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象： 18歲或以上在職人士

內容：

我們每天為了工作而努力，或許當中我們經歷壓力和迷失，繼而產

生負面情緒。

本小組運用沙維雅模式(Satir Model)的冰山工具去幫助組員了解自己

，覺察自己在壓力下的認應對模式，拆解家庭對自己成長的影響，

尋回自己！(備註: 參加者需出席組前面談作甄選)

名額： 8位

日期： 24/5/2023 – 28/6/2023 (逢星期三) 共6節

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潘先生

電話： 28329700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內容：
無論你有否感染過新冠病毒，都可聽聽中醫師為大家講解長新冠對

氣管及肺部的影響，及了解調養方法，重拾健康。

名額： 30位

日期： 8/6/2023 (星期四)

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葉姑娘

電話： 28329700

對象： 有興趣婦女

目的：
1. 透過手工藝製作，發揮參加者的創意；

2. 在創作過程中放下煩憂，體驗DIY的樂趣。

內容： 導師教授製作卷紙花，分享及短講。

名額： 8名
日期： 26.4.2023 (星期三)  / 上午10:30 - 中午12: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陳秀文姑娘

電話： 3158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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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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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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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分類︰

其他項目

「當我遇見了自己」個

人成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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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中醫講座: 長新冠

常見氣管及肺疾病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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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片刻–卷紙花製作

其他項目 1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其他項目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飛鏢運動是一個要求手眼協調，控制情緒的運動，透過練習飛鏢，

不但可改善身體的協調性，更能提升個人的注意力及集中力。

內容： 學習飛鏢運動

名額： 8名

日期：

 (A組) 15.4.2023 (星期六)  / (B組) 6.5.2023  (星期六) /

(C組) 27.5.2023 (星期六) /  (D組) 17.6.2023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 - 4: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姚紀庭先生

電話： 3158 0213

對象： 50至65歲準備退休 / 已退休人士

目的：
透過接觸多樣生活體驗，建立健康生活模式，發輝正向能量，以積

極的人生觀享受「退而不休」的新階段，回饋社會，邁向健康人生

名額： 20名

日期：

 (1) 20.5.2023 (星期六) 本中心 /上午10:30 – 中午12:00

(透過講座培養正向能量，透過環保手作坊，學會身心靈平靜。)

(2) 3.6.2023 (星期六) /上午 9:30-5:00

(參觀大埔/沙田區環保/文化機構，學會愛地球、愛自己。下午時段

特備素食製作工作坊給大家實踐。包車來回。)

(3) 10.6.2023 (星期六 )本中心/ 上午10:30-中午12:00  (體驗活動及講

座)

(4) 17.6.2023(星期六)/ 上午9:30 - 下午4:00

(暫定鯉魚門度假日營及健體活動，包午膳。)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倪淑芳姑娘

電話： 2562 5413

備註﹕ 大會將因應情況更改活動各項內容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透過定期八段錦活動，讓參加者能鍛鍊體魄，提升身心健康。

內容： 學習八段錦

名額： 8名

日期： 3.5.2023、10.5.2023、17.5.2023、24.5.2023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下

午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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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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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鏢初體驗

(A組)(B組)(C組)(D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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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己躍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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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八段錦

其他項目 2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其他項目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1. 透過製作手工紓解生活壓力

2. 藉著節日向家人朋友表達謝意

內容：

有些說話難以啟齒，那就藏在蠟燭裏。點火燃料後，訊息才會慢慢

顯現，能向家人和朋友「告白」，把感謝的、關愛的所思所想一一

記下。燃點蠟燭時既可感受火光溫暖、香氣的調和，亦能得到世上

獨一無二的愛。

名額： 8名

日期： 9.5.2023 (星期二) / 下午2:30 - 4: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黃怡穗姑娘

電話： 2561 5340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1. 透過製作手工紓解生活壓力

2. 藉著節日向家人朋友表達謝意

內容：

一同製作香氛蠟片，可吊掛於衣櫥或放入置物櫃，藉由擴香來享受

柔和的香氣，也可作為賞心悅目的裝飾品。藉着母親節，參加者會

在香薰蠟片上插花，送給親朋好友作為最佳手作禮物。

名額： 8名

日期： 9.5.2023 (星期二) /上午11:00 - 12:3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黃怡穗姑娘

電話： 2561 5340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1. 透過製作手工紓解生活壓力

2. 藉著節日向家人朋友表達謝意

內容：

蜜蠟布可當作保鮮紙，適用於包裹乾身食物，如麵包、三文治和瓜

果蔬菜，可清洗及重複使用。從此告別即棄保鮮紙，是美觀走塑之

選，亦是母親節的心思禮物。

名額： 8名

日期： 10.5.2023(星期三) / 下午2:30 - 4: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黃怡穗姑娘

電話： 2561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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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呈獻1- 告白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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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呈獻2-

擴香花藝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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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呈獻3- 蜜蠟保鮮

