 
輕鬆畫日本和諧粉彩畫 2023A 
日期： 11/2/2023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放鬆心情，釋放壓力，培養正面情緒 

內容： 認識和體驗溫和愉快的日本和諧粉彩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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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畫畫經驗 
導師：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 Cassia Tang 

English name: Fun in Japan Pastal Hope Arts 2023A 
 
'婦女健康行多步'講座 
日期： 2/3/2023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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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婦女常見的生理問題 

2. 加深大家對乳癌及子宮頸癌的認識，從而帶出普查的概念

及重要性 
內容： 婦女健康講座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衞生署大埔及北區長者健康外展分隊 

English name: Health problem of women 2023 
 
愛笑俱樂部 (2023 年 3 月) 
日期： 7/3、14/3、21/3 及 28/3/2023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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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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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服 

English name : Laughter Yoga Club (March 2023) 
 
齊齊做手工 – 減壓工作坊 
日期： 9/3/2023 及 10/3/2023 (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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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花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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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name: Handicraft for relaxation together 
 
舞動 2023A 
日期： 16/3、23/3、30/3 及 13/4/2023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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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興探索動作、舞蹈、排排舞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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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無需舞蹈經驗  

2. 參加者須穿着輕便運動服式，自備水及毛巾 
導師： Candle 

English name: Dance We Shine 2023A 
 
靜觀與瑜伽 2023A 
日期： 20/3、27/3、3/4 及 17/4/2023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瑜伽訓練，認識及體驗靜觀、情緒及身心調節力，增進

壓力、創傷療癒 

內容： 認識及練習昆達里尼瑜伽，調頻、奎亞、大休息、冥想、祝

福之歌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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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輕便服裝、自備水、濕紙巾、大毛巾 
導師： 物理治療師及瑜伽導師 Annie 

English name: Mindfulness in Yoga 2023A 



 
愛笑俱樂部 (2023 年 4 月) 
日期： 4/4、11/4、18/4 及 25/4/2023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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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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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服 

English name : Laughter Yoga Club (April 2023) 
 
'能'捨'能'離家居收納小組 
日期： 13/4、20/4、27/4 及 4/5/2023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學習家居收納技巧  

2. 認識"斷捨離"理念 
3. 透過"斷捨離"概念，整理個人心靈空間 

內容： 教授收納技巧，實踐及短講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English name: Minimalism lifestyle 2023 
 
戚風傳奇 
日期： 21/4/2023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製作美食，調劑生活壓力，培養個人興趣 

2. 與家人分享製作成果，以增潤家庭和諧關係 
內容： 製作戚風蛋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 



English name: Chiffon Cake 2023 
 

家庭生活教育活動 

 
暖笠笠賀新年 
日期： 3/1、4/1、5/1 及 6/1/2023 (星期二、三、四、五) 
時間： 下午 3:0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自我，拓展社交圈子  

2. 總結 2022 年，為 2023 年定立新目標 
內容： 製作賀年食品 
對象： 大埔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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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name: Happy 2023 
 
幸福的剪現 
日期： 3/1、6/1、10/1 及 13/1/2023 (星期二、五)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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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花、農曆新年

裝飾等，以便佈置家居或送給親友，增進感情 
內容： 剪紙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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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剪紙作品(本中心提供所需工具及色

紙) 
English name: Paper Cutting for Lunar Chinese New Year 
 
藝術小宇宙系列 – 親子廚神 
日期： 7/1/2023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45 至 4:1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 2-4 歲幼兒發展及需要 



2. 透過小食製作，增潤家庭和諧關係 
內容： 短講、親子小食製作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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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歲幼童家庭優先 

2. '藝術小宇宙'組員優先 
English name: Family Cooking Day 2023 
 
花藝 x 曼陀羅 
日期： 31/1/2023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給予自己一個放鬆的空間  

2. 調整身心靈 
內容： 曼陀羅填色及插花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黃溥惠姑娘 / 2665 1266 

English name: Relaxing Time 
 
公眾急救教育講座 
日期： 25/2/2023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在提供急救訓練予公眾人士，從而加強社區於拯救生命的能

力  
內容： 透過講座予服務使用者及公眾人士，增強對急救、心肺復甦

法(CPR)及去顫法(AED)的知識，並提高大眾的安全意識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樊靜儀姑娘 / 2638 1044 
導師： 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English name: Public Education Talk (PET) 
 
親子小攪作 
日期： 22/4/2023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45 至 4:1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親子活動，增潤家庭和諧關係 
內容： 親子遊戲及手工藝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6 人 (7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English name: Family Art Day 
 
無'毒'有偶 
日期： 29/4/2023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4:30 
地點： 香港賽馬會禁毒資訊天地及香港公園 
目的： 透過參觀禁毒資訊天地，教育下一代遠離毒品 
內容： 參觀及暢遊香港公園觀鳥園、温室及兒童遊樂場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4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38 2514 
備註： 1. 直系家庭優先 

2. 自行安排午膳 
English name: Outing in spring 2023 
 

互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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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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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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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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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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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會要求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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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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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負責工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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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關係            性別    年齡  

1.         參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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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以下適當方格： 
□ 領取綜援人士     □ 來港定居不足兩年者     □ 單親家庭     □ 少數族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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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 
 
 

季刊遊戲 

喜迎春節 (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