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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指導服務

服務宗旨 Service Purpose
家庭服務，以專業介入手法，提高個人及家庭成員處理問題的能力及改善家庭生活的質素，致力鞏固及加強家庭組織的完整性。
The service objectives are to preserve and strengthen the family unit by empowering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as a whole,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of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life.

服務目標 Service Objectives
1. 促進家庭成員的關係，強化及鞏固家庭功能，促進家庭和諧。
  To promot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harmony among family members, 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ng family functioning.
2. 提高個人及家庭處理困難的能力，提供情緒上的支援及解決問題的辦法。
  To increase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y 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o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and alternatives in problem solving
3. 聯繫區內資源，宣揚及建立互助社區。
  To liaise community resources, to publicize and to build up a mutual support community.

服務形式 Fomat of Service
1. 家庭輔導服務：包括專業輔導服務、危機介入、治療小組等。
  Family Counselling Service：Include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service,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therapeutic groups for the users to face their adversity.
2.  家庭支援服務：家庭生活教育、社區教育活動、婚姻培育小組、精神健康教育、互助及支援小組、家務指導服務、輔導諮詢及轉介服務等。
  Family Support Service: Include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ogrammes, comm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marriage enrichment programmes and group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upportive programmes, mutual help groups, family aid service, referral and enquiry service.
3.  家庭資源服務：書刊及影音資料借閱、康樂及興趣活動、幼兒培育活動、義工培訓及活動、其他親子活動等。
  Family Resource Service: include books, video and newspapers resource corner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interest classes, programmes for pre-

schoolers , volunteer training and activities, and other parent-child activities.

服務對象 Target Groups
★  凡居於服務區域範圍內的家庭或個人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ho live in the service boundary of Caritas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IFSC).

申請 / 轉介 Application / Referral
★  申請人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親臨中心查詢或由其他機構轉介
 Potential service users may approach IFSC in person or by telephone or referred by other agencies.

服務區域範圍 Geographical Service Boundary
★  沙田頭新村、紅梅谷、隔田、金獅花園、愉景花園、新田圍邨、新田村、李屋村、豐盛苑、沙田頭、秦石邨、溱岸 8 號、山下圍(曾大屋)、乙明邨、愉城
苑、沙角邨、博康邨、謝屋村、作壆坑新村、沙田圍、沙田圍新村、灰窰下新村、王屋村、河畔花園、翠華花園、翠麗花園、全輝中心、春暉花園、勵
城花園、花園城、田園閣、皇御居、富豪花園、沙田第一城、愉田苑、晴碧花園、圓洲角、欣庭軒、愉翠苑。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residing in Sha Tin Tau New Village, Hung Mui Kuk, Kak Tin,Golden Lion Garden,Greenview Garden, Sun Tin Wai Estate, San Tin 
Village, Lee Uk Village, Fung Shing Court, Sha Tin Tau, Chun Shek Estate, The Riverpark, Shan Ha Wai (Tsang Tai Uk), Jat Min Chuen, Yue Shing Court, 
Sha Kok Estate, Pok Hong Estate, TseUk Village, TsokPok Hang San Tsuen, Sha Tin Wai, Sha Tin Wai New Village, FuiYiu Ha New Village, Wong Uk 
Village, Garden Rivera, Greenwood Garden, Green Leaves Garden, Chuen Fai Centre, Spring Field Garden, Lai Shing Garden, Shatin Park, Greenfield 
Court, Kingston Lodge, Belair Gardens, City One Shatin, Yue Tin Court, Sunshine Grove, Yuen Chau Kok, Prima Villa, Yu Chui Court

退出服務方法 Termination of service
★  一般情況下，當共同訂立的個案目標完結後，服務便結束。
 Service will be terminated when the mutually agreed counseling goals have achieved.
★ 在特別情況下，服務使用者或社工均可提出終止服務。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service user of social worker could initiate termination of service.

服務收費 Service Charge
1. 專業個案輔導服務：全免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service: Fee charge depend on programme.
2.  小組、活動、婚前輔導及其他服務：按個別項目訂定收費
  Groups, activities, pre-marital counseling and others: programme fee will be charged.

