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通  活活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 

星期五 
Fri 

星期六 
Sat 

9:00am - 1:00pm       

2:00pm - 5:00pm       

5:00pm - 8:0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動動  訊訊  



 

 

 「跨越疫境」家情獎勵計劃 

  0-3歲嬰幼兒系列 

  親子樂園 

  婦女園地 

  家長國度 

  夫婦桃源 

  男士天地 

  健康生活 

  中心資訊 

  惡劣天氣之服務安排 
 

 

目錄目錄目錄   

如想獲得 

更多家情最新資訊，  

歡迎在以下網站登
記: 

https://is.gd/
UFFF2o  

因應本港疫情之變化，本中心 10-12 月的活動內容及開放時

間或會有所調整，資訊以本中心最新公布為準。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中心與職員聯絡。 

中心電話︰ 3994 2828 

家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歡迎讚好家情 Facebook專頁︰ 

https://is.gd/evX4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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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疫境跨越疫境跨越疫境」家情獎勵計劃」家情獎勵計劃」家情獎勵計劃   
疫情持續逾年，家情中心在本年初透過「跨越疫境」獎勵計劃，嘉許深水埗街坊在

「疫境」下的堅毅與積極態度。今期繼續分享這些生命故事，「疫」下生活對他們

雖充滿波折，但他們勇敢面對新處境帶來的新挑戰，在困難中流露出生命的毅力和

韌力。 

F 女士為酒店房務員，一直十分辛勤地工作，一家四口全依
靠她的萬多元收入來維持生計。她的丈夫和大兒子時有爭
執，小兒子最近亦患上癌病，F女士需要不時接送他覆診和
接受治療。雖然 F女士工作辛勞，但她經常表示︰「只要看
到一家人齊齊整整，就算生活多艱苦也是值得的。」幸好，
小兒子近日已出院，病情亦趨穩定。 
即使兒子的狀況讓 F女士擔心不已，但她仍保持樂觀，心存
盼望，其堅強和刻苦耐勞實讓人欣賞有加。 

我是一名育有 9歲兒子的單親媽媽。 
經過一年多的抗疫之路，很多人都出現了「抗疫疲勞」，
特別是住在劏房的我們。家裡空間小，但外出的話又要花
費，因此兒子只好整天使用電子產品，結果沉迷上網了。
家人情緒互為影響，兒子網絡成癮後情緒變得不穩，也影
響了我的情緒。幸好我及時向家庭服務中心和學校的社工
姑娘求助，還有義工幫助我們。學校社工特意安排兒子到
學校上網課，家庭服務中心的姑娘平時也與他約法三章，
還有義工邀請我們參加免費戶外親子活動。 
經過大家的努力，讓我的兒子減少了接觸電子產品。感恩

有大家的支持和關心，我們一起同行，一起努力﹗ 

黎先生是一名年輕爸爸，與太太育有半歲大的女兒，為
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他原任職餐廳侍應，但因疫情而
失業，家庭收入大受影響。黎先生因而十分擔憂，持續
出現失眠和食慾不振的情況，但他卻沒有放棄。在太太
的鼓勵，以及要成為女兒的好榜樣下，他不斷透過不同
平台去尋找工作機會，也報讀貨車駕駛課程，以增值自
己來擴闊工作選擇。在這段期間，女兒因身體不適而住
院接受治療，家人亦因此而互相支援，發揮團結精神，
令黎先生稍為安心。 
最近，在黎先生的努力下，終於透過朋友介紹而找到兼
職工作。雖面對疫境，但他並沒有自怨自艾，反而積極
想辦法走出困境，以做一個盡責稱職的父親、丈夫和僱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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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單親母親，兒子是自閉症小童。 

