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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道德經》曾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意思是，知道自己知識有限的人，是最明智的；相
反，不懂得自己的知識有限的人，是愚蠢的，這種
愚蠢就像是一種病。似乎，當人對自己欠缺覺察及
反省能力，只依從自以為是、習以為常的態度生活，
必然會產生不少問題。
香港人生活繁忙，忙得沒有停下來的空間，反思一
下身心靈的需要，或許，這就是為何患上情緒困擾
的人數不斷上升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家庭關係、
人際之間若缺乏彈性，只依從一貫的想法／做法去
應付無常的生活轉變及人際互動，恐怕就會導致夫
婦／親子／人際關係問題的出現。
這季度中心推出不少增潤夫婦／親子關係的小組，
亦有關顧個人身心靈的活動，期望在迎接聖誕的秋
冬季節，享受大自然之美，也一起燃亮對家人、
朋友、鄰舍、社區的關愛，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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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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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越來越注重身體健康，會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但你可有想過，婚姻關係都可以做檢查呢 ?
在你的婚姻中，有沒有出現：
感情淡了、溝通少了、衝突多了 .... ?
長時間維持這些情況，除了影響夫婦關係外，
亦會影響個人情緒、子女情緒和親子關係。
不論你有沒有以上情況，只要你想了解婚姻關係現況，
或增潤夫婦關係，都可以參加婚姻指導服務，保持良好婚姻關係。

日期： 與負責社工自訂四節面談日期和時間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居於本中心服務範圍，並有意增潤夫婦關係的已婚夫婦
內容： (1) 進行 Prepare/Enrich 婚姻評估問卷及講解報告
(2) 認識自己及配偶性格
(3) 探討夫婦相處模式和溝通之道
(4) 認識原生家庭對個人及婚姻之影響
(5) 根據報告結果訂立婚姻成長目標

費用： 免費
( 評估問卷價值 $350，費用由本機構服務發展專款資助 )

負責社工： 註冊社工 ( 持有 Prepare/ Enrich 輔導員證書 )
備註：
1. 夫婦必須一同出席，於四節夫婦輔導後，
夫婦可獲贈兩張戲票以及四個「愛滿婚」印花。
2. 有興趣的夫婦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中心聯絡當值社工登記 ( 電話：2731 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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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社工將於登記後，致電聯絡參加者作服務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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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滿婚有禮物換啦！
只要你參加愛滿婚夫婦共同成長計劃，夫婦共同累積以下數量的印花，
就可以換領禮物或優先參加終極活動啦！

X5

電子相架一個

X8

免費參加夫婦蛋糕烘焙活動一次
( 詳情請密切留意中心最新公佈 )

X 15

以優惠價 ( 每人 $100) 報名參加兩日一夜連食宿
之夫婦甜蜜拍拖住宿活動 Staycation
( 詳情請密切留意中心最新公佈 )

* 印花可累積使用；以上禮物 / 活動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龍虎榜 ( 截至 2022 年 9 月 6 日 )

夫婦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FN-106
FN-125
FN-102
FN-118
儲印花方法

* 以夫婦合共計算

1. 凡參加愛滿婚活動 / 小組，每出席一次，可獲一個印花
2. 夫婦一同參加四節婚姻指導服務，完成後每人可獲四個印花，共八個印花
3. 每月瀏覽中心 FACEBOOK 專頁，並完成每月小任務，可獲一個印花
( 小任務於每月 11 號發出，只限當月完成，不設追溯期，
故參加者必須以私訊將你們的任務分享予本中心以作確認 )

227)
如對愛滿婚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31 6227 與袁姑娘或張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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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著嘴說愛我

G-01221

So I say I love myself ～只有愛恆久不枯～
就算結左婚、有家庭都唔等於無左自己！參加呢個人妻小組，享受一下善待自己嘅時刻啦！
我地一齊係做瑜珈、做手工、黎個水種植物初體驗！
日期： 11/10-1/11/2022 ( 逢星期二，共四節 )
時間： 上午 9:30 – 上午 11:00
地點及形式： 11/10 及 1/11 網上進行 (Zoom)；18/10 及 25/10 旺角瑜珈室進行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有興趣增潤夫婦關係的已婚女士
內容： 1. 瑜珈運動 ( 適合初學者 )
2. 輕鬆製作小手工
3. 學習栽種水種植物
4. 分享增潤夫婦關係的方法
名額： 6 名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張錦珊姑娘、朱詠德姑娘 ( 註冊社工 )