因疫情關係，家務指導員莊姑娘拍攝了一
系列煮食影片，鼓勵大家透過食物向家人
表達愛意，大家可以在中心YouTube頻道
觀看！

中心服務介紹 Services Introduction

服務目標

家務指導服務為有需要的個人/家庭提供支援，旨在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計劃，教授服務對象在個人照
顧、處理家務及照顧其他家庭成員的基本技能，以便輔助個案工作的介入。家務指導服務的最終目標

是發展和加強服務對象獨立生活的能力。

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為正在接受接受個案工作服務的個人/家庭。

申請資格

1. 缺乏足夠能力的家長/照顧者
2. 育有年幼子女但在處理家務/或照顧年幼子女方面能力不足的殘疾/精神病患父母
3. 由於照顧者面臨危機而需要處理家務及/或照顧年幼兒童/長者/病人/殘疾人士的家庭成員
4. 經社工評定為有需要接受家務指導服務的任何人/家庭

費 用
費用全免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月；
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生好時節。

短短的四句詩句，便說出了保持心情開朗的秘訣。

活在香港這個大都會，生活節奏急速，對個人的心景實在有莫大

的壓迫。

誠然，對於外在環境的轉變，我們可以控制的，實在不是太多，

惟有保持心境開朗，才能保持身心康泰。

本中心的主題「靜。新活」希望能為大家的心境開朗提供一些建

議，保持個人的五感的敏感度：視、聽、觸、味、嗅。

我們邀請大家多細味身邊的事情，當我們能專注感觀所感之時，

自然能體會正向心理學所講的「心流」（Flow)。

故此，我們試行各式的活動：

品茶、品咖啡、畫禪繞畫⋯⋯等等，

目的都是希望能讓大家專注於當下

體驗，放鬆身心，讓大家體會「無

閒事」的時刻。



在夫婦親密關係中，愛與怒是分不開的。  所謂「愛之深﹑恨之
切」，若你的另一半完全不會觸怒你，你對對方連絲毫的怒氣都沒有的

話，你要懷疑自己對對方的感情是否變淡，甚至近乎冷漠。 因為只有當
愛火熄滅，人們才對曾經愛過的人，完全沒有半點怒火。

憤怒是情緒的一種，情緒本身沒有好壞之分。 它告訴我們身體或心
靈上受到威脅和有一些不被滿足的需要，提醒我們要留意。

所以憤怒這種情緒本身不會傷害婚姻關係，反而如何表達憤怒的方

式往往令夫婦關係變僵。 在怒氣的籠罩之下，有些夫婦會在對罵聲中
僵持﹔有些是一個在憤怒狂吼，另一個默不作聲，甚至遠離現場﹔更有

些夫婦是雙方沉著面色，冷戰良久。 每個人﹑每對夫婦對憤怒的處理
都有不同的模式。在憤怒時，夫婦容易說了不該說的話，例如「你真

無用」﹑「我不愛你」﹑「離婚」﹔做了不該做的事，如用暴力﹑自

毀⋯⋯⋯..等等。

怒氣有輕有重。 輕微的怒氣，看似對婚姻關係的影響是微不足道﹔
但若積壓太多太久，對婚姻的破壞力同樣駭人﹔因此需要加倍瞭解和小

心處理。

夫婦間的怒氣，表達得恰當，可以有清洗作用，把雙方心底的需要

澄清出來。 可惜，如果表達不當，把怨懟﹑偏見﹑自憐添加在憤怒當
中，發出來的，就成為一堆懾人的行為。 要好好對待夫婦關係中的憤
怒，便需要我們先行接納憤怒的存在，並嘗試用正面的方法表達出來。

劉敏儀姑娘﹙註冊社工﹚

主
題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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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培育服務
栽種幸福～

