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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details

活動 / 項目

對象： 所有在柴灣區居住並有年幼子女的家長和家庭

目的：
透過流動服務檯，提供諮詢服務，介紹及推廣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及相關的社會服務。另外，與「愛羣寶寶」--鄰里

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合作，推廣幼兒照顧服務。

名額： 每次約35人

日期： 每月一次

機構：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聯絡人： 吳燕華姑娘，岑美玲姑娘

聯絡人電話：2557 3778 (吳燕華姑娘)

活動 / 項目

對象： 6個月至3歲兒童及家長，或其主要照顧者

目的：
訓練小朋友眼手協調，增加自我解決問題能力，提高

專注力，提升創意及刺激感官探索

名額： 共12人(6對親子)

日期： 2022年9月(1節)

機構：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吳燕華姑娘

聯絡人電話：2557 3778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就讀幼稚園及小學兒童的家長，或其主要照顧者

目的： 1. 提升家長照顧自身情緒的能力

2. 改善家長回應孩子情緒的技巧

3. 減少孩子的情緒行為問題

名額： 8人

日期： 2022年10月(共4節)

機構：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吳燕華姑娘

聯絡人電話：2557 3778

柴灣母嬰健康院資訊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Messy Play體驗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香港戒毒會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利民會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樂協會

家長小組

HKEC-Community Service Committee (Children and Family)

Working Group of 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 (CCDS)

Social services for CCDS mum and child in 2022/23 (planned)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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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對象： 所有在柴灣區居住並有年幼子女的家長和家庭

目的： 透過流動服務檯，提供諮詢服務，介紹及推廣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及相關的社會服務。另外，與「愛里寶寶」—鄰里

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合作，推廣幼兒照顧服務。

名額： 每次約35人

日期： 逢單數月份第三個星期三早上

機構：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岑美玲姑娘

聯絡人電話：3520 4259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K.1-K.3特殊敎育需要的兒童的照顧者

目的：
透過認識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的成長及社區資源，增加相

關知識，並藉著彼此分享心得，互相支持及守望。

名額： 8人

日期： 每月第二個星期二 / 上午10:00至11:30

機構：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王啟慧姑娘 / 李杏怡姑娘 / 畢少鳳姑娘

聯絡人電話：2569 1720 / 2569 3231 / 2569 3326

活動 / 項目

對象： 懷疑及確診有專注力不足子女的家長

目的： 讓家長認識何謂專注力及專注力不足的影響，提升家

長管教專注力不足孩童的能力，改善親子關係。

名額： 8人

日期： 2022年5月18日、20日、25日及27日 (星期三及五) / 上

午10:00至11:00

機構：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張雪容姑娘

活動 / 項目

對象： 正接受「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父母

目的：

不少研究發現，有安全感的孩子的情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較好，自尊感及自信心亦較高。 這個講座從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讓家長明白孩子的情感需要，透過不

同方法去肯定他們，從小建立孩子的安全感。

1. 簡介依附理論

2. 明白孩子的情緒及行為動機

3. 如何透過說話及行動去建立孩子安全感

名額： 12位家長

日期： 11.6.2022, Sat 10:30-12:00

機構：
東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朱姑娘

聯絡人電話：28329700

照顧者加油站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資訊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如何建立孩子安全感

如何提升小孩專注力家長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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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0-3歲嬰幼兒及正接受「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

務」的父母

目的： 新手父母的自我照顧, 減壓方法, 促進與嬰幼兒的親子關係

名額： 12人

日期： 2/7-23/7/2022 (六) 上午10:30-12:00

機構：
東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朱姑娘

聯絡人電話：28329700

活動 / 項目

對象：
正接受「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父母及其 2-6歲

子女 (1名家長+1名子女)