( 報名表 )

備註： 參加者須填寫組前及組後有關夫婦關係問卷。

有幸遇上您 夫婦同行小組

G-01279

工作好忙！生活好忙！家務好忙！回到家見到另一半，總是眉頭深鎖，笑容欠奉！！
給予彼此一些時間，來拍拍拖，製作充滿愛的便當，又齊齊做運動做手作，享受二人一起的時光，
透過冰山理論，認識對方多一點，愛多一點點。
日期： 11/10-1/11/2022 ( 逢星期二，共四節 )
時間： 晚上 7:30- 晚上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的夫婦
內容： 1. 製作 愛的便當 ( 韓式食品 )
2. 手作藝術
3. 齊做運動身體好
4. 冰山下夫婦的認識
名額： 5 對夫婦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練嘉悅姑娘、李志威先生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參加者需完成活動前及後測問卷
2. 第 3 節為外出活動
3. 活動如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下，安排延後舉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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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與共 ‧ 夫婦同行
暨 童遊馬灣和方舟

P-01298 ( 夫婦 )
P-01299 ( 兒童 )

踏入婚姻生活後，你多久沒有兩個人拍拖了？今次活動特意安排早上於馬灣進行家庭活動，
下午設有兒童活動，讓夫婦在不需照顧子女下一同進入方舟生命館，享受屬於二人的時刻，
回顧二人過去經歷的喜怒哀樂，並重新計劃未來甜蜜旅程。
日期： 19/11/2022 ( 星期六 )
集合及解散時間： 上午 9:30- 下午 5:45
集合及解散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有意增潤婚姻關係的基層夫婦及其子女 ( 子女必須 4 歲或以上 )
內容： 遊覽馬灣公園、參與方舟生命教育館體驗活動
名額： 40 人 ( 每家庭最多 4 人 )
費用： 每位 $30 ( 不設減費 )
負責社工： 袁益萍姑娘 、葉耀陽先生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夫婦必須一同出席
2. 費用已包括來回旅遊巴、午膳、生命教育館活動費用 ( 成人 )
    及挪亞方舟套票 ( 兒童 )
3. 參加者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及出示疫苗通行證
4. 報名時必需出示綜援 / 政府津貼文件或入息證明文件
5.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延期進行或取消

男人圍爐之活動鬆一下

G-01278

作為一個男人，面對工作、面對家庭、面對生活，總有很多難言之隱；想抖一下，想靜一靜，
也不容易！有苦自己知，也難於向身旁的人娓娓道出 ......
男人，梗係出去「篤下波」輕鬆下，吹下水，講下男人經。一齊嚟輕鬆一下！
日期： 24/11-15/12/2022 ( 逢星期四，共四節 )
時間： 晚上 7:30- 晚上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 18 歲或以上的男士
內容： 1. 男人之苦．男人之虎 分享
2. 桌球夜
3. 去！擲鏢
4. 男兒當自強
名額： 8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黎希晉先生、李志威先生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參加者需完成活動前及後測問卷
2. 第 2、3 節為外出活動
3. 外出活動需自費，中心會給予部分津貼
4. 活動如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下，安排延後舉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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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我們的蛋糕魔法

P-01288
P-01297

平日家長忙於照顧小朋友，孩子忙於學業，不如放假一齊放鬆下！
入廚除了可以鍛練手部肌肉、手眼協調，還可以不知不覺培養到耐
性！親子一起烘焙更可以培養默契，盡顯好奇心，發揮創造力，
一齊創造美好回憶。
   內容：親子烘焙體驗
名額：7 對親子 ( 一位家長及一位 5 歲以上兒童 )
費用：免費
負責社工：吳采珊姑娘、陳倩君姑娘 ( 註冊社工 )

活動 ( 一 )
日期：29/10/2022 ( 星期六 )
集合及解散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00
集合及解散地點：Home. 焙小日子 ( 旺角店 )
旺角太子道西 193 號新世紀廣場 (MOKO)5 樓 502 號舖

活動 ( 二 )
日期：26/11/2022 ( 星期六 )
集合及解散時間：下午 2:00- 下午 5:00
集合及解散地點：BYO 自助焙烘焙 ( 油麻地店 )
香港九龍旺角登打士街 56 號家樂坊 14 樓 05 室

備註：  1.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延期進行或取消
2. 每對親子可獲部份津助，並需自行支付所選取的烘焙食物款式差額
3. 每對親子只可選擇報名以上一項活動
4.12/10 前居於油尖旺區的基層家庭優先報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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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親子放鬆體驗活動