活動編號：ST21G0034(B)
活動內容：找出失效的衝突處理方法的因由，改

善如何有效地處理夫婦間的衝突。

日　　期：7/1、14/1、21/1、28/1、11/2、
18/2、25/2、4/3/2022（逢星期五，
共8節，4/2除外）

時　　間：晚上8:00至晚上9: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已婚夫婦（須一同出席）

收　　費：會員：每對＄200／非會員：每對
＄300

名　　額：3至4對夫婦
負責社工：劉敏儀姑娘（註冊社工）

連柏基先生（註冊社工）

備　　註：參加者須經甄選面試

二人舞曲夫婦
處理衝突治療小組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88(B)
活動內容：新年新氣象，夫婦一同製作屬於二人

的注連繩，除舊佈新。藉手工創作回
顧過去一年的婚姻經歷，展望新一年
的期盼，並在注連繩寫上祝福字句，
以新的能量，迎接新年的到來。

日　　期：15/1/2022（星期六）
時　　間：下午2:00至下午 3: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夫婦／穩定關係的愛侶

收　　費：會員：每對＄80／
非會員：每對＄100

名　　額：6對夫婦
負責社工：蘇佩盈姑娘（註冊社工）

陳麗婷姑娘（註冊社工）

新春祈願．
我們の注連繩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0(B)
活動內容：透過性格透視®測試工具及體驗活動，促進參加者了解自己及伴侶性格特質及內在需要，從

而加深互相認識，增潤夫婦關係，共享婚內情。

日　　期：19/3/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至下午5: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已婚夫婦/準婚愛侶（夫婦/愛侶二人必須一同出席）
收　　費：會員：每位＄40／非會員：每位＄60
名　　額：6至7對夫婦
負責社工：阮素瓊姑娘（註冊社工、性格透視® 認可導師（一級））

林淑華姑娘（註冊社工、性格透視® 認可導師（一級））
備　　註：1. 參加者宜穿輕便服飾及運動鞋

2. 當天工作坊會有戶外體驗活動環節

「星星相識」性格透視® (夫婦)工作坊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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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培育服務
舐犢情深～

活動編號：ST21P0089(B)

活動內容：介紹博域 ( Bowen ) 家庭輔導理論的
幾個重要概念，包括家庭圖、家中排
行次序、互累關係對婚姻的影響。

日　　期：25/2/2022﹙星期五﹚

時　　間：晚上 7:30 至晚上8:30

地　　點：Zoom 講座

對　　象：社區人士

收　　費：免費

名　　額：不限

負責社工：林淑華姑娘（註冊社工）

Zoom 講座：
初探博域 ( Bowen ) 

家庭輔導理論與夫婦相處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G0035(B)

活動內容：親密感是婚姻的重要元素，透過不同
的活動，讓夫婦二人更多情感及身心
接觸，尋回二人的親密感。

日　　期：19/2、26/2、5/3、12/3/2022
﹙逢星期六，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至下午4: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已婚夫婦﹙須一同出席﹚

收　　費：會員：每對＄8 0／非會員：每對
＄100

名　　額：4 對夫婦

負責社工：連柏基先生﹙註冊社工﹚

尋回我倆的親密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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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ST21P0093(C)
活動內容：1.  認識從孩子出生開始閱讀對腦部發展的重要性；

2. 透過朗讀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3. 如何選擇優質圖書；
4. 親子共讀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日　　期：2/3、9/3/2022﹙星期三，共兩節﹚
時　　間：上午10:00至上午11: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育有0-8歲子女的家長（未參加過此課程的家長）
收　　費：會員：每位＄20／非會員：每位＄40
名　　額：20位
負責社工：賴春鳳姑娘（註冊社工）

備　　註：此活動由「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贊助，完成2堂課程及有關問卷的參加者可獲贈該機構送
出的圖書乙本。

兒童啟蒙老師課程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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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ST21P0101(C)

活動內容：1. 認識網絡成癮的現象；
2. 認識有效處理兒童機不離手的方法。

日　　期：21/1/2022﹙星期五﹚

時　　間：晚上7:00至晚上9:00

地　　點：Zoom視像形式

對　　象：家長

收　　費：免費

名　　額：50位

負責社工：陳澤鋒先生（註冊社工）
林麗文姑娘（福利工作員）

備　　註：1. 此活動由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贊助。
2.  視乎疫情發展，活動有機會延期或
取消。