目的： 透過家長與孩子遊戲, 互動及活動, 建立親密親子關係

名額： 6對親子

日期： 19/11/2022 (六) 上午10:30-12:00

機構：
東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單姑娘

聯絡人電話：28329700

活動 / 項目

對象： 母嬰健康院服務使用者

目的：
1. 介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及社區資源

2. 社工當值服務

名額： 不限

日期： 每月其中一個星期三及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一時

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梁姑娘

聯絡人電話：28329700

活動 / 項目

對象： 母嬰健康院服務使用者

目的：
l. 介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

2.社工當值服務

名額： 不適用

日期： 逄單數月首個星期三上午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胡雅瑩姑娘、蔡育珊姑娘

聯絡人電話：3158 2621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0-4歲幼兒的家長/家人

目的： 提升家長對照顧幼兒的認識及信心

名額： 12

日期： 25.6.2022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Ms NGAI

聯絡人電話：2562 5413

母嬰健康院資訊站

(柏立基母嬰健康院)

< 玩出親子情 > 體驗之旅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母嬰健康院資訊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幼兒識飲識食健康篇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BB愛你> 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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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對象：
為曾經/ 目前受毒品影響的家長(子女正接受住宿照顧

服務或 有意提升親職能力及改善親子關係之父母)

目的：
1. 提升家長的抗毒能力及信心

2. 提升家長的親職能力及信心，從而提升親子關係

名額： 不限

日期： 7/2020至6/2023

機構： 香港戒毒會

聯絡人： 吳維江先生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子女個案及其家人

目的：

小組主要透過一系列的自我放鬆活動及練習，讓個案

能夠有輕鬆的時間，讓個案在休息後重新充滿活動照

顧子女及自己。並透過健康的活動，抒減壓力，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遠離毒品。

名額： 6個家庭

日期： 7/4, 13/4, 11/5, 18/5/2022

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聯絡人： Hilary CHAN

聯絡人電話：2884 0282

活動 / 項目

對象：
曾經或現有吸毒行為之母親(需育有5歲或以下嬰幼

兒)及其伴侶與家庭成員

目的： 透過不同類型活動推動參加者間正向互動

名額： 網上：6-8個家庭 / 面授：4-6個家庭

日期： 待定

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感動生命2.0 之幸福起

程- 吸毒家庭支援計劃》（致力為曾經或現有吸

毒行為之孕婦/育有0至5歲嬰幼兒之母親/伴侶/幼

兒照顧者提供服務）

聯絡人： 楊姑娘/林姑娘

聯絡人電話：2884 0282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家心「童」行-關心你心靈

「感動生命2.0」: Mothers

support mothers小組

「健康家庭親子樂」計劃2.0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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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對象：
曾經或現有吸毒行為之母親(需育有5歲或以下嬰幼

兒)及其伴侶與家庭成員

目的：
透過育兒工作坊豐富家長育兒的知識及提升照顧子女

的能力

名額：
網上：4個家庭 (暫定每月2節)

面授：4-6個家庭

日期： 待定

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感動生命2.0 之幸福起程- 吸毒家

庭支援計劃》（致力為曾經或現有吸毒行為之孕婦/育有0

至5歲嬰幼兒之母親/伴侶/幼兒照顧者提供服務）

聯絡人： 楊姑娘/林姑娘

聯絡人電話：2884 0282

活動 / 項目

對象：
曾經或現有吸毒行為之母親(需育有5歲或以下嬰幼

兒)及其伴侶與家庭成員

目的：
透過認識安全圈養育課程從而提升對子女情感需要的

敏感度及減低家長的育兒壓力

名額： 8人

日期： 待定

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感動生命2.0 之幸福起程- 吸毒家

庭支援計劃》（致力為曾經或現有吸毒行為之孕婦/育有0

至5歲嬰幼兒之母親/伴侶/幼兒照顧者提供服務）

聯絡人： 楊姑娘/林姑娘

聯絡人電話：2884 0282

活動 / 項目

對象： 0-3歲母親及小朋友

目的：

提供平台讓參加者分享生育及照顧嬰兒的壓力，體驗減壓

方法；探討如何處理嬰幼兒情緒，培養親密關係；其中兩

節會邀請按摩師教授嬰兒按摩；另有一節將會邀請營養師

講解如何在產後吃出好心情。

名額： 8對親子

日期：
2022年7月22日及29 、8月5日及12日

上午10時半至12時

機構： 東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及利民會

聯絡人： 鄭美莉姑娘(東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聯絡人電話：25954009

活動 / 項目

對象： 2－11個月大嬰兒及其父母

目的：
透過學習嬰兒按摩技巧，建立親子關係及認識孩子的

身心發展。

名額： 6對親子

日期： 17/5、24/5、31/5、7/6/2022

機構：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區慧琳姑娘

聯絡人電話：2896 0302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感動生命2.0」：「家長知多