我於日常照顧上已經感到高壓，加上肺炎的突擊，令

我更加崩潰。因為我獨力照顧兒子，所以更加難以處

理時間分配。漸漸我的情緒越來越差，抑鬱情緒加

重。最令我難受的是，兒子本來通過恆常訓練已經有

小進步，但因為生活規律被打亂，睡眠障礙的情況越

加嚴重，有時候一天只睡四小時，而自我刺激行為亦

增多︰整天尖叫、打頭、拍打面部來取得刺激，我十分痛心和無助。他於醒來的

時候會傷害自己﹔睡覺的時候卻不能熟睡。24小時人盯人，這種窒息的感覺讓我

很崩潰。外有疫症，內有兒子的行為問題，這種不止息的累已經摧毀了我所有的

意志，我竟然有結束生命的想法﹗很危險、很恐怖，一切只是一念之差。 

幸好，那夜鄰居及時的關心令我清醒過來，我頓時痛哭，後悔不已。我居然將自

己跟兒子置身於危險之中﹗幸得身邊有人同行，無論是社工，還是家人，他們一

直都在。然而，那種累令我跟他們走遠了。特別是壞情緒的影響，就像一個漩渦

一樣形成循環，讓我不停地想得十分負面。如果只靠個人的力量，很難從中走出

來。當路難走時要主動求助，就算伸出的援手不太適合自己的現狀，也可以接受

對方的關懷，提醒自己有人可以幫到忙。作為照顧者，必要時都要讓自己有喘息

的空間，不要讓情緒病主宰自己﹗ 

我主動踏出了第一步，改變自己。在教育兒子的道路上，最難的是放棄自己 30

年來的認知。為了孩子，我要走出以往生活經驗的框架，作出改變。無論是身

教，還是繼續學習育兒知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就跟面對疫境一樣，我們要學懂

接受，然後與它共存。面對孩子教養問題都是大同小異︰減低焦慮、尋求幫助、

不斷接受挑戰……改變自己，才能做孩子最強的後盾。 

加油我的小家庭，加油香港！ 

 

我丈夫本來在一間酒樓工作，因疫情之故，酒樓倒閉了，家中頓失經濟支柱，

我不禁感到徬徨無助，擔心非常。 

然而，香港人有打不死的精神﹗疫情下，很多商舖都轉型，由長租轉為短租，

不少食肆更在禁堂食下轉為以外賣為生。因此，我的丈夫也當上外賣員，以送

外賣來賺取屋租和生活費，以保證一家人能繼續有屋住、有溫飽。 

這正是獅子山精神，印證香港人堅毅不屈、靈活變通。 

疫情依然反覆不斷，但總會有雨過天晴的一天﹗希望大家繼續齊心抗

疫，共度難關，明天總會是美好的一天﹗ P.4 



 

 

 

內容： 經常給寶寶按摩可以讓其獲得很多好處：你可以和孩子更親密、孩子可以更

有安全感、帶給孩子更多感官刺激，讓孩子身心有更健康的發展。如果可以

為小寶寶按摩，可以讓寶寶更茁壯成長。 

日期： 2021年 9月 29日、10月 6日、20日及 27日(逢星期三)(共 4節) 

時間： 上午 10:3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12個月大的嬰兒及其家長 名額： 12人(6對親子) 

費用： $10/人(大小同價) 負責社工： 蕭瑤姑娘 

BB 按摩班 活動編號： G-00748 

嬰 幼 兒 0-3 系 列 歲 

P.5 

內容： 「阿 B近排突然不願飲奶... ... 」、 「阿仔夜晚總是喊醒... ... 」，面對

寶寶成長， 總會遇上很多疑難，不知怎樣做才好。我們可以提供一個 20分鐘

的線上或實體單對單諮詢，由註冊社工及家務指導員提供資訊，希望可以讓你

多一個角度了解寶寶的需要。 

日期： 2021年 11月 3日(星期三) 

時間： 以每 20分鐘為 1節，可自選︰ 

上午 10:00、10:20、10:40、

11:00、11:20 或 11:40 

地點︰ 本中心 / ZOOM 

對象： 育有0-3歲幼兒的家長 名額： 每個時段上限 3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黃雅蘭姑娘及蕭瑤姑娘 

寶寶諮詢站 活動編號： P-00732 

你可以按以下 6款主題揀選你想了解的資訊。 

1. 轉固的困難和小貼士                                              2. 建立孩子作息時間 

3. 如何安睡                                                                         4. 如何建立孩子安全感 

5. 建立伴讀好習慣                                                         6. 鼓勵孩子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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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幼兒有情緒不懂如何處理? 家長見到幼兒嚎哭，感到無助和煩躁嗎? 本中心

誠邀家長與孩子同來參與靜心(mindfulness)活動，培養彼此調節情緒的能

力，並增潤你與孩子的親密感。 

日期： 2021年 10月 27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2-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12人(6對親子) 

