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象： 區內4-8歲兒童及其家長

目的：
提倡正面溝通的重要性，以互動遊戲促進家長和子女的溝通，同時

提升子女的創造力、記憶力和語文能力。

內容： 親子遊戲，交流及分享

名額：
區內4-8歲兒童及其家長

6個家庭 (每位家長與一名兒童)

日期：
2023年4月15日、 22日、29日及5月6日(逢星期六) /

上午10:00至11:30

機構：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岑美玲姑娘

電話： 3520 4259

傳真： 2569 5377

網址： www.swd.gov.hk

對象： 區內6-12歲小童及其家長

目的： 透過和諧粉彩，讓小朋友與至親表達愛意。

內容： 和諧粉彩製作

名額： 12人

日期： 2023年 5月6日(星期六) / 下午2:30 至4:00

機構：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王啟慧姑娘

電話： 2569 1720

傳真： 2569 5377

網址： www.swd.gov.hk

對象： 6至9歲兒童及家長

目的： 透過六色積木(Six Bricks) 進行親子遊戲, 促進父母和子女間的親子互

內容： 進行六色積木(Six Bricks)親子遊戲，學習親子溝通技巧。

名額： 6至9歲兒童及家長

日期： 20.5.2023 (星期六) / 下午 2:30 - 4: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何少琪姑娘

電話： 2562 2850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親子「童」玩Six Bricks

HKEC-Community Service Committee (Children and Family)

Sharing in Community Resources (資訊互通)  April to June 2023
http://www.healthyhkec.org/resources/cyf/activities/

項目分類︰ 兒童<6歲 (自閉兒童、學習發展障礙、個人成長) / 兒童6-12歲 (人際關係、個人成長、溝

通技巧、學習發展障礙、情緒問題、自閉/亞氏保加症兒童) / 青少年13-24歲 (個人成長、

待業、行為問題例如︰隱蔽/沉迷上網/濫用藥物、自閉症青少年) / 家庭及親子 / 家長 (子

女管教、溝通技巧、家長支援服務) / 夫婦 / 社工、教師 / 其他

家庭及親子
活動 / 項目 對象 / 目的 / 內容 / 日期 / 所屬機構 / 聯絡資料

『正向溝通』親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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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和諧粉彩

　

 

活動 /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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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3至6歲兒童及家長

目的：

OHLA OHLA!

在日常管教中，爸媽難免會與孩子遇到衝突，原因可能是孩子發脾

氣，鬧情緒，玩電子用品，做功課慢，不專心學習等等，爸媽感到

無比壓力。

近年流行的「靜觀」可以讓家長有意識、不加批判地覺察「此時此

刻」的情緒，使我們更敏銳處理自己和孩子的需要，並在親子相處

間培養出寬容的心來面對自己和孩子。

就讓我們一同進行靜觀練習，有助爸媽應對不同的情緒及壓力，好

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更可以用於孩子的管教上！

內容：

1. 進行靜觀及覺察練習、分享如何以靜觀舒緩育兒壓力及與孩子溝

通的技巧。

2. 其中一節親子活動將安排專業導師，教授製作流體熊 (BearBrick

DIY)，小朋友可於母親節送給媽媽，表達感恩之心。

名額： 8名

日期： 6.5.2023(星期六)、24.6.2023(星期六) / 上午10:00 - 11:3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詹慧嫻姑娘

電話： 2562 3501

對象： K3至小六兒童及其家長（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家庭）

目的： 教導小朋友珍惜食物，源頭減廢

內容：

位於小蠔灣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K1是香港首個將廚餘轉為

電能的設施，透過各項富教育意義的導賞活動，教導小朋友珍惜食

物，源頭減廢。

名額： 9對親子

日期： 2023年5月6日（星期六） 上午11:00至下午1:00

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陳海欣姑娘（註冊社工）、盧慧姍姑娘

電話： 2835 4342

傳真： 2833 9940

網址： https://ifsc.sjs.org.hk/

對象： 就讀幼稚園K2至K3兒童及其家長

目的： 讓幼兒透過不同親子及有趣運動，增加不同身體部分的感覺刺激。

內容：
在肌肉、關節發展及控制上都需要多多嘗試不同活動。一起動起來

吧！

名額： 6對親子

日期： 2023年5月8日至29日（逢星期一，共4節） 下午3:45至5:00

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關曉雲姑娘

電話： 2835 4342

傳真： 2833 9940

網址： https://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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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扭跳跳跑跑跑(感統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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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小蠔灣．O．

PAR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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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LA CLUB系列五❤靜

觀育兒Kids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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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25對親子（一位家長攜同一位兒童）

目的：

特設家長簡介環節，遊戲工作員將簡述各種遊戲行為及模式，分享

大人的角色及基礎技巧，引領家長以「孩子角度出發」，共享與別

不同的親子遊戲時光。

內容： 前往萬象館探索

名額： 0至8歲兒童及其家長

日期： 2023年5月28日（星期日）上午9:45至下午12:30

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湯國焜先生、盧慧姍姑娘

電話： 2835 4342

傳真： 2833 9940

網址： https://ifsc.sjs.org.hk/

對象： 親子(在學子女及其家長)

目的：
以母親節為主題，進行親子手工藝創作，從而加強親子溝通，促進

正面的家庭關係

內容： 手工藝創作及分享親子之間的正面溝通方法

名額： 10人

日期： 2023年4月27日 (星期四)

機構：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劉銳雯姑娘

電話： 2557 3805

傳真： 2556 6424

對象： 就讀幼稚園及小學的學生及其家長

目的：
透過製作母親節心意咭，讓親子之間形成良好甜蜜氣氛，建立正面

的親子關係

內容： 母親節心意咭製作

名額： 10人

日期： 13.5.2023 (星期六)     上午9:30至11:00

機構：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許文舞姑娘

電話： 2895 5217

傳真： 2895 5775

網址： www.swd.gov.hk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目的：
透過親子製作水果凍糉，互相合作和溝通，共渡歡樂時光，同時讓

孩子了解傳統節日

內容： 製作水果凍糉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名額： 8人

日期： 17.6.2023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中午12:00

機構：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盧菁怡姑娘

電話： 2895 5174

傳真： 2895 5775

網址： www.swd.gov.hk

母親節呈獻：感恩之情

愛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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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糉」動員

親子同樂萬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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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樂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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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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