P-01316

在陪伴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總會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為了令孩子開
開心心、健健康康成長，走更長的路，良好的親子關係是良藥。
參加此網上的活動，學習親親自己、親親孩子，
一同做正念放鬆練習及親子互動遊戲，令內心更強大。
   日期： 4/11/2022 (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 4:30- 下午 5:30
形式： ZOOM 網上活動
對象： 3-12 歲兒童及其家長
內容： 1. 正念放鬆活動
2. 親子互動遊戲
名額： 20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劉鳳琪姑娘 ( 註冊社工 )

兒童小組

" 又到聖誕 " 派對小組

G-01296

又到聖誕啦 ~ 趁著聖誕佳節，一齊來玩遊戲、製作飾物、及預備小食進行
小派對，並製作聖誕禮物為身邊人送上祝福。
   日期：2/12-23/12/2022 ( 逢星期五，共四節 )
時間：下午 5:00 – 下午 6: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就讀小學的兒童
內容：玩遊戲、做手工、整小食及小派對
名額：8 名
費用：每位 $20( 不設減費 )
負責社工：梁泳儀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如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小組將會改為 ZOOM 網上形式舉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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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活動 / 小組
G-01291 & G-00884

每對夫婦都期望婚姻是甜密美滿的。夫婦二人就算志趣相投，
但在一些想法、期望、以致感情及情緒表達的方式總會有些差異。
若二人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差異，往往會帶來夫婦間的磨擦。本小組透過沙維雅
模式 (Satir Model)，讓參加者學習去體察自己和身邊伴侶的內心世界及二人
間的互動，以致可以更正面地處理二人的差異，促進夫妻感情的成長。

日期： 7/10/2022 – 25/11/2022 ( 逢星期五，共八節 )

地點： 本中心

)

對象： 夫婦

報
( 名表

時間： 晚上 7:15 – 晚上 9:45

內容： 1. 認識及了解現時夫婦間的溝通互動及在面對壓力時的處理方式
2. 認識個人內心世界的各項元素
   ( 包括 : 想法、期望、情緒等等 ) 如何影響夫婦二人的相處
3. 建立健康的溝通模式，促進夫妻關係成長
名額： 8 對夫婦 ( 夫婦二人必須一同參加 )
費用： 每對夫婦 $480 ( 低收入及綜援人士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48)
負責職員： 盧婉婷姑娘 ( 沙維雅模式專業輔導證書、文學碩士、註冊社工 )
葉耀陽先生 ( 社會工作碩士、註冊社工 )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組前面談，確定接受報名後才需繳交費用
2. 為減低感染風險，本小組不提供託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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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300

在戀愛關係中，你對自己及伴侶有深入的認識嗎﹖有否想增進關係但卻無從入手的
感覺﹖此工作坊能幫助你及伴侶深入地認識彼此，透過 T-JTA® (Taylor-Johnson
Temperament Analysis® 泰氏性格分析 ) 工具，你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自己及伴侶，
讓雙方能彼此理解、接納及互補長短，共同建立更美好、更穩固的關係。
日期： 1/11/2022 – 22/11/2022  ( 逢星期二，共四節 )
時間： 晚上 7:30- 晚上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有意增潤關係的情侶 / 夫婦
內容： T-JTA 網上問卷測試 ( 價值 $194) 及分析、短講
名額： 8 對情侶 / 夫婦
費用： 每位 $28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56)
( 每對情侶 / 夫婦將獲發一份分析結果報告 )
負責社工： 袁益萍姑娘、黃素凝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此工作坊與逆旅同行輔導服務合辦

G-01265

自從結了婚、生了小朋友，家庭重心不知不覺間放到小朋友身上，偶然晚上靜下來，
才會想起與老公 / 老婆拍拖嘅浪漫時刻！
今次，我哋特別舉辦 Zoom 版「拍拖學神小組」，透過 4 次不同主題的活動，希望
與你哋，一齊重拾二人浪漫的時光！
日期： 4/11-25/11/2022 ( 逢星期五，共四節 )
時間： 晚上 7:30- 晚上 9:00
形式： Zoom 網上活動 (11/11 為戶外活動，地點西九龍 )  
對象： 夫婦及準備結婚之情侶
內容： 1. 創作隨心彩繪（流體創作體驗）
2. 享受二人世界（製造約會時刻）: 外出活動
3. 給對方的情書（創作雲石紋信紙）
4. 創作回憶相冊（相冊 DIY 體驗）
名額： 5 對夫婦或情侶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張錦珊姑娘、黎希晉先生 ( 註冊社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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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6