費用： $10/一對親子 負責社工： 洪雪盈姑娘 

備註： 1. 親子需穿著輕便運動服。 

2. 如有需要，請為幼兒預備足夠水、尿片等。 

親子幼兒靜心時刻 活動編號： P-00735 

內容： 於充滿愛的聖誕節，本中心邀請家長和小朋友，一起開聖誕派對歡度佳節。同

時歡迎 10-12月出世的小朋友，與父母一同來中心慶祝生日﹗ 

日期： 2021年 12月 17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於2018年至2020年10-12月出

生的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25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陳洛幃姑娘 

聖誕派對暨 10-12月生日會 活動編號： P-00746 

嬰 幼 兒 0-3 系 列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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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與孩子拉鋸影響親子關係? 不理解幼兒情緒需要? 此小組幫助育有 2-4歲子

女的你學習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基礎理論，並幫助你明白孩子行為背後的情緒

需要，從而提升你們的親子親密感。 

日期： 

小組(1): 

小組(2): 

 

2021年 10月 8日(五)、13日(三)、22日(五)、29日(五)及 

11月 5日(五)、12日(五)、19日(五)及 26日(五)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育有2-4歲幼兒的家長  名額： 12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洪雪盈姑娘 

備註： 小組設有少量託兒名額，先到先得。  

Play Time 家長遊戲輔導小組 1+２ 
活動編號： G-00737、G-00738 

合辦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失而復得家庭關係重建支援服務」 

備註︰ 

參加者需同時報名參與

上述兩個小組，共 8節 

嬰 幼 兒 0-3 系 列 歲 

內容： 提升孩子的安全感，能有效舒緩孩子不安的情緒，助孩子流露真實感受，培

養自我表達的能力，建立勇於探索的精神。明白孩子的心，能為親子關係帶

來滋養。  

日期： 

小組(上): 

小組(下): 

 

2021年 11月 17日、24日、12月 1日、8日及 

12月 15日、22日、2022年 1月 5日及 12日(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育有0-6歲兒童的家長 

(0-3歲幼兒的家長優先) 

名額： 12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陳洛幃姑娘、黃雅蘭姑娘及 

蕭瑤姑娘 

備註： 小組設有少量託兒名額，先到先得。  

「安全圈」家長組 2 上、下 活動編號： G-00745、G-00733 

備註︰ 

參加者需同時報名參與

上述兩個小組，共 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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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 幼 兒 0-3 系 列 歲 

P.8 

活活  動動  絮絮  花花  

88  --  月月  99  

9月份活動︰ 

P-00747 「寶寶自由玩」 

9月份活動︰ 

P-00728 「7-9月生日會暨慶中秋」 

8月份活動︰ 

P-00716 「BB好嘢齊齊分」 



 

 

內容： 聖誕節快來了！有沒有想過怎樣和子女一同度過歡樂佳節呢？小組會教導大

家使用烏克麗麗(ukulele)，一起彈奏聖誕歌曲，讓親子彼此增加了解，重拾

親密感，一同度過開心的聖誕。 

日期： 2021年 12月 22日、24日、29日及 31日(逢星期三及五)(共 4節) 

時間： 下午 3:00至 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四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費用： $20/一對親子 負責社工： 林思敏姑娘 

聖誕親子童唱遊 活動編號： G-00736 

內容： 聖誕節是一個分享愛的節日，與孩子環顧生活的社區，你們留意到正為我們生活

而默默耕耘的人嗎？邀請你與孩子一同製作小禮物——蝴蝶酥，藉著聖誕節向

他們送上祝福和感謝。 

日期： 2021年 12月 28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費用： $10/一對親子 負責社工： 林艷嫦姑娘 

聖誕分享愛 活動編號： P-00744 

內容： 你和子女平日怎樣去表達對彼此的關懷呢？聖誕節是一個充滿愛和歡樂的節

日，邀請你與子女一同來透過遊戲和製作聖誕樹 pizza，體驗用五種「愛的語言」

向對方表達愛意。 

日期： 2021年 12月 30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3:00至 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K1至K3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費用： $10/一對親子 負責社工： 林艷嫦姑娘 

聖誕「家」點愛 活動編號： P-00749 

子 樂 園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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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愛自己、愛美麗!在這段需要戴口罩的日子， 讓我們減少了整理自己儀容的機

會! 小組透過專業導師教授化妝和 SET頭方法，讓大家在疫情下重拾愛自己的

一面，提升自信心及正能量。 

日期： 2021年 10月 8日、15日、22日及 29日(逢星期五)(共 4節)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8人 

