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香港從昔日一個小漁港蛻變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實在有賴無數長者們過去無私

的付出、睿智、血汗、淚水建構成今日繁華的城市。他們今天陸續步入暮年，而多年來

他們為建設社會，付出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實在值得尊崇。讓長者們活得豐盛，過一個

有尊嚴的晚年亦正是政府在安老服務施政的重要方向，以達到「老有所屬、老有所養、

老有所為」的目標。 

 

對絕大部份長者而言，與家人同住是他們最為期盼的生活模式。因為在熟悉的環境

下有至親在旁，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持，長者的晚年生活至為溫暖，這需要背後有一群

不離不棄地守護著他們的照顧者，他們是社會上的無名英雄，牢牢地維繫着和諧家庭關

係，亦鞏固家庭凝聚力。所以，照顧者同樣值得表揚和尊敬。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為了表揚區內照顧者對長者、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無微

不至和無私的付出，將於本年度第四季舉行「護老者嘉許禮」及「工展親恩同樂日」，

除了肯定本區內照顧者對被照顧者的無私奉獻外，亦藉此機會促進彼此的溝通，加強家

庭凝聚力及介紹各種支援服務。此外，本辦事處亦將於 12月假工展會舞台舉行大型共

融才藝匯演，期望活動能鼓勵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積極參與，讓他們發揮潛能和展

示才華，進一步向公眾人士推廣社會共融訊息。今期《專題》將會詳細介紹上述活動，

請大家細心參閱並踴躍支持。 

 

    「易快訊」編輯小組在此寄語區內各位照顧者在愛惜家人的同時，更要愛惜自己和

平衡個人身心靈健康，與家人結伴同行，共同展現生命燦爛的一頁。最後，祝願各位家

庭和睦，身心康泰!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17年10月   

 



 

 

 

 

 

1.東區及灣仔區護老者嘉許禮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一直鼓勵社福單位以跨服務、跨界別的合作模式，聯繫不同機構或團

體，推動更多地區協作；一方面使服務及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可加強支援弱勢家庭，

宣揚社區共融的訊息。為表揚區內護老者的無私奉獻，並向公眾進一步推廣護老者的社區支援

服務，以紓緩他們照顧長者的壓力，今年度本辦事處將與嘉里建設有限公司攜手合作，並獲得

區內六間長者地區中心支持一同協辦《東區及灣仔區護老者嘉許禮》。嘉許禮擬定在 2017 年 11

月 4 日下午假嘉里中心內之富嘉閣舉行，將邀請區內津助之長者中心提名護老者及其照顧的長

者一同出席此富有意義的活動。 

 

2. 2017工展親恩同樂日 

除此以外，社區內亦有一群持續不懈地照顧殘疾或長期病患的親屬，令殘疾或長期病患的家庭

成員得到良好的照顧和復康訓練。本辦事處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婦女委員將會第二年合辦

「2017工展親恩同樂日」，活動計劃於 2017年 12月假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工展會舞台舉行，藉此

表揚照顧者對殘疾或長期病患的親屬無微不至、盡心盡力的照顧和關心，並促進殘疾或長期病

患人士及其照顧者之間的溝通及交流，加強家庭的凝聚力。我們歡迎由社會福利署津助的康復

或家庭服務機構，並位於東區或灣仔區的服務單位作出提名，表揚一直默默照顧在東區或灣仔

區內殘疾或長期病患人士的照顧者。 

 

3. 大型共融才藝匯演 

「面對挑戰，衝破障礙，發揮潛能，自強不息，融入社會」是眾多殘疾人士和其家人的希冀和

心聲。我們明白殘疾人士在發展自己的潛能時，往往須克服和突破限制，才可展現他們的潛能

和才華。因此，我們希望藉着殘疾與健全人士在舞台上的才藝表演，加強公眾人士對他們的認

識和接納。此外，東區及灣仔區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居住，因文化及語言差異，少與區內居民

接觸和溝通，關係較疏離。我們希望透過攤位共融活動，增加少數族裔人士與本地居民之間的

交流合作，促進彼此的認識和接納。有見及此，本辦事處轄下東區及灣仔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

會、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青少年服務地方委員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並聯同

東區及灣仔區社會福利服務單位一同合辦今次大型舞台及攤位活動。活動將於 2017 年 12 月假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工展會舞台舉行，屆時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及不同年齡的人士會進行才

藝表演；另外亦會在工展會場地內安排攤位，用作服務展覽、殘疾人士作品展銷、手工藝示範/

工作坊、體驗遊戲及少數族裔文化區，讓殘疾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有更多機會接觸社區，與不

同人士互相交流，增強公眾人士對他們的認識。 

 



 

 

 

 

 

 

          
 

 

 

 

 

 



 

 

P.1 

活動/計劃名稱 Smart Phone應用及程式班 

日期/時間 
3.10.2017、6.10.2017、10.10.2017 及13.10.2017 

 (逢星期二、五) / 下午2:30 至 3: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市民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1.讓參加者了解智能手機的基本操作，並由職員講解及示範使用 
2.讓組員學習手機程式的技巧，從而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3.讓組員透過掌握手機知識，與時代及資訊接軌，增強社交及解難