「子女機不離手」
家長講座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G0055(C)

活動內容：1. 認識兒童流行的電子遊戲；
2. 分析電子遊戲對兒童的吸引力；
3.  提高家長對處理兒童打機的效能感；
4. 促進正向親子關係

日　　期：18/2、25/2、4/3、11/3/2022
﹙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晚上6:30至晚上8: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親子

收　　費：免費

名　　額：4對親子

負責社工：陳澤鋒先生（註冊社工）
林麗文姑娘（福利工作員）

備　　註：1. 此活動由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贊助。
2.  視乎疫情發展，活動有機會延期或取消。
3.  提供託兒服務，名額：2名 
（如有需要，請於報名時提出申請。）

4.  參加者需出席組前面談，以了解子女
的打機情況。

「正向打機」
親子小組之認識篇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2(C)

活動內容：透過講座及小組討論，鼓勵夫婦共同
協作迎接新家庭成員，提升準父母作
為新手家長的信心。
活動內容包括：
(i)   家務指導員會分享生產前的物資
準備（如：嬰兒用品及衣物、食
療）

(ii)  社工分享生產前後準家長的身心
理變化及夫婦共同協作的竅門

日　　期：8/1/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 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懷孕6個月或以上準父母

收　　費：會員：每對＄50／非會員：每對＄80

名　　額：6對夫婦

負責社工：曾淑怡姑娘（註冊社工）
莊玉霞姑娘（家務指導員）

備　　註：完成是次工作坊後，每家庭可獲禮物
包一份，當中包括嬰兒用品及國際知
名品牌護膚產

「期待我們這一家」
準家長工作坊2022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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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ST21G0057(C)

活動內容：無論你是子女還是家長，齊來與情
緒做好朋友！本小組希望透過分享繪
本及活動，讓幼兒認識及學習表達
情緒，同時亦希望透過不同的藝術創
作讓參加者對自身的情緒有更多的察
覺。不論家長或幼兒，明白自身的情
緒狀態，對建立彼此關係及培養情緒
智商亦有幫助。
*  如完成四節小組的親子可獲贈由明
愛媽媽會出版的「不要跟著我」繪
本一本，每個家庭只限獲取一本。

日　　期：14/1、21/1、28/1、11/2/2022
（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晚上7:30至晚上8: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4歲至6歲兒童及家長

收　　費：會員：每個家庭＄10／非會員：每個
家庭＄20
【綜援或低收入家庭／人士：每個家
庭＄10】

名　　額：6對夫婦

負責社工：賴春鳳姑娘（註冊社工）
陳麗婷姑娘（註冊社工）

「與情緒做朋友」
親子小組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1(C)

活動內容：農曆新年是中國重要節令，中心與你
一起迎接新年的來臨！現邀請你和子
女齊到中心製作賀年手工藝，分享中
國賀年典故，玩遊戲等，共享親子開
心時光。

日　　期：15/1/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 至上午11: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K3至小二親子

收　　費：會員：每對＄10／非會員：每對＄20

名　　額：6對親子

負責社工：鍾慧慈姑娘（註冊社工）

喜迎新歲
親子派對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G0049(C)

活動內容：1.  了解壓力的成因、表徵及對身心的
影響

2.   學習定期為自己疏導情緒如何有
助子女的情緒發展

3.  認識各類減壓方法
日　　期：5/1、12/1、19/1、26/1/2022

（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早上10:00至早上11: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育有幼稚園或小學子女的家長

收　　費：會員：每位＄10／非會員：每位＄20

名　　額：10位

負責社工：鍾慧慈姑娘（註冊社工）

媽媽齊減壓
家長小組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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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社區支援服務
互助互愛～

活動編號：ST21G0010(D)