費用： $30/人 負責社工： 梁惠敏姑娘 

愛美麗 活動編號： G-00721 

內容： 疫症當道，大眾對健康的關注度大增，而最治本的方法，必然是提升自己的身心

狀態，向病毒 say NO！本中心與聖雅各福群會 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合作，除了

邀請註冊營養師分享健康飲食貼士外，更會到訪位於美禧樓的康健中心進行健

康評估及學習在家拉筋的練習。此外，活動也會分享保持內心安定的正念呼吸

法，務求照顧身體之餘，也能安撫心靈。活動內容包括︰內容：正念呼吸體驗、

健康飲食資訊分享、BMI 健康評估、在家拉筋運動體驗。 

日期： 2021年 10月 11日、18日、25日及 11月 1日(逢星期一)(共 4節)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第 1、2節) 

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 (第 3、4節) 

對象： 婦女 名額： 12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黃可為先生 

「愛自己」婦女身心健康關愛小組  
活動編號： G-00734 

合辦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  

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 

女 園 地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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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婦女在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生活繁忙引致身心疲勞，身體容易有不同的痛

症......透過是次工作坊學習調配舒痛複方精油，並學習簡單頭及肩膊香薰按

摩手法，讓婦女得以即時舒痛放鬆，正能量滿滿。 

日期： 2021年 10月 13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8人 

費用： $30/人 負責社工： 黃敏兒姑娘 

芳療身心靈工作坊之痛症舒緩(1)   活動編號： P-00739 

女 園 地 婦 

內容： 婦女在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生活繁忙引致身心疲勞，身體容易有不同的痛

症......透過是次工作坊學習調配舒痛複方精油，並學習簡單手、腳及腹部香薰

按摩手法，讓婦女得以即時舒痛放鬆，正能量滿滿。 

日期： 2021年 11月 10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8人 

費用： $30/人 負責社工： 黃敏兒姑娘 

芳療身心靈工作坊之痛症舒緩(2)   活動編號： P-00740 

內容： 作為媽媽，需要為自己安排合適的 me time。鉤織簡單小熊仔，既可作為禮物送

給別人或自己，妳也可以學習多一門手藝，體驗鉤織的樂趣! 

日期： 

活動(1): 

活動(2): 

 

2021年 12月 1日(星期三) 及  

2021年 12月 8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至中午 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8人 

費用： $15/人  

(已包含兩個活動的費用，連

同鉤針及需要用的毛線材料) 

負責社工： 劉鳳儀姑娘 

熊仔鉤織手作(1)+(2) 活動編號： P-00726、P-00727 

備註︰ 

參加者需同時報名參與

上述兩個活動，共 2節 

P.11 



 

 

子女升小家長預備站  活動編號： P-00750 

內容： 子女即將升讀小一，唔知點揀學校好？不如嚟中心聽吓社工分享，了解更多升小

資訊，為升學做好準備。 

日期： 2021年 10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子女即將升讀小一之家長 名額： 25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林思敏姑娘 

長 國 度 家 

媽媽的早晨茶座 活動編號： P-00741 

內容： 各位媽媽，妳們每日營營役役，忙著照料子女和家庭，有沒有片刻可以停下來照

顧自己呢？本中心邀請妳來為自己製作營養燕麥罐早餐，好好關顧自己之餘，也

同時與組員一同細味生活的美好。 

日期： 2021年 11月 5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30至 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育有3-11歲兒童的媽媽 名額： 8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林艷嫦姑娘 

P.12 

活動編號： G-00687、G-00700 

內容：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管教孩子時要因其個性來施教。在小組中，家長會一同探

索如何能有效與不同特性的子女溝通，回應他們的情緒及需要，促進親子間的互

相了解，也從中幫助孩子能更有自尊、自信地成長。同時，小組亦會與家長一同

探索有效處理管教情緒的方法。 

日期： 

小組(一): 

小組(二): 

 

2021年 9月 21日、28日、10月 5日、12日及 

10月 19日、26日、11月 2日及 9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30至 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育有小一至小四學童的家長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林艷嫦姑娘及黃寶儀姑娘 

合辦機構︰ 

香港救助兒童會 

備註︰ 

參加者需同時報名參與

上述兩個小組，共 8節 

正向管教在每天(一)+(二) 