能力 

聯絡人 文彰強先生 電話 3520 4254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牽手一輩子」：夫婦同行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6.10.2017 及 1.12.2017 晚上7:30 - 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意滋養婚姻關係的夫婦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婚姻需要持續的滋養和更新，才能有助彼此豐富生命，讓關係發揮
意義。一個由夫婦凝聚的群體在此互相支持及學習如何與親密伴侶
在人生路途上互相造就 

聯絡人 佘詠詩姑娘、梁丁潔恩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2 

活動/計劃名稱 共賞同一月光下 

日期/時間 7.10.2017 (星期六) 下午1:00 - 晚上8: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離異家庭的家長及兒童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1.擴闊離異家庭的家長及小朋友的體驗, 享受家庭樂 
2.反思家長的衝突對小朋友造成的影響 

聯絡人 黎慧儀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愛寶寶俱樂部 

日期/時間 
10.10.2017、14.11.2017 及 12.12.2017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11: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6歲嬰幼兒及其父母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為愛寶寶的父母們而設的俱樂部，每月聚會設有不同主題，讓父母
們建立互助網絡，交流育兒心得、共享資訊 

聯絡人 劉玉眉姑娘、張振強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雄仁館月會 

日期/時間 
10.10.2017、7.11.2017 及 5.12.2017  
(每月第二個星期二)晚上7:00 - 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成年男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屬於男士的定期聚會，讓男士能一邊享用由男士義工準備之健康靚
湯、一邊分享彼此生活心得、交流人生經驗，歡迎區內男士參與 

聯絡人 張振強先生、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3 

活動/計劃名稱 動腦筋在桌遊 

日期/時間 
12.10.2017、19.10.2017、26.10.2017 及 2.11.2017 

(逢星期四) 下午3:00 至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市民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1.透過趣味桌上遊戲，打破常規的思考模式，激發你的腦筋 
2.學習不同類型的桌上遊戲 

聯絡人 莊國榮先生 電話 2569 3326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兒童成長啟導：感覺統合全面睇家長講座  

日期/時間 13.10.2017 (星期五)下午1:30 - 3: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幼稚園學生之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1.怕剪髮洗頭、不願接觸草地沙灘、過度用力、行樓梯不穩、亂碰
亂撞等等行為表現，原來有機會與感覺統合失調有關。是次講座將
講解感覺統合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與特殊學習困難之關聯，以及
如何透過家居活動協助幼兒滿足感覺統合發展的需要 
2.形式： 短講、即時示範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同樂」遊戲輔導家長小組 

日期/時間 
13.10.2017、20.10.2017、27.10.2017 及 3.11.2017  

(逢星期五) 晚上6:45 - 8:15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2-9歲孩子的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遊戲對兒童成長十分重要。家長學習如何與孩子遊戲，從而疏導孩
子的情緒，增進親子關係 

聯絡人 吳秀慧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4 

活動/計劃名稱 同行啟迪(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家長分享小組 

日期/時間 
13.10.2017、20.10.2017、3.11.2017 及 10.11.2017  

(逢星期五，共4節) 晚上7:00 - 8: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6-12歲懷疑及確診  

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童之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家長，有著自己獨有的困難及需要。透過同路
人的分享，讓家長能互相支持。另透過小組活動，探討管與教，親
子關係建立等主題，反思自己的角色 

聯絡人 方鍵邦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好爸爸同學會 

日期/時間 
13.10.2017、10.11.2017 及 8.12.2017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五，共3節)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6歲或以下嬰幼兒之爸爸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增進育兒管教技巧、學習正向管教子女及處理情緒方法，讓你
享受親職嘅同時，促進家庭關係，提升家庭和諧 
快啲黎報名，同其他好爸爸一齊學嘢同交流啦! 

聯絡人 蘇錦臻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衝突處理對對碰」離異家長教育小組 

日期/時間 
13.10.2017、20.10.2017、10.11.2017 及 17.11.2017 

(星期五，共4節) 晚上7:00 - 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分居或離異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了解衝突背後的成因，對家庭帶來的影響，以嶄新手法體驗個人面
對衝突的反應及所引發的情緒，從而學習合作及溝通的技巧，以促
進親職夥伴的合作，共同教養子女成長 

聯絡人 羅惠儀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5 

活動/計劃名稱 兒童玩國 – 親子遊戲治療家長教室 

日期/時間 13.10.2017 - 17.11.2017 (逢星期五) 晚上7:30 - 9: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7歲，有特殊教育需要 

兒童之家長 
名額 8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作為父母的疲累，常常來自「搞唔掂」家中的小不點。小不點哭哭
鬧鬧令人心煩氣燥，太安靜亦令家長擔心不已。父母的情緒隨著孩
子狀態上上落落，偏偏說道理孩子不聽，罵完他們父母又後悔萬分 
，總是搞不懂小腦袋的心事。究竟孩子都在想什麼？小組讓家長掌
握及實習在家中跟子女進行遊戲治療單元的技巧，加強日常管教及
溝通。首4節我們將以活動形式助家長認識遊戲治療，我們期盼以
實用、親和、更有系統及整合的知識，協助家長有效解決育兒與教
養的困難。 
內容： 
1. 遊戲輔導的原則 
2. 玩具的分類及功能 
3. 在遊戲中了解孩子的需要 
4. 透過遊戲提昇孩子的自尊感 
5. 運用回應疏導孩子情緒 
6. 設立限制的基本原則 
7. 親子遊戲錄影回饋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夫婦同心同步跑 