無論結婚或拍拖幾多年，關係都需要滋潤的。
但你有沒有試過明明已為對方付出了很多，但對方都認為你不夠愛他 / 她 ?
原來「愛」可分為五種語言，當我們用錯了，對方便難以接收「愛」的訊息，
從而令雙方感到失望。
想對方能夠接收你的「愛」，可以一齊來學習自己和伴侶五種愛的語言，
為親愛的送上真摰的「愛」，滋潤關係。
日期： 8/12/2022 ( 星期四 )
時間： 晚上 7:30 – 晚上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已婚人士 / 戀愛中 18 歲或以上的成人
內容： 認識自己及伴侶愛的語言
名額： 12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袁益萍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出席活動的參加者，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P-01207

聖誕節快到啦，你計劃送什麼給另一半表達愛意呢 ? 如果還未計劃，不妨試試親手製作
獨一無二的小禮物，透過和諧粉彩簡單的技巧和工具，把愛的訊息呈現出來，給伴侶送
上驚喜。
日期： 15/12/2022 ( 星期四 )
時間： 晚上 7:30 - 晚上 9: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已婚人士 / 戀愛中 18 歲或以上的成人
內容： 為伴侶製作 DIY 聖誕禮物
名額： 8 人
費用： 每位 $6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2)
負責社工： 袁益萍姑娘 ( 註冊社工、和諧粉彩正指導師 )
備註： 1. 參加者不需有任何藝術基礎
2. 活動收費包括完成的作品及一個畫框 ( 如圖顯示 )
3.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延期進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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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85

「第一次」總會讓人帶點遐想，由認識、相處、約會、拖手、親密接觸等，也是好多的
「第一次」。「性」是禁忌？不談不講真的好？若然連「性」也能坦誠表達，更有助大
家的溝通。「性」是與生俱來的需要，讓我們在聖誕時份過一個特別的「性誕節」。
日期： 9/12/2022 ( 星期五 )  
時間： 晚上 7:30 - 晚上 9:00

對象： 夫婦

)

內容： 1. 探討男女對「性」的看法

報
( 名表

形式： Zoom 網上活動

2. 擴闊對「性」的理解、解構當中的迷思
3. 身理、心理、關係、環境和文化方向認識「性」
4. 認識「感性集中練習」
名額： 4 對夫婦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李志威先生、練嘉悅姑娘 ( 註冊社工 )

成人活動 / 小組

我知故我在 放鬆工作坊

P-01313

你若能滋養生命，回饋你的是平靜安穩的內在世界。內心若擁有平靜安穩，你
就能在生命中發放更多能量。讓我們一起由當下開始，在一呼一吸間滋養自己。
日期： 5/10/2022 ( 星期三 )
時間： 上午 10:00- 上午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成人
內容： 1. 正念放鬆活動
2. 自我滋養練習
名額： 20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劉鳳琪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出席活動後，可獲放鬆小福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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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動 / 小組

觸得到的真我 ( 一 ) 及 ( 二 )

G-01283/
G-01292

女士們很多時都很重視關係，也期望自己在關係中滿足別人的期望，很容易忽
略了自己的需要。
原生家庭及過去的成長經歴往往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影響著我們自我的建立、對別人的信任、甚至婚姻的關係。
究竟女性可如何在親密關係中保持自我而又能跟對方和諧共處？如何在照顧他
人的同時又善待自己？鼓勵妳為自己預留一點空間，來與其他同路人一同探索，
了解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增加自我認識、化解內心鬱結、及處理人際關係。

日期： ( 一 ) ：14/10/2022 –3/11/2022
( 逢星期五，最後一節為星期四 )
( 二 ) ：2/12/2022 - 20/12/2022
( 逢星期五，最後一節為星期二 )
時間： 晚上 7:30- 晚上 9: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8 歲或以上的女士
內容： 1. 探索成長經歷與原生家庭對情感 / 家庭 / 與人關係的影響
2. 認清自己內心的渴求、情感的需要和未滿足的期待
3. 了解親密關係 / 與家庭成員中的互動模式
4. 學習如何善待自己及與他人和平共處
名額： 8 人
費用： 每位 $24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48)
負責社工： 郭美蓮姑娘、蔡湘湘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觸得到的真我 ( 一 ) 及 ( 二 ) 需同時報名
2. 參加者需出席組前會談，落實報名後才收費
3. 小組會以實體形式進行，若小組中途受疫情影響，
    會延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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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當下 - 藝術減壓工作坊