 

 

活動諮詢站活動諮詢站  

計劃介紹及推廣， 
並為已婚人士提供 

潤澤婚姻 
小貼士  

瑜伽/ 花藝 (2021-2022 年度) 

(發現自己的內在特質， 

重塑夫妻之間彼此異同， 

加深了解雙方的 

需要)  

圓滿人生圓滿人生女士女士小組小組  

計 

劃 

目 

的  

1.   提升基層夫婦對婚姻培育的意識。  

2. 提供免費的婚姻關係評估及分析， 

      讓參加者更了解自己及配偶。 

3. 透過各類小組及活動，增進參加者 

      的婚姻關係。 

拍攝婚紗相， 製作溫馨片段， 
交流分享 
婚姻路 

影婚紗相影婚紗相活動活動  

夫婦共同成長計劃 

2021-2023 

透過小組讓男士們發掘自己興趣和性格特質，關 

心自己，從而更有力量關心家人，增潤夫妻關係。 

日期︰ 10/9/2021 至 24/9/2021(逢星期五) 及 

          23/10/2021 (星期六) 出外活動日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本中心 及 戶外 

對象︰已婚男士 

名額︰ 10 人 

內容︰性格分析、行山及攝影、影集製作 

費用︰$40/人 

詳情︰請參閱 G-00635 (P.18) 

 

 

圓滿人生圓滿人生男士小組男士小組   

夫婦同行共樂小組  
透過小組培養夫婦的共同興趣，學習有效的解決衝

突方法。 

日期︰ 8/10/2021 至 29/10/2021 (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基層夫婦 

名額︰ 10對 

內容︰糕點心及沙畫製作，分享有效的解決衝突方

法。 

費用︰$40/人 

詳情︰請參閱 G-00724 (P.15) 

婦 桃 源 夫 

P.13 



 

 

居於深水埗區的基層夫婦* (部分活動歡迎子女一同參與) 

按個別活動/小組性質收費(大部分經費由本處服務發展專款資助) 

凡參加本計劃之夫婦，將獲得一本積分存摺。每次出席活動，均可
獲蓋印 1次。儲滿指定印花數目，有神秘驚喜。 

可向本中心個案社工 / 當值社工查詢  

39942828 ( 劉鳳儀姑娘 / 黃寶儀姑娘 ) 

對  象 ： 

費  用 ： 

計劃獎賞： 
 

報名方法： 

計劃查詢： 

 備註︰ 
 *每次出席活動，均可獲蓋印 1 次。儲滿指定印花數目，可優先報名參加「再渡
蜜月之旅」。 

  **家庭入息在全港中位數或以下。 

愛您家庭玩樂日愛您家庭玩樂日  
提供機會讓夫妻有休閒活動，增進彼此了解

和欣賞。 

日期︰ 30/10/2021 至 21/11/2021  

      (自選日期) 

對象︰基層夫妻及其直系親屬或 18歲以下

子女 

地點︰可自選其中一個地點 (昂坪纜車、迪

士尼公園、海洋公園、錦田菠蘿園、朗屏士

多啤梨葡萄園、大埔蝶豆花園等。)  

形式︰現金津貼以遊玩上址 

詳情︰請參閱 P-00722 (P.16) 

拍住上(夫婦篇)及(孩子篇) 

提供 2 小時夫婦二人世界、嘆下午茶 

及拍拖的機會；同場可安排其子女  

(3-12 歲) 參加益智活動。 

日期︰ 2022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 

對象︰基層夫妻及其子女 

地點︰本區及本中心 

名額︰ 8 個家庭 

費用︰$20/家庭 

詳情︰請參閱 P-00752 及  

 P-00765  (P.17) 

 

婚姻狀況分析 

免費專家問卷評估婚姻狀況 

(價值$350)、4 節夫婦晤談： 

認識自己及配偶性格、 

探討夫婦相處 

模式   

兩日一夜的甜蜜旅行， 享受夫妻浪漫時刻  (另設日間 
 兒童託管)    

再渡蜜月
再渡蜜月之旅之旅****  

婦 桃 源 夫 

參觀生命歷程體驗館， 回顧夫婦同行經歷， 訂立未來旅程 
計劃  

甘苦與共‧
甘苦與共‧夫婦同行活動

夫婦同行活動    

P.14 



 

 