日期/時間 13.10.2017 – 24.11.2017 (逢星期五，共7節) 晚上7:30 - 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10對 

目的及內容 
很多人認為跑步是一項個人運動，但當遇上並肩同行的伴侶，縱使
二人的步伐未必一致，卻朝著相同的方向前進，跑步從此不再孤單 

聯絡人 佘詠詩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6 

活動/計劃名稱 升小一模擬面試 

日期/時間 
14.10.2017 及 21.10.2017 (星期六) 

50分鐘(上午9: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K3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面試模式集中評核小朋友的禮儀、圖片觀察及描述、故事演講、
個人及家庭了解等，並會考核其思維及創意，希望從每次的面試
中，能加強小朋友的自信心，並能熟練地運用已有的技巧，加以
發揮 
內容： 
1. 個人面試 
2. 家長面試 
3. 試後意見回饋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躍動社區同樂日2017 

日期/時間 14.10.2017 (星期六) 下午1:45 - 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任何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當天節目包括地區團體表演、攤位遊戲、中醫義診，以及有註冊社
工即時解答市民查詢，提供社會福利服務資訊；同時亦設有豐富獎
品，歡迎大中小朋友參與！ 

聯絡人 李寶欣姑娘，吳瓊欣姑娘 電話 2832 9700 



 

P.7 

活動/計劃名稱 芳草怡情 

日期/時間 
17.10.2017(星期二)、20.10.2017(星期五)、24.10.2017(星期二)

及26.10.2017(星期四) / 上午10:00至11: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60歲以下)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城市人生活緊張，面對不少壓力，要取得生活平衡，便要懂得替自
己減壓。繪畫是其中一種減壓方法，讓自己平靜下來。透過繪畫花
草小品，嘗試欣賞身邊美好的事物 
 
1.透過繪畫水彩畫，讓組員學懂享受創作的樂趣 
2.肯定自已的能力，增強自信心 
3.學習專注 
4.享受個人空間，釋放生活壓力 
5.增加對美的欣賞，陶冶性情 
6.水彩畫小知識及工具運用 
7.學習基本水彩畫技巧 
8.由淺入深繪畫花草小品 
9.作品分享 

聯絡人 麥慧芬姑娘 電話 2569 2522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男士的天空 -港島故事 

日期/時間 21.10.2017 及 18.11.2017 (星期六) 下午2:00 - 5: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對香港歷史有興趣之男士及其家人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走訪具歷史價值的社區，加強男士們對香港歷史及社區發展的
認識。活動和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參加者在導賞員
帶領下遊覽香港大學、孫中山史蹟徑及摩星嶺等具歷史價值的社區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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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 service plan Fantastic Family Saturday  

Date/Time 
21.10.2017, 25.11.2017 (Sat, 2 sessions)  

2:00 – 3: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South Asian Children 
of age 3-12 
with parent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6 pairs of 
child and 
parent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Oct activity –Door decoration  
Design your own door decoration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November activity –“Toy making – marble slide”  
Do you want to make your own toy and use it for 
competition? Let’s make a marble slide for such 
exciting competition!  

Contact person 

Ms. Carmen Poon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Ms. Anson Au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Website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和諧共享親職」暨 婚姻法法律講座 

日期/時間 27.10.2017 (星期五) 晚上7:00 - 9: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 歲或以上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20 - 40人 

目的及內容 

1. 播放「分身爸打」微電影，講解共享親職的重要性 
2. 由林子絪律師講解：  
※離婚的法律程序 
※子女撫養權之分配與「父母責任模式」 
※贍養費及財務糾紛問題 
※法律援助，調解服務等 

聯絡人 郭玉蓮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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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格」食「格」, 真的嗎? (孩子篇) 

日期/時間 
2.11.2017、6.11.2017、9.11.2017及13.11.2017 

(逢星期四、一) / 上午10:30 - 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2-8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1.以「九型人格」理論作基礎，協助家長認識孩子的人格特徵和表達
模式, 從而促進彼此溝通及提供適切的引導 

2.短講、小組討論及分享 

聯絡人 何頌亞姑娘 電話 2569 3231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幼兒情緒百子櫃 

日期/時間 30.10.2017 (星期一) 上午9:30 - 11: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3-6歲子女的父母 名額 16位 

目的及內容 

幼兒的情緒千變萬化，時而開懷大笑、時而大哭大叫、從2歲的
「小麻煩」到4歲的「每事問」，5歲的「滋事八卦」到6歲的「愛
話事」，每個階段都有叫父母頭痛的問題，其實，他們在表達幼
兒期不同階段的情緒發展和需要。這小組讓父母認識幼兒的情緒
發展，並掌握培養幼兒適當地表達情緒的基本技巧 

聯絡人 周凱詩姑娘 電話 2832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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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和諧共享親職」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3.11.2017 – 24.11.2017 (逢星期五，共4節) 