P-01289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未解決！」工作、家庭、人際關係的壓力…
面對生活種種壓力，你會如何處理？你有空間處理嗎？
在工作坊中，你可以以藝術方式，在忙碌之中創造一個恬靜的空間，並於安全
且舒適的環境下發揮創意、感受內在需要，並學習面對及處理壓力，體驗「活
在當下」！
日期： 20/10/2022 ( 星期四 )
時間： 晚上 7:30 – 晚上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8 歲或以上成人
內容： 1. 體驗水彩及禪繞畫藝術
2. 學習減壓及自我關懷的方法
名額： 8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陳穎儀姑娘、向斐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參加者無需具備任何藝術技巧。

活在當下 - 身心結連工作坊

P-01290

生活繁忙，每天也被大小事務佔據了不少時間…
你有留空間給自己，讓自己好好安靜及休息，聆聽自己的需要嗎？
在工作坊中，你可以透過靜觀練習，為自己創造一個寧靜的空間，專注地留意
身體的感覺及心靈的需要，學習自我關懷及減壓，體驗「活在當下」！
日期： 17/11/2022 ( 星期五 )
時間： 上午 9:30 – 上午 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8 歲或以上成人
內容： 1. 體驗頌缽及呼吸練習，簡單伸展身體
2. 學習減壓及自我關懷的方法
名額： 8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陳穎儀姑娘、向斐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活動開始前，職員會致電參加者，了解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與。
2. 請穿著輕便衣物 / 運動服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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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我聽·呵護我」
情緒導向治療小組

G-01301

你有冇試過欲言又止，個心谷住谷住，被人誤會，好唔舒服呢？究竟情緒是甚
麼？情緒可如何表達，讓對方明白自己呢？你知道情緒跟身體的關係嗎？可如
何照顧自己的情緒呢？
此小組以「情緒導向治療」為基礎，透過體驗活動及分享，探討以上題目，歡
迎你來參加，為自己行一步。

日期： 15/11-6/12/2022 ( 逄星期二，共四節 )
時間： 晚上 7:00 – 晚上 8: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8 歲或以上成人
內容： 1. 了解甚麼是情緒及其類別
2. 情緒體驗及放鬆活動
3. 關顧及回應自己的需要
4. 對話練習：如何表達個人情緒及感受別人的情緒
名額： 8 人
費用： 每位 $12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24)
負責社工： 嚴頴君姑娘﹑朱詠德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需組前面見以確定是否適合參加
2. 有興趣者請先按 QR Code 報名，待面談後接到通知才繳費
3.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或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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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西九

P-01308

M+ 博物館是現化與當代視覺文化的博物館 , 位於西九藝術公園附近 , 亦能飽覽
維港景色．誠邀抗疫疲累了的你 , 一同外出走走 , 當中亦會透過五感的小活動 ,
讓大家可以從中放慢步伐 , 重拾生活動力。
日期： 18/11/2022 ( 星期五 )
集合及解散時間： 上午 9:30 – 下午 1:00
集合及解散地點： 本中心集合 , 西九海濱長廊解散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 18 歲或以上的成人
內容： 1. 遊覽 M+ 博物館及西九藝術公園
2. 減壓小活動
名額： 7 人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鄺思瑩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交通費用自付

同步過冬 2022

P-01306

「冬至」是全年日照最短，也喻意春日將至的一天，因此誠邀居於本區的左鄰
右里一起來圍爐取暖， 同步過冬， 回顧一年中的點滴並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日期： 20/12/2022 (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4:30- 下午 6: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居於油尖旺區 18 歲或以上的成人
內容： 團體遊戲 , 簡易聖誕手作 , 小禮物分享
名額： 10 人
費用： 每位 $10( 不設減費 )
負責社工： 鄺思瑩姑娘 ( 註冊社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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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連繫
海富 GO!GO!GO! 秋天動起來 !
G-01304

秋高氣爽，絕對是郊遊的好時節，是次活動除了有室內活動，亦有戶外行山樂。
歡迎各親子一齊動起來，出身汗，享受難忘的親子時光 !