活動內容：1. 收集及商議義工服務的意見及方向
2.  商討每一期義工重聚日的內容及形
式

日　　期：11/1/2022（星期二）

時　　間：上午10:00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本中心義工幹事

收　　費：免費

名　　額：7位                    

負責社工：劉淑儀姑娘（註冊社工）

「 綠絲帶關懷大使」
幹事會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9(M)

活動內容：於農曆新年間，透過製作新春節慶小
手工，將小心意送給有需要的家庭，
表達關懷。

日　　期：11/2/2022（星期五）

時　　間：上午10:00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本中心義工

收　　費：免費

名　　額：20位                    

負責社工：龍潔沁姑娘（註冊社工）

「 綠絲帶關懷大使」
親善探訪預備日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8(M)

活動內容：1. 凝聚義工，互相分享、交流。
2.  義工分享服務經驗，鞏固得著及體
會。

3.  回顧及總結義工服務全年大事及展
望新里程。

4. 嘉許及肯定義工的付出及貢獻。
日　　期：21/1/2022（星期五）

時　　間：上午8:30至下午5: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戶外場地

對　　象：本中心義工

收　　費：免費

名　　額：20位

負責社工：劉淑儀姑娘（註冊社工）
李寶貞姑娘（註冊社工）
龍潔沁姑娘（註冊社工）

「綠絲帶關懷大使」
重聚日暨嘉許禮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100(M)

活動內容：於農曆新年間，透過探訪，將小心意
送給有需要的家庭，表達關懷，讓被
訪者感受到人間有情，為社區注入正
能量！

日　　期：15/2/2022（星期二）

時　　間：上午9:30 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本中心義工

收　　費：免費

名　　額：15位 

負責社工：龍潔沁姑娘（註冊社工）

「 綠絲帶關懷大使」
新春親善探訪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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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活動網上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 若因疫情仍不宜社交聚會，若因疫情仍不宜社交聚會，
      活動會改用網上平台進行      活動會改用網上平台進行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活動編號：ST21G0059(M)
活動內容：透過多元化的表達藝方式及小組體驗

活動，讓參加者抒發情緒、連繫及接
納自我。

日　　期：19/2、26/2、5/3、12/3/2022
（逢星期六，共四節）

時　　間：上午10:00 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已婚婦女/對此項活動感興趣的18歲

以上婦女

收　　費：會員：每位＄20／非會員：每位＄40
名　　額：8位
負責社工：阮素瓊姑娘（註冊社工）

備　　註：1. 出席參加者不需懂畫畫
2. 出席參加者宜穿輕便服裝飾

「靜。聽。女人心」
婦女身心健康小組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5(M)
活動內容：我們的言行常界定了我們要成為一個

怎樣的人。「Flip 換言一新」是一套
自我探索和深化人際關係的工具，協
助我們將自己「反一反轉」，以新的
角度去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使我們
活得更正面，與人關係更和諧。

日　　期：15/1/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至 上午11: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社區人士

收　　費：免費

名　　額：10位
負責社工：劉子龍先生（註冊社工）

「Flip 換言一新」
反轉自己工作坊

留位表

社區精神健康推廣服務
靜•新活

活動編號：ST21P0094(M)
活動內容：透過沖煮、品嚐咖啡置身當下的片刻寧靜，以咖啡體驗靜觀就是要我們真正喝出自己沖煮咖

啡時當下的心情。
內容： ‧ 學習如何善用電子小工具幫助自己專注當下和進行呼吸練習，讓身體和情緒回到平衡；
           ‧認識手沖咖啡的工具，體驗手沖咖啡的方法；
           ‧品嚐並欣賞親手沖煮的咖啡，了解當刻真實的內心。

日　　期：12/3/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30至下午12: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有興趣社區人士（成人）（只招募未曾參加過禪‧啡活動的參加者）

收　　費：免費

名　　額：10位
負責職員：陳麗婷姑娘（註冊社工）、林麗文姑娘（福利工作員）

備　　註：1. 此活動由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贊助；
2.  視乎疫情發展，活動有機會延期或取消。

禪 ‧ 啡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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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ST21P0097(M)