上午10:00 - 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準備或已離婚而擁有 
未成年子女的家長 

名額 6 - 8人 

目的及內容 

離婚以後，如何與離異父/母，以合作的態度去管養子女 
1. 了解孩子因父母離異而引起的情緒 
2. 認識親職協調服務的理念及重要性 
3. 妥善管理因離異或親職問題而來的情緒 
4. 維繫親子關係及協商子女的生活安排 

聯絡人 郭玉蓮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愉悅靜心親子小組 

日期/時間 
4.11.2017 – 18.11.2017 (逢星期六，共3節) 下午2:30 - 4:00 

戶外靜觀體驗行～ 9.12.2017 (星期六) 下午2:00 – 5: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0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8名兒童 
6-8名家長 

目的及內容 

家長組： 
透過學習靜觀練習，提升對身心覺察及對自己的情緒變化更敏銳，
儘早調整情緒之餘，亦能細察孩子當下的需要，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靜觀呼吸、身體掃瞄、靜心步行、靜觀進食和伸展等練習等
活動 
兒童組： 
透過認識五感、靜觀練習及遊戲，紓緩壓力及提升其專注力。  
內容～靜觀呼吸、身體掃瞄、和伸展等活動及遊戲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註冊社工)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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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早兒姐姐的親子幼兒遊戲時間 (11-12月) 

日期/時間 

4.11.2017 – 23.12.2017 (逢星期六) 
上午9:30 – 11:00  (12-19個月幼兒及其父/母) 
上午11:30 – 1:00  (20-26個月幼兒及其父/母) 
下午1:30 – 3:00   (27-36個月幼兒及其父/母)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幼兒的身心靈發展比任何學習都更為重要，幼兒如能從小建立正
面的情緒、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及安全感，能有助日後的成長發
展。.小組特別提供親子遊戲時間，讓孩子從中能滿足到不同的需
要。而在小組中，家長的角色不單是「觀看」孩子玩樂，而是要
與孩子「一同」玩樂。孩子可憑家長的身體接觸得到安全感，而
家長的認同及鼓勵更能提昇其自信心。透過不同主題活動，小組
希望增強孩子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遵守常
規等方面的能力，並讓參加者享受優質的親子時光 
 
內容：(每期小組都會設計不同課堂主題及內容) 
1. 大/小肌肉：步行、跳躍、跨步、站立、爬行…   
2. 手眼協調及專注力 
3. 聆聽指令能力              
4. 語言表達 
5. 培養解難能力及自信心    
6. 社交技巧及增加互動 
7. 加強親子關係及默契   
8. 生日會 
9. 親子遊戲日 
此外，小組更會因應幼兒的發展進度，設計不同的遊戲，針對幼
兒的認知力作出合適訓練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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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洛神花果醬DIY 

日期/時間 4.11.2017(星期六)，下午2:30 - 4: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的家庭 名額 
5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4名參加者)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親子的互動及合作，建立和諧親子關係 
 
內容： 
洛神花果醬製作 

聯絡人 張雅晞姑娘 / 陳汶詩姑娘 電話 2562 5413 / 2562 3757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兒童為本－貼近孩子心」親職輔導課程 

日期/時間 5.11.2017 – 26.11.2017 (逢星期日，共4節) 下午2:30 - 4: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8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8名兒童 
16名家長 

目的及內容 

家長組： 
協助家長掌握現代親職智慧，體諒孩子的心理需要之餘，認識如何
處理孩子的負面行為及情緒；協助家長更有效促進孩子的情感培養 
，同時建立更親厚的親子關係 
 
兒童組： 
由社工導師及義工協助兒童從遊戲中培養安全感、自尊感及社交智
慧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生活型人 

日期/時間 
7.11.2017 – 28.11.2017 (逢星期二)  

上午10:30–11:30(7、14、21日)及上午9:15–下午2:30(28日)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行動方便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1. 認識及分享生活智慧及態度 
      2. 學習家居環保生活 
      3. 認識生態環境及學習欣賞自然環境的正確方法 
內容：1. 製作生活家居用品，如環保酵素、肥皂等 
      2. 參與環保協進會汀角生態導賞團 
備註：1. 由於小組第4節乃戶外性質活動，路面或有崎嶇，為保障

參加者安全，此活動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使用者 
      2. 小組第4節當日建議參加者穿著淺色長衣物、運動鞋或行

山鞋、自備足夠食水及其他戶外裝備(包括防曬防蚊用品
及雨具等)，如服飾不宜者，基於安全理由，本中心有權
拒絕有關人士參與活動 

      3. 參加者請自行評估身體狀況 

聯絡人 蔡婉茵姑娘 電話 2505 8346 / 2557 3805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P.13 

活動/計劃名稱 活學英語--新港人英語課程 

日期/時間 7.11.2017 – 5.12.2017 (逢星期二) 上午10:00 - 12: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來港不足三年的新來港人士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城市。廣東話和英語都是這裡常用的語言。學
習基礎英語有利於我們更了解我們生活的這個城市 

聯絡人 鄒樂心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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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正向生活系列 – 品味幸福 