日期： 22/11, 26/11, 29/11, 3/12/2022 ( 星期二 / 六，共四節 )
時間及地點： 下午 4:00-5:00 (22/11)：網上 ZOOM
下午 2:30-4:00 (26/11)：戶外 ( 油麻地京士柏山 )
下午 4:00-5:00 (29/11)：網上 ZOOM
下午 2:30-4:00 (3/12)：戶外 ( 樂富格仔山 )
對象： 就讀幼稚園或以上的兒童及家長 ( 海富苑及富榮花園之居民 )
內容： 室內親子活動 & 戶外行山樂
8人
名額： 免費
費用： 嚴穎君姑娘 ( 註冊社工 )
負責社工： 1. 有興趣者請先按 QR Code 報名，待職員通知確實。
備註： 2. 如受疫情影響，戶外活動會取消及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海富 Check-in: 親子花藝師
P-01302

今次我們會變成賣花姑娘，帶同美麗清香的鮮花到社區同大家見面，歡迎一家大細來製作
小花藍，帶回家悉心照顧，又或送給鄰舍，彼此祝福！

日期： 25/11/2022 (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 3:00- 下午 4:30
地點： 櫻桃街公園
對象： 海富苑及富榮花園之居民
內容： 1. 在公園進行花藝活動
2. 分享關於植物的 APPS
名額： 不限
費用： 免費
負責社工： 吳咏媚姑娘﹑嚴頴君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活動後參加者可取回自製小花藍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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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繽紛小組
「黃昏繽紛」小組於 1985 年 5 月 22 日成立。本小組為一個自務
性小組，並由一班在職人士組成。組員們除了定期參與小組活動、
訓練活動及聯誼消閒節目外，他們亦會善用工餘時間來策劃及推行
一些多元化的義務工作。過往，本小組曾為獨居長者、私院長者、
貧窮家庭及少數族裔等弱勢社群提供過適切的義工服務，以滿足他
們的不同需要。未來，本小組會繼續秉承「黃昏繽紛，助人熱心，
關懷認真，進取人生」的精神，為社會內的不同弱勢社群發放正能
量，讓他們活得更加色彩繽紛。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本小組，
請致電 2731 6227 與負責社工葉耀陽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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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童遊」遊戲為本計劃
計劃介紹
計劃介紹
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註冊遊戲治療師及註冊社工負責，以各種遊戲治療手法為離異家
庭或父母有情緒困擾的兒童及家長提供個別遊戲治療 / 諮詢、小組及活動，讓兒童
抒發內心感受和建立自信心，同時讓家長了解兒童的內心世界，促進親子關係。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內
內
容
容

治療遊戲
治療遊戲

®
Theraplay
Theraplay

個案
個案
1. 兒童遊戲治療 (4 節 )
2. 家長諮詢 (1 節 )

對
對
象
象

樂高認真玩
樂高認真玩

®
Lego®serious
serious play
play®

指導式遊戲治療
指導式遊戲治療

1. 就讀幼稚園至高小及受以下情況影響的兒童 :
父母有情緒困擾

2. 父母正分居 / 離異

（懷疑或確診抑鬱症 / 焦慮症）

小組
小組 // 活動
活動

或

兒童、家長及親子小組活動，
促進親子有效溝通。

目
目 1. 協助孩子抒發內心感受和壓力、
標
標 預防及減輕情緒及行為問題。

2. 協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增強能力感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協助父母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
學習如何回應孩子的需要。

費
費
用
用
* 如家庭經濟匱乏 ( 正領取綜援、書津等 )，
經社工核實後，最高可獲全費資助，
惟需先付 $500 按金，完成治療後將退回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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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樂趣”親子治療遊戲小組

G-01282

有時沒有信心或不知道如何與子女玩耍的你，可以與子女一起體驗簡單又健康的親子互動
遊戲，一起享受玩的樂趣！

日期： 7/10-28/10/2022 ( 逢星期五，共四節 )
時間： 下午 3:00 - 下午 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親子 ( 就讀 K1-K3 兒童及其家長 )
內容： 親子互動遊戲、講解及分享
名額： 5 對親子
費用： 每對親子 $200(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20)
負責社工： 梁泳儀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導師曾修讀 Level One Theraplay &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2. 如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小組將會取消

玩出親子情工作坊
-

P-01275

「遊戲是兒童的語言，玩具是兒童的文字。」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在於如何讓兒童在遊戲中
自由表達，透過適切的回應，幫助兒童改善行為問題、建立自信和安全感，化解鬱結，重建
健康的心理情緒，同時亦可改善親子關係，讓家長更了解兒童的內在想法和感受。

