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10/2022 (星期四)  

上午 10:00 – 11:30 

本中心 

育有幼稚園至初小兒童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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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每位$100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10) 

蔡湘湘姑娘 (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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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內容: 

 

名額:  

費用:  

負責社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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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工作坊，讓我們一同在管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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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2022 (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本中心 

家長(面對離異家庭並育有初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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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每位$100 (低收入及綜援人士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10) 

李志威先生(註冊社工)  

1.導師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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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侯: 

地點:  

對象:  

內容: 

 

 

名額:  

費用:  

負責社工:  

備註:  

「玩繫家庭」 

家長管教工作坊 

P-01280 

「 愛 童 遊 」 遊 戲 為 本 計 劃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活動/小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家長活動/小組 



日期: 9/2/2023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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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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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layI Play]]  家長工作坊 家長工作坊 ––    

透過遊戲和孩子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透過遊戲和孩子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  

((PP--01310) 01310)   

以 Theraplay® 的概念，讓家長學習透過親子互動遊戲，促進

親子關係、協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及調節情緒  

日期: 28/2/2023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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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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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曾修讀 Level One及 Two 

Theraplay® &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2.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改以 ZOOM 網上

形式進行。  

 

你的孩子有以下的情況嗎? 在學校經常獨自玩耍；見到老師時又不肯叫老師 

害怕轉換環境及學習新事物，經常鼓勵也不肯嘗試 

有時會不想上學，在上學前的晚上會哭鬧及發惡夢 

緊張時會咬手指、抓頭髮、常上洗手間或洗手 

此工作坊的目標是讓家長了解孩子缺乏自信及焦慮背後的原因 

學習如何運用遊戲協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及克服焦慮。 

[童遊拆焦] 如何處理孩子的焦慮(II) 
(P-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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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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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趣”親子治療遊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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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增潤親子情感連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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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對情緒困擾/婚姻離異之家庭優先) 

內容: 1. 藝術創作及互動遊戲    2. 親子鏡子舞    3. 身體及情緒覺察遊戲 

      4. 譜出親子樂曲     5. 我們的故事冊  

名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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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曾修讀 Level One及 Two Theraplay® &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及香港中文大學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及實習課程。 

      2.如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小組將會取消。 

 

『畫』中有話。親子表達藝術遊戲工作坊 P-01303 

G-01282 

親子活動/小組 



12/11/2022 (星期六) 

上午 10:30 –中午 12:00  

本中心 

面對離異家庭的初小學生及家長  

1.學習和經驗一同玩樂  2.學習相處的重要元素  

6對親子 

每對親子$100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20) 

李志威先生(註冊社工) 

1.導師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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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內容: 

名額: 

費用: 

負責社工: 

備註: 

愈 愈 

玩 

玩 

好 

“ ” 

你有很多玩具嗎？你試過自製玩具嗎？ 

一起動動手、動動腦，齊來探索不同玩具及製作屬於你的獨一無二的玩具吧！ 

玩具體驗日（三) 

 P-01236 

 

P-01281 
「與您同玩」親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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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號 2樓 

Address： 2/F, 33 Granville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2731-6227 傳真： 2724-3520 網址： www.hkcs.org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hkcs.org 

11/2/2023 (星期六)  

上午 10:30-12:00 

本中心 

幼稚園/小學學生及其家長  

玩具體驗及製作、講解及分享 

5個家庭 

每個家庭$100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優惠價$10) 

梁泳儀姑娘 (註冊社工)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內容:  

名額: 

費用:  

負責社工: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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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將會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