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 年度（第四期）

4 月及 5 月活動

1.「從遊戲促進語言及邏輯思維」親子工作坊
希望小天使 與 心橋兒童發展計劃 合辦

出版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截止登記：3 月 31 日(日)

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適合就讀幼兒學校/幼稚園的成員參加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日期

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 至 4:30

地點

心橋兒童發展計劃觀塘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 2 樓

工作坊目的

1. 從玩樂及實踐中學習
2. 促進語言及邏輯思維發展
3. 促進親子關係

工作坊內容

1. 選擇遊戲的考慮
2. 玩具/教材建議
3. 創意遊戲的方法

工作坊講者

陳嘉霖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心橋兒童發展計劃高級言語治療師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部臨床考官

合作單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心橋兒童發展計劃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project-bridge)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是次工作坊並非義工服務，參與是項活動不作計算義工時數。
2. 名額有限，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非先到先得。
3. 是次工作坊截止登記日期為3月31日(星期日)
4.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Wy5snSZxlo3YrtRG3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4月1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4月1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致電秘書處。
5. 經抽籤後，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4月3日(星期三)上午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6.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若逾期未有回覆者，則視同放棄參
加資格，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7.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2.親子義工賣旗活動（港島區）

截止登記：4 月 7 日(日)

義工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
＊必須由家長陪同方可進行賣旗
＊適合任何年齡成員參加

義工服務性質

親身參與賣旗義工服務，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出一分力，發揮仁愛精神。

義工服務目的

1. 增加接觸社群的機會
2. 提升積極性及主動性

日期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賣旗時段

上午 7:00 至中午 12:00
＊可自行選定其中不少於 2 小時進行實踐

賣旗地區

港島區
＊於報名時自選賣旗地區，以便主辦機構編配交還旗袋之地點。

義工須知

1. 於護苗基金舉辦之港島區賣旗日，參與賣旗義工服務。
2. 是次賣旗日主辦機構為護苗基金，並不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轄下或相關的
機構，有關該機構之服務可瀏覽其網頁(http://www.ecsaf.org.hk)。
3. 「希望小天使」計劃為其中一個協助招募義工參與賣旗服務的義工團體，
本處需提交閣下的資料（包括參加者資料、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予主辦
機構，敬請留意，報名一經確認，已代表閣下明白及同意希望小天使計劃
將閣下的資料轉交予護苗基金作 5 月 4 日賣旗活動之用。
4. 領取旗袋︰必須於賣旗日 5 月 4 日上午 10 時或之前，自行前往指定旗站
領取。
5. 交還旗袋：必須於賣旗日 5 月 4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自行前往指定旗站
交還。
6. 按社會福利署規定，只限於賣旗日在港島區指定地點的公共場所進行賣旗
活動。
7. 如已領取旗袋之成員，當日因個別事故未有參與賣旗服務，需自行將旗袋
交還至護苗基金位於九龍南山邨之辦事處。

義工時數

2小時
＊完成義工服務後，請將一幅小天使於服務當日在公共場所手持旗袋進行賣旗
服務的相片，連同小天使姓名於5月8日(三)或之前電郵至
angelofhope.hkcs@gmail.com，以便秘書處作記錄義工時數及整理服務花絮之用。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不設參加的小天使人數上限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4月7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ZqVJ4T7ezdsTFacj2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4月1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5.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4月1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致電秘書處。

3.樂暉共融樂

截止登記：4 月 7 日(日)

義工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適合 K3 或以上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日期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 至 4:30

地點

觀塘彩福邨(本處服務單位-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義工服務目的

1.
2.
3.
4.

義工服務內容

1.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帶來歡笑，提升長者的正能量。
2. 與長者一起製作「草頭 BB」盆栽
3.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包括服務前簡介、與長者共樂及
服務後總結經驗分享。

出席前預備

1. 活動當日，請小天使們穿著輕便衣服，以深色衣服為佳。
2. 請帶備兩個紙袋或膠袋作長者及小天使盛載盆栽用，另請帶備少量物料用來
裝飾盆栽(如貼紙、絲帶等)，同時也建議自備圍裙、手袖和濕毛巾等物品。
3. 建議家長預先向小天使說明參與的活動性質及意義，令小天使能投入地參與
及幫助加強學習效果。

義工時數

2 小時

促進長幼共融
提升與長者溝通的技巧
發揮創造力與動手實踐能力
學習與他人相處及合作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 4 月 7 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87n1qirXjZaj9NMj1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4 月 8 日(星期一) 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
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 4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前致電秘書處。
5. 經抽籤後，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6.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若逾期未有回覆者，則視同
放棄參加資格，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7.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4. 耆幼童樂添活力

截止報名：4 月 22 日(一)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義工對象

＊適合首次參與義工服務之計劃成員參加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只限家長陪同參與，必須預先登記。

日期

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 至 4:15

地點

觀塘順利邨 (本處服務單位–順利長者鄰舍中心)

義工服務目的

1. 身體力行，體驗義工服務。
2. 提升與長者溝通技巧
3. 發揮潛能，增加自信心。

義工服務內容

1.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做健腦操及傾談，帶來歡笑。
2. 發揮潛能，為長者表演。
3.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包括服務前簡介、與長者共樂及
服務後總結經驗分享。
1. 帶備小禮物
每位小天使請帶備 2 份滋潤水果，每份 2-3 個及用袋盛載，分別送給 2 位
長者。建議家長與小天使一同揀選，以增加其對長者需要的了解，並鼓勵
小天使自製心意咭增添心意。
2. 有意表演的小天使

出席前預備

必須預先報名及填寫表演項目，表演時間約 1-3 分鐘。鼓勵自由創作，發揮
小天使潛能，最重要是小天使亦能樂在其中。
活動當日不設綵排時間，如需播放音樂、器材及道具請自備。
3. 活動當日，請小天使及家長們穿著適合運動的輕便衣服。
4. 請家長預先向小天使說明參與的活動性質及意義，令小天使能投入地參與及
幫助加強學習效果。

義工時數

2 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 4 月 22 日(星期一)。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u0f8buzrltPRtEFq1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4 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
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 4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前致電秘書處。
5. 經抽籤後，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4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6.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若逾期未有回覆者，則視同
放棄參加資格，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7.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2731-6369 李小姐）。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
地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 樓；
電話：2731 6369；傳真：2731 6363；
電郵：angelofhope@hk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