日期： 15/10/2022 ( 星期六 )
時間： 上午 10:00- 上午 11:30
形式： Zoom 網上活動
對象： 育有 2-10 歲子女之父母
內容： 1. 簡介兒童為本遊戲治療理念和目標
2. 基本遊戲及回應技巧
名額： 10 人
費用： 每位 $10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0)
負責社工： 吳采珊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導師曾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及實習課程，
及運用遊戲治療處理不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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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 透視鏡 ] 家長工作坊
- 透過遊戲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

P-01295

遊戲是孩子的一面鏡。
透過遊戲，孩子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及想法；
透過遊戲，孩子和不同的人物及事物建立關係。
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你的孩子嗎？讓我們學習透過遊戲，了解及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日期： 27/10/2022 ( 星期四 )
時間： 上午 10:00 - 上午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育有幼稚園至初小兒童的家長
內容： 短講、遊戲體驗及分享；
介紹兒童遊戲的種類，了解孩子在遊戲中所表達的象徵意義
名額： 8 人
費用： 每位 $10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0)
負責社工： 蔡湘湘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導師為美國遊戲治療協會註冊遊戲治療師及督導。
2. 如受疫情影響，工作坊將改以 ZOOM 網上形式進行。

「與您同玩」親子工作坊

P-01280
P-01281

面對家庭的離異，作為父母，或作為兒女都充斥著很難開口的感受，亦影響著親子的相處和
關係。看著眼前的兒女，會擔心他們的成長，有時會呈現過度關注，既想知多點，又怕惹來
反感。親子如何相處，都增添不少煩憂和壓力。透過「樂高 ® 認真玩 ®」的方式，大人和
孩子學習和經驗一同玩樂，期間體會如何聆聽和觀察，促進親子間的相處模式。

日期： 12/11/2022 ( 星期六 )
時間： 上午 10:30- 中午 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面對離異家庭的初小學生及家長
內容： 1. 學習和經驗一同玩樂
2. 學習相處的重要元素
名額： 6 對親子
International
費用： 每對親子 $10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0)
負責社工： 李志威先生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講員為認證 LEGO SERIOUS PLAY

( 樂高

認真玩

) 的引導師

2. 活動如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會延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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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繫家庭」家長管教工作坊

P-01280

有否常為兒女大小事操心？看著他們成長，卻煩惱如何有效去管教。管教一定要嚴厲？抑或
只滿足孩子的需要？在管教之先，讓我們一同探索自己的感受和真實想法。另外，學習透過
「玩」的方式，結合積木的運用，在「玩」的過程中，探索新的管教方式，促進和改善親子
關係。

日期： 15/11/2022 ( 星期二 )
時間： 上午 10:00- 上午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家長 ( 面對離異家庭並育有初小學生 )
內容： 1. 認識自己的需要 / 感受
2. 分享和探索新的管教方式
3. 如何運用積木、分享形式改善關係
名額： 8 人
費用： 每位 $10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0)
負責社工： 李志威先生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講員為認證 LEGO

SERIOUS PLAY

( 樂高

認真玩

) 的引導師

2. 活動如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會延期舉行

『畫』中有話。
親子表達藝術遊戲工作坊

P-01303

透過表達藝術，包括音樂、視覺藝術、戲劇、形體動作，以及遊戲活動等讓家長及孩子分
別透過體驗及創作去享受親子互動的樂趣 ; 更了解自己及對方內心感受及想法，一同成長。

日期： 26/11/2022 ( 星期六 )
時間：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12 歲之兒童及家長
內容： 1. 藝術創作及互動遊戲

2. 譜出親子樂曲

3. 親子鏡子舞		
4. 製作故事冊
名額： 6 對親子
費用： 每對親子 $100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 $10)
負責社工： 陳倩君姑娘 ( 註冊社工 )
備註： 1. 由曾修讀 Theraplay Level 1&2 及香港中文大學兒童為本
遊戲治療及實習課程之社工帶領
2. 如受疫情影響及活動未能實體舉辦，活動將取消。
3. 正面對情緒困擾 / 婚姻離異之家庭可優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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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淑芬，我知道你會主動搵趙姑娘，向佢請教煮食、湊仔經，
我好欣賞你錫自己同家人，喺忙碌中，願意花時間去學嘢，
你可唔可以分享吓學到咩嘢呀？