日期/時間 
10.11.2017、17.11.2017、24.11.2017及1.12.2017  

(逢星期五) / 下午2:30至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市民 (18-65歲)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運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透過細味、靜觀、神馳，協助參加者減輕
日常生活壓力，引導組員感受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及意義 
 
1.介紹正向心理 
2.細味咖啡/茶及小茶點 
3.靜觀練習 
4.分享感受 

聯絡人 曹元野先生 電話 2569 1777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在愛與痛的邊緣 – 親子衝突處理平行小組 

日期/時間 
11.11.2017–25.11.2017(逄星期六，共三節) 上午10:00–11:30 

日營:19/11/2017 (星期日)  上午9:30–下午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9-14歲兒童及其家長          

(必須兒童及家長同時報名) 
名額 24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愛」：相信「愛」是存在於每對父母與子女之間，每個父母都
愛自己的子女，希望把最好的給他們。而對子女來說，父母亦是他
們心中很重要的人，成長過程中對他們影響至深。但在日常相處和
管教過程中，「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2.「痛」：在衝突之中，大家都會有負面的情緒，有時還會互相指
罵，互相批評，甚至大打出手，造成很多傷痛；處理得不好，甚至
會成為關係上難以修補的缺口 
 
內容： 
這小組以「平行小組」模式進行，父母與子女在同一時間，但不同
的地點同時進行一系列的活動，在活動中學習正面處理親子間的衝
突，希望參加此小組的家庭能有多一點「愛」，少一點「痛」 

聯絡人 
譚啟昕 先生 (家長組) 
湛詠雯 姑娘 (兒童組) 

電話 2832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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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夫婦無限挑戰營 Infinite ∞ couple 

日期/時間 
11.11.2017 – 12.11.2017 (星期六、日)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1:00中環5號碼頭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2:00長洲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10對 

目的及內容 
夫婦們遠離繁忙的生活，享受二人共處，一起經歷不同的挑戰與體
驗 

聯絡人 佘詠詩姑娘、老寶鑾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448農莊」秋日親子一天遊 

日期/時間 12.11.2017 (星期日) 上午9:30 – 下午5: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8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參觀農場、讓兒童及家長一起參與農場各項體驗活動從而促進
親子關係 
內容： 
農場職員導賞、溫室田園、兒童遊樂設施、親親小動物等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迎新丈夫 

日期/時間 21.11.2017 – 12.12.2017 (逢星期二，共4節)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新來港婦女之丈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了解常見適應壓力反應、掌握情緒支援技巧、善用自身經驗作導向，
都能更有效協助新來港妻子適應香港生活，使家庭更美滿。歡迎新
來港婦女之丈夫參與 

聯絡人 張振強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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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動亦有道”家長管教技巧小組 

日期/時間 
23.11.2017、30.11.2017、7.12.2017 及 14.12.2017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11: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3-11歲懷疑有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兒童之家長 
名額 8 - 10人 

目的及內容 
認識「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掌握正面管教及協助孩子的方
法 

聯絡人 林詠姬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迪士尼奇妙一日遊 

日期/時間 
*暫定為25.11.2017 或2.12.2017或9.12.2017 (星期六) 

上午9:00 –下午6: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學童及家長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家人在迪士尼樂園共渡快樂的一天，一同輕鬆暢遊，享受時光 
 
內容： 
參觀迪士尼樂園內各景點 

聯絡人 
黃伊婷姑娘 / 廖國權先生

/ 張雅晞姑娘 
電話 

2561 5340 / 3158 0186 / 
2562 3757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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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愛的足跡」夫婦行山 

日期/時間 2.12.2017 (星期六) 下午2:00 – 6: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10對 

目的及內容 
趁著這個冬天，依偎著伴侶享受一下有「世外桃源」、「天涯海角」
之稱的鶴咀，拍下甜蜜相片，重拾拍拖的情懷 

聯絡人 老寶鑾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喜伴力行」家長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4.12.2017 – 21.12.2017 (逢星期一、四，共6節)  

上午10:00 - 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3至6歲確診自閉症兒童之家長 名額 6-8人 

目的及內容 

面對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症覺得不知所措？情緒受困擾？不知道怎樣
協助自己的孩子？  
此家長小組內容針對孩子的發展及需要、關顧家長情緒感受、建立
互助家長網絡，亦會介紹本港資源及服務。讓大家一起彼此支援 

聯絡人 
黃麗玲姑娘(註冊社工)  
潘嘉敏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山系家庭樂 

日期/時間 26.11.2017 (星期日)上午10:00 – 下午5: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單親家長及兒童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秋高氣爽，親子一同行山，享受風味午餐，欣賞自然風景，共聚
天倫 

聯絡人 葉麗霞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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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小手作 

日期/時間 
7.12.2017、14.12.2017、21.12.2017 
（逢星期四） / 下午3:00 至 4:30 及 

28.12.2017（星期四）/ 下午1:00 至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8歲兒童及其家長 

（每個家庭最多3人參加） 
名額 8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1.透過做手工及簡單藝術創作，讓孩子從中得到感官刺激，提升兒
童觀察力、專注力及創意 
 
2.透過親子遊戲、藝術創作及參觀玩具圖書館，促進親子溝通互動，
從而增加親密感 

聯絡人 陳凱琳姑娘 電話 3520 4337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家長管教技巧課程 