布

其他項目 3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其他項目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頌缽是聲音治療中常見的一種樂器，利用「共振」原理產生不同的

聲音和頻率，來達致聲音治療。頌缽可以消除壓力及焦慮，讓人放

鬆心情及淨化心靈。頌缽更可以深層放鬆腦神經，有效提升睡眠質

內容： 認識和體驗頌缽聲療

名額： 8名

日期：
 (A組) 12.5.2023 (星期五)  / 下午2:30 – 3:45

(B組) 12.5.2023 (星期五)  / 下午4:00-5:15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陳秀麗姑娘

電話： 3158 2620

備註﹕
穿著舒適的衣服；中心會提供瑜珈墊，參加者有需 要可自備大毛巾

及瑜伽墊。

對象： 護老者

目的： 以花為題繪畫禪繞畫，與照顧者放鬆心情，學習專注筆下。

內容： 繪畫禪繞畫

名額： 10名

日期： 19.4.2023 (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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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是次活動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香港西區

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合

對象： 有興趣人士

目的： 慶祝端午節，共渡愉快時光，給社區人士帶來正能量。

內容： (1)講端午的故事(2)齊齊購買糭子食材(3)制作糭子共品嚐

名額： 10名

日期： 6.6.2023、8.6.2023、13.6.2023、15.6.2023 (逢星期二、四) / 下午2:3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潘美玲姑娘

電話： 2562 3594

對象： 區內60歲以下婦女

目的： 舒壓放鬆，療癒煩躁生活壓力，體驗身心放鬆。

內容： 透過呼吸及伸展練習，讓參加者舒緩緊張情緒，提升心靈健康。

名額： 8名

日期： 20.4.2023 (星期四 ) / 上午 10:00 - 11:00

機構：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陳婉華姑娘

電話： 2562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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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缽體驗班 (A組) (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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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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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的故事多籮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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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然自在鬆一鬆

其他項目 4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其他項目

對象： 18 歲或以上人士

目的： 鼓勵灣仔及跑馬地區居民認識社區資源及設施

內容：
一邊享用茶點，一邊輕鬆分享香港的公共戶屋政策、醫療、教育以

及就業服務，並介紹灣仔區社區資源，及實地參觀本中心設施。

名額： 15名

日期：
2023年5月17日、5月24日、5月31日、6月7日（逢星期三）

上午10:00至11:30

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陳海欣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傳真： 2833 9940

網址： https://ifsc.sjs.org.hk/

對象： 18 歲或以上人士（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人士））

目的： 藉接觸大自然，放下日常生活壓力，為自己充電打氣

內容：

觀賞優美景色，呼吸郊野氣息，傾聽大自然樂章，讓身心充份放

鬆。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10:00 到香港大學站A出口集合

名額： 10名

日期： 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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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陳海欣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傳真： 2833 9940

網址： https://ifsc.sjs.org.hk/

對象： 受失眠問題困擾的人士

目的： 協助參加者從行為習慣及身心調節方向，慢慢脫離失眠的煩惱。

內容：
以「認知行為治療」改善失眠問題︰(1)睡眠衛生(2)刺激控制 (3)睡

眠限制 (4) 多元放鬆練習(5)思想糾正

名額： 12名

日期：
2023年5月3日至5月31日（逢星期三，共4節，5月24日暫停）

下午2:30至4:00

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聯絡人： 袁李雅玲姑娘（註冊社工）、周敏嵐姑娘（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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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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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遊龍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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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瞓好D小組

其他項目 5



包括成人運動班、成人義工培訓、成人新來港人士服務(非夫婦為對象)、成人興趣班、成人寵物善別

輔導、成人失業輔導、成人職業培訓等

其他項目

對象： 喜歡及願意照顧小朋友的婦女

目的： 避免獨留兒童在家中

內容：
共四堂 1. 社區保姆的照顧範圍與角色 2. 突發事件應對手冊 3. 家居

安全的危機意識 4. 0-9歲幼兒成長及特質

名額： 12人

日期： 4/5/2023 1030-1230、1430-1630 及 5/5/2023 1030-1230、1430-1630

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 港島東區

聯絡人： 石姑娘/張姑娘

電話： 3188 9757

傳真： 3188 9934

網址： https://zh-hk.facebook.com/bokssnsccp/

對象： 喜歡及願意照顧小朋友的婦女

目的： 避免獨留兒童在家中

內容：
共四堂 1. 社區保姆的照顧範圍與角色 2. 突發事件應對手冊 3. 家居

安全的危機意識 4. 0-9歲幼兒成長及特質

名額： 12人

日期： 18/4/2023 1030-1230、1415-1615 及 20/4/2023 1030-1230、1415-1615

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 灣仔區

聯絡人： 吳姑娘/陳姑娘

電話： 3413 1664

傳真： 3413 1665

網址： https://zh-hk.facebook.com/bokssnsccp/

   第51期保姆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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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期保姆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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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項目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