夫婦同行共樂小組 活動編號： G-00724 

內容： 此小組既可培養夫婦共同的休閒興趣，亦可讓彼此學習有效的衝突解決方法。

小組內容包括︰教授夫妻製作點心及富有特色的手工，如糕點心、沙畫，以及

分享有效的衝突解決方法。  

日期： 2021年 10月 8日、15日、22日及 29日(逢星期五)(共 4節) 

時間： 晚上 7:30至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基層夫婦 名額： 10對夫婦 

費用： $40/人 負責社工： 何錦超先生及劉鳳儀姑娘 

備註: 成功報名的參加者可以優先報名參加「愛您家庭玩樂日」 

(活動編號︰ P-00722)，優先名額 10個家庭。 

夫婦瑜伽(1) 活動編號： P-00759 

內容： 活動透過一系列有益身心的瑜伽體驗，增進夫婦的感情和溝通。 

日期： 2021年 11月 26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30至 8: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6對夫婦 

費用： $20/人 負責社工： 李凌燕姑娘 

夫婦瑜伽 2 活動編號： P-00751 

內容： 活動透過一系列有益身心的瑜伽體驗，增進夫婦的感情和溝通，達致愛滿"FUN"。 

日期： 2021年 12月 17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30至 8: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6對夫婦 

費用： $20/人 負責社工： 黃寶儀姑娘 

婦 桃 源 夫 

P.15 



 

 

愛您家庭玩樂日  活動編號： P-00722 

內容： 秋天，是夫妻拍拖和與家人郊遊的好季節。本中心津貼你們的活動開

支，讓你與伴侶可以唱遊香港的主題樂園，以及更多更多的地 

方 ...... 活動以自助旅遊形式舉行，參加者可自助旅遊及先自費，

於選定日的一天內完成活動。 

日期及時間： 可於 30/10/2021至 21/11/2021期間自選一天來完成活動，而申請領

回現金津貼的單據必須是該選定一天內的開支。 

地點︰ 可自選其中一個地點 (昂坪纜車、迪士尼公園、海洋公園、錦田菠蘿

園、朗屏士多啤梨葡萄園、大埔蝶豆花園等。) 各場地收費不同，參

加者可自行在網上搜尋資料。  

對象及名額： 深水埗區的基層家庭，家庭收入不高於家庭入息中位數，必須以夫妻

為單位，如有同行親屬，必須為直系或 18歲以下子女，名額為 20個

家庭。   

津貼方式： 請參加者保留門票及各單據開支，用作申請現金津貼。津貼最多 2名

成人和 2名兒童(每名成人上限$400;每名兒童上限$250)。   

活動流程及 

要求 : 

1. 於活動期間完成工作手冊內的工作紙及拍照。 

2. 申請領回現金津貼必須交回單據，以作核實。 

3. 必須出席活動分享會，暫定於 26/11/2021晚上，形式待定。 

報名方法︰ 11/10/2021起到本中心登記，家庭名額 20個，額滿即止。 

負責社工： 何錦超先生 

P.16 

婦 桃 源 夫 



 

 婦 桃 源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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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透過益智遊戲及手工藝，讓孩子度過愉快又充實的 2.5小時，體驗活動齊齊玩

的樂趣。 

日期： 2022年 1月 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至 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深水埗區基層家庭之子女  

(3-12歲)  

名額： 16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梁惠敏姑娘 

拍住上(孩子篇) 活動編號： P-00765 

參加者之父母必須參加

「拍住上(夫婦篇)」活

動(P-00752)。  

拍住上(夫婦篇) 活動編號： P-00752 

內容： 中心津貼活動開支，讓夫妻拍拖嘆下午茶，製造二人溫馨和浪漫時刻。活動過

程中，讓夫婦分享財務管理概念、體會欣賞和包容。 

日期： 2022年 1月 8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至 4:30  地點︰ 深水埗區 (自選下午茶地點)及 

本中心  

對象： 深水埗區基層已婚夫婦 

 (家庭收入不高於家庭入息中

位數)  

名額： 8對夫婦 

費用： $10/人 負責社工： 黃寶儀姑娘 

備註： *中心津貼每對夫婦$200下午茶費用，而參加之夫婦須於當日活動時間抵達中

心以了解行政安排，以及出席當天之分享環節。詳情可向黃寶儀姑娘查詢。 

同場可安排參加者的 

3-12歲子女參加「拍住上 

(孩子篇)」(P-00765)。  



 