日期/時間 8.12.2017 – 29.12.2017 (逢星期五) 晚上7:15 – 9:15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8歲，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之家長 名額 8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小遊戲及一同籌備新年小派對，讓參加的兄弟姊妹學習一同合
作，以及能夠有一個機會讓他們一同渡過愉快的時光 
 
內容： 
1. 認識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2. 增強正面行為的方法 
3. 處罰的原則 
4. 生活習慣的調適 
5. 處理孩子及自己的情緒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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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科學全接觸 

日期/時間 9.12.2017 (星期六) 下午2:00 – 晚上7: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來港不足三年的新來港人士及其家庭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與家人同遊香港科學館、觀賞尖沙咀聖誕燈飾及維港夜景 

聯絡人 鄒樂心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義工魔術師 

日期/時間 
9.12.2017 – 23.12.2017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4:00 及  

30.12.2017 (六)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7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聖誕節是充滿溫馨及歡樂的佳節，就讓我們帶領小朋友，將自己
的歡欣及關懷分享予有需要的長者。小組將透過親子魔術訓練，
讓家長與孩子一同學習製作簡單魔術道具及表演。於促進親子溝
通合作之餘，又可以讓孩子於表演中提昇自信，並能從分享行動
中培養孩子覺察別人的需要，分享愛心 
 
內容： 
1. 學習簡易魔術、預備禮物包 
2. 認識義工意義 
3. 探訪長者院舍，分享禮物包及表現魔術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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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聖誕繽紛畫布袋 

日期/時間 13.12.2017(星期三)，下午4:00 - 5: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K1- K3幼兒及家長 名額 
5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4名參加者)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透過介紹多種親子活動，探討薰陶幼兒成長的錦囊 
2. 透過手指畫制作布袋，增加親子感情 
 
內容： 
短講、親子制作布袋 

聯絡人 潘美玲姑娘 電話 2562 3594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聖誕同樂日 

日期/時間 20.12.2017(星期三)，下午2:30 - 4: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兒童及家長 名額 
5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4名參加者)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薑餅及聖誕咭製作，從而增加親子溝通及感情 
 
內容： 
製作薑餅及立體聖誕咭 

聯絡人 陳汶詩姑娘 / 張雅晞姑娘 電話 2562 5413 / 2562 3757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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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同陽光玩遊戲』親子日 

日期/時間 23.12.2017 (星期六)  下午1:30 - 5: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20人 (每個家庭最多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遊戲，加強親子合作及溝通 
內容: 親子定向活動、遊戲及野餐 

聯絡人 劉文姑娘 電話 2185 7599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繽紛開放日顯『耆』才 

日期/時間 10.11.2017 (星期五) 下午3:30 – 6: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1.適逢耆康會成立40週年，舉行開放日，讓社區人士認識本中
心服務 
2.透過才藝表演及攤位遊戲，回饋社區，盡展長者才能 

聯絡人 張燕娜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P.22 

活動/計劃名稱 長者痛症自我管理小組 

日期/時間 2.11.2017 - 7.12.2017(逢星期四) 下午2:30 – 4: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長者 名額 10位 

目的及內容 
  

針對長者普遍疼痛情況，教授既適切又易做的緩痛技巧， 包
括關節活動能力又穩定性鍛鍊如拉筋緩痛運動、穴位按摩、
疼痛與日常活動、疼痛與家居設備、疼痛與姿勢、鬆弛運動、
拍打功、健康十巧手。有興趣的參加者，敬請先致電預約組
前評估 

聯絡人 倪韻凌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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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耆菁雅景嘉年華 

日期/時間 18.11.2017 (星期六) 上午11:00 – 下午3: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義工、社區人士 名額 50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義工嘉許禮及盆景展覽，展示義工與長者參與「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之成果；同場嘉年華攤位以家居安全、健腦及
防跌訊息之主題進行，歡迎社區人士觀賞及參與 

聯絡人 吳詠怡姑娘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cwdecc 

活動/計劃名稱 復康用品及健康食品展 

日期/時間 18.11.2017 (星期六) 下午1:30 – 4: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好好生活、女青Y Delight、美國雅培、V-Health Limited 

對象 長者、護老者及社區人士 名額 100人 

目的及內容 
匯聚各式各樣的復康用品、保健產品及健康食品，以滿足長
者及照顧者的需要。展品包括行動輔助工具、健康食品及飲
料、電子醫療設備等，歡迎參觀及即場購買 

聯絡人 梁淑華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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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長者友善資訊共融計劃 

【社區資源互動工作坊】 

日期/時間 2017年11月及2018年1月 (確實日子待定) 下午2:00 – 4: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對象 60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30人 (每次) 

目的及內容 

1.工作坊前於鰂魚涌及西灣街市/公園派發服務單張去接觸長
者，向地區商戶及物業管理公司派發宣傳品 
2.以遊戲、分享及茶聚形式，介紹最新的長者福利資訊及社
區資源，讓長者掌握最新資訊，以促進他們面對生活困難時
懂得向社區服務中心求助 
 
活動地點:  
2017年11月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2018年1月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聯絡人 鄧木有先生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長者身心健康同樂日 