活動內容：透過簡單粉彩的色調，以指頭作畫，
令人感到色彩柔和、溫暖及豐富。每
個人都是創作人，可以學習輕鬆繪製
出獨特的作品，讓心靈平靜安穩，燃
點愛和希望。

日　　期：22/1/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至下午12: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18歲以上社區人士

收　　費：會員：每位＄20／非會員：每位＄40

名　　額：10位

負責社工：阮素瓊姑娘（註冊社工、和諧粉彩準指
導師）

備　　註：1. 出席參加者不需懂畫畫
2. 出席參加者宜穿輕便服裝飾

「自悠自在」-
和諧粉彩初體驗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102(M)

活動內容：透過五感包括聽、視、觸、嗅、味
覺)的藝術體驗，讓參加者能有一個
放鬆的空間，接觸及照顧自己，體驗
靜心放鬆的機會。

日　　期：12/1/2022（星期三）

時　　間：晚上7:15至晚上9:15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有興趣社區人士（成人）（參加者無
需有任何藝術經驗，請參加者穿著舒
服的衣服）

收　　費：會員：每位＄20／非會員：每位＄40

名　　額：10位

負責社工：戴慧茹姑娘（註冊社工）

五感藝術放鬆體驗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G0056(M)

活動內容：以藝術及手作成為療癒起點，從而紓
展自己，在忙碌的日常中放鬆下來。
這個小組讓參加者藉著自己的雙手製
作讓人賞心悅目的作品，同時在起伏
的生活中放鬆心情，並學習善用電子
小工具幫助自己放鬆身心。

日　　期：8/1、15/1、22/1、29/1/2022
（逢星期六，共四節）

時　　間：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有興趣社區人士（成人）

收　　費：免費

名　　額：10位

負責職員：陳麗婷姑娘（註冊社工）
林麗文姑娘（福利工作員）

備　　註：1. 此活動由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贊助
2.  視乎疫情發展，活動有機會延期或
取消

手作療癒樂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096(M)

活動內容：社會﹑人際關係﹑工作等等，讓你
常常喘不過氣嗎? 每日面對焦慮﹑煩
躁﹑恐懼和憂鬱等不同情緒來襲，
我們有沒有好好照顧好自己?這工作
坊會以一小時的靜觀練習，讓參加者
放下憂鬱，以「正念」尋回內心的寧
靜，讓我們學習以新方法與情緒共
處。

日　　期：25/2/2022（星期五）

時　　間：晚上7:30至晚上9: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社區人士

收　　費：免費

名　　額：10位

負責社工：劉子龍先生（註冊社工）

忘憂一小時  

留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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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全面電子化活動報名全面電子化活動幹事

活動編號：ST21P0103 (PW)
活動內容：讓家長及子女一起製作食物，並於活

動中彼此分享與欣賞，共處溫馨時
光。

日　　期：12/1/2022（星期三）
時　　間：下午5:00至晚上7: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小學生及其家長

收　　費：會員：每位＄20／非會員：每位＄40
名　　額：4對親子    
負責職員：陳美婷姑娘（活動幹事）

馬穎嫻姑娘（活動幹事）

冬日甜蜜蜜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107 (PW)
活動內容：在情人節前夕，親手製作香味蠟燭送

給最愛的人。

日　　期：12/2/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00至上午11:3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有興趣人士

收　　費：會員：每位＄30／非會員：每位＄50
名　　額：8位    
負責職員：陳瑋鈺先生（活動幹事）

「送給最愛的人」-
香薰蠟燭製作工作坊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104 (PW)
活動內容：佳節來臨前夕，尋找與你匹配的幸運

香氛，課堂教授調配香水的配方及比
例，自製獨特香水，製造專屬於你的
獨特吸引力法則。

日　　期：9/2/2022（星期三）
時　　間：下午5:00至晚上7: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單身人士