 

內容： 每天為口奔馳，又要照顧家庭，確實很容易忽略了自己。有見及此，此小組希

望可以為男士們提供一個喘息的空間，發掘一下自己的興趣和性格特質，關心

自己，從而更有力量關心他人，增潤夫妻及家庭關係。活動內容包括: 性格分

析、行山及攝影、影集製作。 

日期： 2021年 9月 10日、17日、24日(逢星期五)及 10月 23日(星期六)(共 4節) 

時間： 晚上 7:30至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基層家庭的已婚男士 名額： 10人 

費用： $40/人 負責社工： 蕭瑤姑娘及黃可為先生 

備註： 外出活動日期為 10月 23日(星期六)，為夫婦行山環節，須邀請妻子一同參與，

該節時間及地點則待定。 

圓滿人生男士小組  活動編號： G-00635 

士 天 地 男 

內容： 疫後重生，大家也需要盡快回復正常生活，投入工作之餘，更需要重投生活、

重建社交。本中心邀請各方男士投入社區，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談天說地，重新

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與互動。 

日期： 2021年 10月 12日、19日、26日及 11月 2日(逢星期二)(共 4節) 

時間： 晚上 7:30至 9: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男士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負責社工： 黃可為先生 

男士疫後重聚小組 活動編號： G-00692 

內容： 疫症無情，香港人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內心經歷動盪不安，

與「平靜」越走越遠。面對不斷出現的挑戰，自救是唯一出路，而透

過呼吸尋找內心的一片靜，更是每個人也可以做到的事情。 

日期： 2021年 11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8人 

費用： $10/人 負責社工： 黃可為先生 

一起呼吸尋靜日 活動編號： P-00729 

P.18 

康 生 活 健 



 

 

*以上數字計算期為 

2021年 4月至 2021年 6月 

新增/重開個案： 255 

活動： 22 

小組： 8 

  服務提供  

服務質素標準考考你 

 
為了收集服務使用者及其他人士的意見，本中心大

堂設有以下哪一個設備? 

A.   捐款箱 

B.   「活動使用者檢討表」收集箱 

C. 通告欄 

D.   意見箱 

如欲了解有關標準的詳情， 
請向當值職員索取 

「服務質素標準文件檔案」。 

   答案：見末頁右下角 

  

 

1. 服務使用者滿意本中心的服務 ： 99% 

2. 
服務使用者認為接受本中心服務
後，能提升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 98% 

3. 提升自己支援網絡 ： 95% 

4. 接受輔導後能改善自己的問題 ： 91% 

    2021 年 4-6 月服務使用者滿意度 

心 資 訊 中 

P.19 

以下人士及團體於 2021年 6-8月期間向本中心捐贈︰ 

林巧玉女士 捐贈 善款  

公益金及 Circle K 捐贈 兒童口罩 

創建大同基金 捐贈 曲奇餅 

  鳴謝  

P.19 

 請支持我們的服務 

網上捐款 : www.hkcs.org/support/online 

支票抬頭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其他支持方法 : www.hkcs.org/support/ 

＊捐款可憑本處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 

（請提供您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852 2731 6369 giving@hkcs.org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 樓 

您可到任何一間 

7-ELEVEN，出示下方的條碼

以作捐款之用。 



 

 

  中心將以參加者安全為首要考慮，並按天氣情況在兩小時前決定及通知參加者 

 活動是否如常舉行。 

 若課程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中心將會盡量安排補堂，或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 

 當八號風球改掛三號或一號，或黑色暴雨訊號除下後，中心將會於兩小時內恢 

復辦公，惟除下時間距離中心停止辦公時間不足三小時，則是日中心暫停辦公。 

   戶內  戶外 中心開放 

雷暴警告 

或 

空氣質素 

健康指數

10或以上 照常  視情況 照常 

一號風球 黃色暴雨 

三號風球    
兒童活動: 

視情況  

其他活動: 

照常  
取消  照常  

 紅色暴雨 照常  取消  照常  

八號風球 黑色暴雨 取消  取消 停止 

活動查詢及報名：請親臨本中心 

中心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 

石硤尾邨 23座 219-235 室 

  
惡劣天氣之服務安排  

  聯絡我們 

   「服務質素標準考考你」 
 

  答案:  

 D.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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