日期/時間 18.11.2017 (星期六) 下午2:00 – 4: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模範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對象 模範邨長者及居民 名額 3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透過健康運動、攤位遊戲、講座、社區資源常識問答
比賽及健康檢查等活動，促進參加者關注身心健康意識和認
識社區資訊 
 
活動地點: 模範邨C座旁休憇公園及房署對出停車場 

聯絡人 鄧木有先生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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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吾繫耆藝跨代情計劃-沙畫工作坊 

日期/時間 
22.11.2017 – 24.1.2018  

(逢星期三，共10節) 下午2:45 – 4:45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滙豐香港社區伙伴計劃2017贊助 

對象 55歲至70歲退休人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1.由專業導師教授沙畫藝術的基本知識及創作技巧 
2.學習運用沙畫藝術為媒介，創作故事及分享技巧，以裝備
長幼共融活動之用 

聯絡人 王家偉先生或李小玲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吾繫耆藝跨代情計劃-皮影戲工作坊 

日期/時間 
24.11.2017 – 26.1.2018  

(逢星期五，共10節) 下午2:00 – 4: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滙豐香港社區伙伴計劃2017贊助 

對象 55歲至70歲退休人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1.由專業導師教授皮影戲藝術的基本知識及創作技巧 
2.學習運用皮影戲藝術為媒介，創作故事及分享技巧，以裝
備長幼共融活動之用 

聯絡人 葉轉笑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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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 
<<照顧長者實務技巧>> 

日期/時間 9.12.2017 及 16.12.2017(星期六) 下午2:00 – 4: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護老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由註冊護士及物理治療師講解﹕ 
第一堂： 
輪椅及助行器具使用與練習、轉移及扶抱姿勢技巧與練習 
第二堂： 
預防感染、藥物處理、生命表徵、急救知識技巧及覆診安排
須知 
收  費：$35(兩堂)、$20(一堂) (包括講義) 

聯絡人 倪韻凌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活動/計劃名稱 
吾繫耆藝跨代情計劃- 

滙豐香港社區節: 長幼樂聚藝墟 

日期/時間 26.11.2017 (星期日) 下午2:00 – 5: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協作伙伴 滙豐香港社區伙伴計劃2017贊助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藝墟設有長幼才藝表演及藝術攤位，如皮革手工、絲襪花、
捲紙手工等，讓社區人士體驗不同的藝術演繹技巧，培養個
人的興趣 

聯絡人 葉轉笑姑娘或李小玲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快樂天使在灣仔-藝樂社區之在白天遇上 

日期/時間 11.11.2017(星期六) 下午2:00 - 5:00 灣仔李節街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社區人士了解智障人士的音樂才能，以藝術發放快樂能量 
 
內容:  
即興共融合唱演出 

聯絡人 何仲民先生 電話 2835 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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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手足趣趣樂 

日期/時間 6.10.2017 – 27.10.2017 (逢星期五)  晚上 7:00  –  8: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K1至小三學生 名額 4對兄弟姊妹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關顧」、「愉快」、「規範」及「具挑戰性」的體驗遊戲，
讓參加的手足之間能夠體驗跟彼此相處時的愉快感，同時亦能夠
學習如何跟兄弟姊妹合作，並提升對彼此的關懷及欣賞，從而改
善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增進對彼此的歸屬感 
 
內容： 
透過不同的小遊戲，讓參與的兄弟姊妹能夠學習到互相尊重、關
顧及合作，同時享受一同玩樂的愉快時光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新來港中學生英文學習小組  

日期/時間 
6.10.2017 – 15.12.2017 (逢星期五，共10節)  

晚上 7:00  –  8: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中一至中六學生(來港不足7年) 名額 8名 

目的及內容 
透過義工教授學生基礎英文、文法、會話，提高其英文能力，以
適應香港課程，融入校園生活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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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HappyLand幼兒發展小組 – 社交篇 

日期/時間 
1.11.2017 – 27.12.2017 (逢星期三) (*29.11.2017暫停)  

下午5:30 – 6: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K2至K3幼兒 名額 6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HappyLand 旨在為幼兒的社交、專注、情緒管理及解難能力提
供支援，小組每期設有不同主題，幫助參加者建立及鞏固適當
行為，以助他們更為適應及融入校園生活 
內容： 
運用適齡的社交情境及遊戲，培育幼兒基本的社交能力，包括
聆聽分享、輪候、守規則、面對勝負，及建立同理心等，讓孩
子由自我中心漸漸地學習與別人建立良好關係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自理小達人> – 自理能力提升訓練活動日營 

日期/時間 7.10.2017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4: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8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學習照顧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學習自理
的過程中，孩子不單只減少對成人照顧的依賴，更可從中建立自
信心和責任感。孩子在參與自理活動時，感覺肌能技巧、小肌肉
控制、認知概念等等自理基礎技巧亦能有所提升，對他們成長有
莫大益處。日營透過體驗活動及提供運用自理能力的環境讓孩子
學習照顧自己，訓練孩子不同方面的自理能力 
內容： 
透過到中心附近超市自己準備午餐環節及其他不同自理項目(如:
自己進食、製作簡單食物、穿衣及日常簡單家務等)，增強參加
者自理能力及自信心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P.30 