我覺得趙姑娘有「多啦 A 夢百寶袋」，每次我對煮食、
湊仔有疑問，我聯絡佢，佢都好快覆我，仲會家訪教我。
以前我唔識點樣配搭食材，依家識煲五指毛桃湯、
羅漢果清熱湯等等，亦識整香蕉蛋糕同金魚雲吞俾仔仔食，
仔仔食得好開心﹗
有趙姑娘嘅指導服務，令我喺湊仔嘅事上得心應手，
使家人喺手術後、患新冠肺炎後身體好番得快啲，阿仔少咗偏食，
仲學到斷捨離同小朋友家居安全知識，
真喺好多謝趙姑娘細心嘅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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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2020 年 1 月起開展家務指導服務，支援現正接受中心
個案服務的人士及家庭。服務透過短期及有系統的訓練，協助有需
要人士學習家務及照顧兒童的技巧，以增強他們獨立處理家事的能
力。
服務形式：
服務內容：

個別家居訓練及小組訓練   

家務指導、
初生 / 幼兒照顧技巧指導

申請服務（服務對象必須居住本中心服務範圍）
1. 現正接受本中心個案服務之人士，可聯絡負責社工作出轉介；
2. 現時沒有使用個案服務之人士 ， 可致電本中心 ，向當值社工申請服務 ；
3. 本中心接納其他機構的轉介。
退出服務
1. 已完成訓練之服務使用者，此服務便完結 ;
2. 服務使用者亦可向負責社工提出終止服務。
如果你或身邊嘅人好似淑芬咁，想學煮食、湊小朋友，
同埋做家務，照顧自己同家人照顧得好啲，
歡迎你打電話俾中心社工，查詢家務指導服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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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for Non-Chinese families

Public housing talk (2022)

P-01233

Public hous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in Hong Kong. If
you are facing housing problem and you want to apply for public housing,
please join us. See you soon!!!!
7/10/2022 (Friday)
4:30pm – 5:30pm
Our Centre
Non-Chinese people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of applying for public housing.
6 persons
Free of charge
Mr. Wong Tze Ching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If the severity of COVID-19 becomes serious,
the programme will be held by ZOOM.

Funny Cantonese(10/2022)

G-01293

Cantonese is the main language used in Hong Kong. The group aims at
facilitating the children learning Cantonese in a funny way.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8/10, 15/10, 22/10, 29/10 (Saturday)
10:00am - 11:00am
Our Centre
K2 to K3 kindergarten students
Learning Cantonese such as color, animals, food,
and daily life sentences through songs and games,
and preparing the students to visit the HK Science Museum.
10 students
Free of charge
Ms. Connie HE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e program may be held in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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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ny Cantonese Family DayVisiting HK Science Museum

P-01294

Do you and your children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dinosaurs?
Do you want your children to explore the surroundings in a fun and joyful
way?
Let’s go and visit the HK Science Museum and practice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 Funny Cantonese!

5/11/2022 (Saturday)
10:30am-1:00pm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Parents and children
Visiting the exhibitions – the Dinosaur Revelation
and Children’s Gallery in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10 pair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Free of charge
Ms. Connie HE and Ms. Camilla Li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1.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e
program may be cancelled.
2. The participants need to attend the group “Funny Cantonese
(10/2022) (G-01293)”.

Christmas Fun

G-01198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Christmas is coming and it is a good platform for enhanc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Make hand craft and try Pastel Nagomi Art. Play family
games, relax and enjoy the party time. Let's join, play and have fun.
22/11, 29/11, 6/12, 13/12/2022 (Tuesday)
5:00pm-6:00pm
Our Centre
Non- Chinese Families
1. Make hand craft and Pastel Nagomi Art
2. Christmas Party (Games, Lucky draw, Christmas present)
10 persons
Free of charge
Ms. Becky Lau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pan demic of COVID-19, this
programme may change to online,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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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Kowloon Fun

P-01287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Visit the new M+ Museum and enjoy the family relaxing moment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Let's have fun together!
10/12/2022 (Saturday)
3:00pm-5:30pm
Kowloon MTR Station
Non- Chinese Families
1. Visit the new M+ Museum
2. Play family games in the West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3. Enjoy the Christmas light and decoration of Victoria Harbor.
15 persons
Free of charge
Ms. Becky Lau and Ms. Camilla Li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1. Christmas gift will be rewarded after game session.
2. Please follow the Anti-epidemic measure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3.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is
programme may be cancelled.

Like and Share!
就可以緊貼中心活動、社區資訊，
仲有社工定期分享家庭生活教育小貼士。
快趣攞手機出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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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城
大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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