啲」培訓工作坊

「感動生命2.0」:

安全圈®養育課程(COS-P

Program) 及幼兒平衡遊戲小組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媽媽寶寶 大本營8*

(此活動為東區醫院病人

資源中心及利民會之合辦活

動)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親子嬰兒按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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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對象： 2-5歲兒童之家長

目的：
透過短講、遊戲及角色扮演去認識幼兒情緒，從而學

習如何處理

名額： 10人

日期： 11/6/2022 (10:30-11:30)

機構：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區慧琳姑娘

聯絡人電話：2896 0302

活動 / 項目

對象： 準父母/育有初生嬰兒的父母

目的：
透過講座提升新手爸媽的信心及加強夫婦的溝通，迎

接新成員

名額： 6對夫婦

日期： 25/6/2022

機構：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陳詠茵姑娘

聯絡人電話：2896 0302

活動 / 項目

對象： 2－8歲子女之家長

目的：
培育孩子安全感、建立親子間的安全依附關係。透過

講述親職故事，發現自己和孩子值得肯定的地方。

名額： 10人

日期： 9/8, 16/8, 23/8, 30/8/2022

機構：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張俊豪先生、黃偉倩姑娘

聯絡人電話：2896 0302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幼稚園及小學之吸毒者或戒毒康復者

目的：
透過烹飪活動增進親子關係及學習五種愛的語言，表

達彼此愛意，創造愉快親子時光。

名額：   4個家庭/ 8-10人

日期： 23/4, 7/5, 18/6, 23/7, 20/8, 3/9/2022

機構： 明愛樂協會

聯絡人： 王姑娘
聯絡人電

話：
28938060

活動 / 項目

對象： 女性戒毒康復者 (育有子女的母親)

目的：
提升組員對創傷影響的認知、增加對帶給孩子創傷的

醒覺以及加強情緒處理的方法

名額： 6-8人

日期： 13/2, 20/2, 27/2, 6/3/2023

機構： 明愛樂協會

聯絡人： 黎姑娘
聯絡人電

話：
23820267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童心永結。親子凝聚月會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新手爸媽升級班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幼兒情緒知多少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擁抱看不見的傷口」- 創傷

知情小組

情牽父母心家長小組

第 6 頁 返回首頁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子女的母親

目的：
以臉書直播(Facebook Live)形式，由一位戒毒康服者

分享她為孩子而改變的經歷

名額： 50人

日期： 7/03/2022

機構： 明愛樂協會

聯絡人： 黎姑娘
聯絡人電

話：
23820267

活動 / 項目

對象：
4-6歲小朋友及其家長

(東區醫院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家庭優先)

目的： 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法」為工作坊藍本，從活動中

體驗和學習正向的親子互動，從而增進親子關係，預

防及改善兒童的行為及情緒問題

名額： 4-8對親子

日期： 17/9-15/10/2022 (逢星期六) 早上10:00-11:30

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聯絡人： 周珮妍姑娘

聯絡人電話：34131542

活動 / 項目

對象： 育有6歲或以下小朋友的家長

(東區醫院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家庭優先)

目的： 讓家長體驗靜觀並了解如何應用於管教孩子上, 對自

己、家人及孩子的狀態加強覺察, 增加對人對己的接

納, 減少不良的親子互動, 從而提昇親子關係質素, 以

及自己和小朋友情緒調節的能力

名額： 4-8對親子（4-6歲小朋友可同步參與兒童靜觀小組，

0-3歲小朋友將由義工照顧）

日期： 4/2-25/2/2023 (逢星期六) 早上10:00-11:30

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聯絡人： 周珮妍姑娘

聯絡人電話：34131542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愉快遊戲‧親子溝通

工作坊

靜之能量 ~ 親子靜觀小組

「為孩子改變生命的康復者媽

媽 – 如何在困難中與孩子同

行」臉書直播 (Facebook Live)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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