收　　費：會員：每位＄50／非會員：每位＄70
名　　額：6位    
負責職員：卓海穎姑娘（行政助理）

Be Your Valentine
手調香水工作坊

留位表

活動編號：ST21P0106 (PW)
活動內容：科技日新月異，智能手機成為了生活

中必需品。不論家長還是小朋友，其
實都可以透過智能手機培養興趣。透
過親子共同體驗，學習簡單拍攝技巧
及後期編輯，用手機捕捉生活美好時
刻。

日　　期：19/2/2022（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30至上午12:00
地　　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　　象：家長及其小朋友（適合初接觸智能手

機及初學攝影人士）

收　　費：免費

名　　額：4對親子    
負責職員：羅冠文先生（行政助理）

「親子同樂」
手機攝影新體驗

留位表



「夫婦薈」是本中心成立的一個夫婦互助組織，目的是希望構設一個空間，定期讓夫
婦們互相分享，彼此支持，以滋養夫婦生活及凝聚力量，來面對當代夫婦一些挑戰/困
難。「夫婦薈」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夫婦活動，讓夫婦自由參加。

)  

入會續會方法及查詢:
1.填妥網上報名表格留位，可掃瞄此QR code
2.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夫婦薈

如何成為會員:
1)成為中心會員 
2)一年內參加一次中心夫婦活動
(第一年入會免費迎新活動可包括在

領取會員證:
會員可選擇領取實體會員證及電子會員證(手機短訊)，或二選其一的領取方式

*會籍有效期以入會日期為一年

會員優惠:
1)會員可獲免費迎新活動
2)以8折參加本中心一項夫婦活動

內

132022年 1-3 月│第75期通訊

活動報名全面電子化活動報名全面電子化
活動報名程序 /途徑

填妥線上留位表

填妥由接待處職員提供的活動電子報名表 (iPad)並繳費

中心職員會致電及Whatsapp
通知留位者以確認留位，

成功留位者需於三個工作天內

親臨本中心

中心職員會致電及透過Whatsapp
通知留位者以確認報名

網上留位 親身報名

免費活動  收費活動

報名成功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或親臨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中心地址﹕沙田沙角邨銀鷗樓A座地下101-107室 電話﹕2649 2977 傳真﹕2686 8740



活
動 花 絮

襌。啡襌。啡

內容：
透過沖煮、品嚐咖啡置身當下的片刻寧靜，以咖啡
體驗靜觀就是要我們真正喝出自己沖煮咖啡時當下
的心情。
‧   透過專注和呼吸練習，讓身體和情緒回到平衡。
‧   認識手沖咖啡的工具，體驗手沖咖啡的方法。
‧   品嚐並欣賞親手沖煮的咖啡，了解當刻真實的
內心。

參加者感受﹕
‧   學習到基本靜觀和手沖咖啡知識；人生哲理 - 靜觀、心柔；放鬆；
專注。

‧   欣賞導師的教導和專業；欣賞講解清楚，有親身嘗試的機會。
‧   學習到享受靜；手沖咖啡知識；靜，觀察，嘗試，變化；欣賞生活，
加強五感；如何慢嚐咖啡。

‧   學習到以平靜心情地沖咖啡；冷靜，了解自己多些；學習觀察自己；
手沖咖啡的技巧；理解了生活靜心的意義，重新審視自己。

內容：
在晚上會發夢的你，有想過你的夢與你內心的關係
嗎 ?
表達藝術透過不同的藝術方式讓你安全地更近距
離、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觸你的夢境及內在感受，絕
不是去為你解釋夢境的意思。有興趣的朋友來探索
自己夢境，同時能認識自己未曾接觸的內在部份。

參加者感受﹕
‧   整個活動、課程、導師及同學，全部啓發都好好。
‧   能透過探索自己的夢境而對自己內在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有些人
和事以為淡然但仍有深一層感情在內，透過這次可以釋放。

‧   能夠解除不安，把重覆的夢，解開內心的傷害而害怕，釋放了過去
的負面經驗。

‧   欣賞活中社工耐心真誠的帶領，用不同方式讓我們表達和探索自己。

「愛
與夢飛翔

」心靈探索藝術小組「愛
與夢飛翔

」心靈探索藝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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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
1.  參加中心活動可獲折扣