活動/計劃名稱 「變」出專注力 

日期/時間 
24.11.2017、1.12.2017、8.12.2017及15.12.2017 

(星期五，共四節) 下午6:30 – 7: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5-8歲兒童 名額 10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魔術及遊戲體驗，提升兒童的專注力，並從中協助他們
提升個人自信心 
 
內容： 
以魔術及遊戲形式讓兒童互相合作 

聯絡人 黃伊婷姑娘 電話 2561 5340 

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幼兒禮儀訓練學堂 

日期/時間 1.12.2017 – 22.12.2017 (逢星期五) 晚上6:00 – 7: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K2至K3幼兒 名額 6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良好的生活態度及習慣，從小時候開始培養是鞏固良好行為
的最佳時機。藉著幼兒較強的好奇心及模仿力，並透過生活
化的例子及角色扮演，讓幼兒從經驗中學習及修正生活態度
及習慣、培養從小注意自己言行，及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內容： 
1. 坐立行之正確姿勢及其對腰背成長之重要 
2. 禮貌之用語及回應技巧 
3. 餐桌禮儀及均衡飲食的重要 
4. 瞭解自己情緒及表達情緒之合宜方法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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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小火山平「息」記 

日期/時間 2.12.2017 – 30.12.2017 (逢星期六) 上午9:30 – 11: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小二至小三學生 名額 4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孩子常常脾氣暴燥，不知因什麼而生氣，往往讓家長感到極為
擔心。小組希望透過藝術及敘事治療等方式，讓組員更具體的
認識及表達內在的憤怒，同時透過將「憤怒」外化，透過分享
互相學習如何處理及面對憤怒 
 
內容： 
1.利用藝術的方式，讓組員將內心的「憤怒」具體的表達出來 
2.透過故事方式，讓組員抒發「憤怒」如何影響自己，以及其
出現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3.家長面談：完成五節小組後，每名組員之家長均會有一節個
別面談的時間，以讓家長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時間待定)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兄弟姊妹樂遊遊：參觀嘉道理農場 

日期/時間 27.12.2017 (星期三) 上午8:15 – 下午1:15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24名(以兄弟姊妹作單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的兄弟姊妹在參觀的過程中，學習如何互相照顧，同時
亦增加他們跟彼此間正面之相處經驗，以增加兄弟姊妹間的融
洽度，並學習和諧相處 
 
內容： 
生態之旅導賞、感官之旅與盆栽種植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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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兄弟姊妹樂遊遊：新年小派對 

日期/時間 29.12.2017 (星期五) 下午2:30 – 5: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K2至小三學生 名額 8名(以兄弟姊妹作單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小遊戲及一同籌備新年小派對，讓參加的兄弟姊妹學習一
同合作，以及能夠有一個機會讓他們一同渡過愉快的時光 
 
內容： 
小遊戲、超市購物、小食準備、親子派對(下午4:30-5:00)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伸手助人協會小西灣賽馬會老人之家 

職位 兼職活動助理 (對象為60歲或以上的退休人士) 

職責簡介 
協助推行本院熱飯服務「膳心午餐計劃」 

帶領小組 
個別關顧長者 

學歷要求 中學程度 

工作地點 小西灣邨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五，0900-1330 

薪金 月薪：$5000 

查詢電話 2896 0292 聯絡人 何詠詩主任 

P.33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30名 - 55歲至70歲退休人士 

協作伙伴：滙豐香港社區伙伴計劃2017贊助 

活動名稱 吾繫耆藝跨代情計劃-跨代情大使訓練 

日期 3.11.2017 及 17.11.2017 (星期五) 下午2:00 – 4:00 

地點 西灣河鯉景道56號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活動內容 

1.以遊戲、短講及分享的形式，認識長幼共融的理念、共融
的範疇以及對社會的意義 
2.透過角色扮演、討論、分享，認識新世代文化，了解他們
的成長環境，並學習與年輕一代的溝通模式及方法，及有效
的溝通技巧 

查詢電話 2676 7067 聯絡人 葉轉笑姑娘 

網址 www.memy.ywca.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人數不限，要有耐性及愛心 

活動名稱 招募耆趣大使 

日期/時間 
日期: 逢星期一、三、五 
時間: 早上10:00-11:00 

地點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活動內容 
  

義工任務: 
1.中心開放小組當值，指導及協助長者進行健腦遊戲 
2.協助中心的認知障礙症活動 
備註: 報名後，中心將提供義工訓練 

查詢電話 2558 0187 聯絡人 陳頴嫻姑娘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cwdecc 

P.34 

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0-12名 (每個協作伙伴)親子/青年/婦女/退休人士 
協作伙伴：有志關懷北角區獨居長者的團體或服務單位 

活動名稱 長者支援服務隊定期探訪服務計劃 

日期 10/2017 - 3/2018 

地點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第2期商場地面 

活動內容 
協作伙伴組織義工按月探訪、關懷有服務需要的獨居長者，
與本中心協作，為長者建立支援網絡，務求長者持續在社區
生活 

查詢電話 2563 0187 聯絡人 王碧恩女士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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