優惠
2.  借用「家友站」資源中

心設施，包括

休閒天地∼書包圖書館休閒天地∼書包圖書館

休閒天地∼玩具借用休閒天地∼玩具借用

休閒天地∼益智圖書及影音資源休閒天地∼益智圖書及影音資源

重點推介

書包圖書館：

★   一個由「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贊助的兒童書包
圖書館，擁有超過220本優質圖書供家庭借閱。

★   中心定期舉辦「兒童啟蒙老師訓練課程」，教授
家長閱讀的重要及朗讀故事的技巧。

1.  個人會員：年滿18歲或以上，會費每年$10。
2.  家庭會員：年滿18歲或以上及其同住直系之家庭
成員，會費每年$20。

3.  領取綜援或經濟有困難者可申請半費。
4.   會籍為一年。

申請會員及收費
襌。啡襌。啡

「愛
與夢飛翔

」心靈探索藝術小組「愛
與夢飛翔

」心靈探索藝術小組

報名方法
˙歡迎致電本中心查詢您感興趣參加的活動詳情及名額，或親臨本中心查詢
˙為方便參加者，本中心所舉辦的免費活動及收費活動一律設有網上留位，
	 歡迎掃描 QR	code 並填妥線上留位表。如成功報名，本中心職員會盡快通知您
 

▲  

免費活動︰填妥留位表後，職員會盡快確認您成功報名及課堂安排
 

▲  

收費活動︰填妥留位表後，從留位當日起須於三個工作天內繳交所需費用，逾期辦理將不獲保留名額
˙可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明愛』），寄回本中心
˙或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報名
˙設有少量特惠收費名額，供有經濟困難者申請（請先與職員聯絡），綜援家庭須出示相關證明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繳費作實
˙除獲得導師批准外，相同活動只可參加一次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活動皆不設託兒服務

惡劣天氣安排

‧若 8號風球（或以上）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活動前 3小時除下，所有室內活動將如期進行，戶外活動則

視乎情況決定舉行與否；屆時請致電 2649	2977 查詢。

‧唯參加者亦應按所處環境自行決定是否出席活動

‧本中心將個別通知參加者有關活動改期／取消／退款詳情

退款安排
‧	除因活動取消、改期、額滿或申請人未被取

錄等情況外，所繳費用，恕不退回

‧	活動一經報名，活動名額恕不可轉讓

‧	若活動取消，請憑收據於壹個月內向本中心

取回退款

免責聲明
‧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絕對保密，只作本中心核實身份

及聯絡之用，將不會轉交其他人仕

‧	個別活動會有體力消耗或危險，參加者須考慮自己的能

力及身體狀況是否適合

‧	活動安排之最終決定權以中心作準，參加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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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9:00	- 下午 12:30 S S S S S S
至下午 1:00下午 12:30	- 下午		1:30 午 膳 時 間

下午		1:30	- 下午		5:00 S S S S S
下午		5:00	- 下午		8:00 S S

中心開放時間中心開放時間

備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電話：2649 29772649 2977
傳真：傳真：2686 87402686 8740
網址：網址：http://family.caritas.org.hkhttp://family.caritas.org.hk
電郵：fsshatin@caritassws.org.hk電郵：fsshatin@caritassws.org.hk

巴士：巴士：72A, 74A, 81C, 86A, 86C,72A, 74A, 81C, 86A, 86C,
　　　　　　A41, E42, 83S, 287X, 47X,A41, E42, 83S, 287X, 47X,
　　　　　　80X, 81K, 82K,85A, 89B,80X, 81K, 82K,85A, 89B,
　　　　　　170, 182, E42170, 182, E42
小巴：小巴：403, 804403, 804
MTR港鐵 沙田圍站 (C出口)MTR港鐵 沙田圍站 (C出口)

途經本中心之途經本中心之
� 巴士及小巴路線� 巴士及小巴路線

地址：沙田沙角邨銀鷗樓A座地下101-107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