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部
社區工作部

2022
5月-6月

心花放通訊

活動報名須知
1.
2.
3.
4.

付費活動請親臨本中心報名及支付費用。
報名時請注意活動推行日期及時間，以免相撞，一經報名不得退款。
凡已報名之項目，不得轉讓其他人或改報其他項目。
除活動更改時間外，否則活動前不作另行通知，請依時出席。

「心花放」會籍及「青少年綜合服務隊」會員續證措施
如會籍逾期，請先向職員預約時間進行續會手續。
耀東服務處
聯絡：王偉德先生
地址：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B及C翼
電話：2885-9844 / 5128-7609

愛華服務處
聯絡：朱文懿姑娘、鄧天兒姑娘、高榕禧姑娘
地址：柴灣道100號四樓
電話：2558-0708 / 5627-5207

家長活動
和你看齣戲 (0002-0318/21)
日期：04/05至25/05/2022
日期：（共4節，逢三）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 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8人
負責：註冊社工 – 朱文懿姑娘

內容﹕
活動與家長一同觀看兩套電影，並有不同
分享和討論，讓家長放鬆之餘，亦可以為
生活帶來新啟發。

日期

04,11/05
18,25/05

電影
非同凡響
媽媽的神奇小子

和你減壓 – 和諧粉彩體驗 (4001-1069/21)
日期：05/05至26/05/2022
日期：（共4節，逢四）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費用：$100/ 4節
地點：Zoom / 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8人
負責：註冊社工 – 張令宜姑娘、朱文懿姑娘

內容：
平日照顧家庭壓力太大？和諧粉彩可以帶
來寧靜和愉悅的感覺，不懂繪畫也能畫出
療癒的畫作，能有效釋放情緒，提升正面
能量。我們更會利用和諧粉彩做一些小飾
品，如﹕杯墊，將作品以另一種方式呈
現。

香薰擴香石工作坊 (0002-0331/21)

日期：13/05/2022 （五）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 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6人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內容﹕
一起放鬆緊張的心情，製作香薰石為自己
創造充滿香味的環境，同時學習利用腹式
呼吸放鬆緊張的心情，舒緩生活接踵而來
的壓力。

「羽」你同行 (0002-0037/22)
日期：12/05, 19/05, 09/06, 16/06/2022
日期：（共4節，逢四）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地點：港島東體育館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8人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內容﹕
短暫性拋低生活的煩惱，與街坊一起做運
動，享受輕鬆愉快的早上。
備註：
1.
2.

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
請自備飲用水

色彩性格測試工作坊

日期：20/05/2022（五）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 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8人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內容﹕
透過性格測試了解自己的性格，觀察自己對
不同事件的反應，學習透過個人的性格特質
如何增進與家人的相處模式，從而改善家庭
關係。

心靈加油站 (0002-0024/22)

日期：01/06至22/06/2022
日期：（共4節，逢三）
時間：上午10:00至11:30
費用：$20/人
地點：Zoom / 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8人
負責：註冊社工 – 朱文懿姑娘

內容﹕
透過呼吸練習、藝術創作等活動，讓媽媽覺
察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回顧及反思與子女的
相處的態度，從而促進親子溝通，改善關
係。自然的景色，更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興民媽媽大聯盟 (0002-0022/22)

日期：02/06至30/06/2022
日期：（共4節，逢四）*16/06暫停一節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 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居住在興民邨）
名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工 – 朱文懿姑娘

內容﹕
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有時鄰居就是我們
的好幫手。是次活動希望集合居住在興民邨
的家長，透過遊戲和活動，讓大家從互不相
識，發展至互相幫助，發揮鄰里間的強大網
絡。
備註﹕
1. 活動先由興民邨作試點，稍後會延展至
其他地區

媽媽烘焙四重奏 (0002-0015/22)

日期：07/06至28/06/2022
日期：（共4節，逢二）
時間：上午10:30至下午12:30
費用：$40/人
地點：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6人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負責：福利助理 – 高榕禧姑娘

內容﹕
每節烘焙課將會教授不同類型的糕點甜品，
例如麵包、蛋糕及餅乾，各位媽媽於學習相
關技巧後，可以於家中跟子女一起動手做起
來呢！

樂活新「煮」意 (0002-0334/21)

日期：07/06至28/06/2022
日期：（共4節，逢二）
時間：上午11:00至正午12:00
費用：$40/人
地點：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名額：4人
負責：註冊社工–王偉德先生

耀東媽媽大聯盟

日期：06/06至27/06/2022
日期：（共4節，逢一）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 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 （居住在耀東邨）
名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家庭活動
煮給我好媽

日期：07/05/2022（六）
時間：下午3:30至5:00
費用：$20/家
地點：Zoom / 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爸爸及子女
名額：4家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猜猜畫畫遊戲競技賽

日期：07/05/2022（六）
時間：上午11:00至下午12:30
費用：免費
地點：Zoom
對象：「心花放」家庭
名額：6家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內容：
利用日常簡單食材加點心思，便能變身成新
的特色小食，一起交流你的新「煮」意啦！

內容﹕
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有時鄰居就是我們
的好幫手。是次活動希望集合居住在耀東邨
的家長，透過遊戲和活動，讓大家從互不相
識，發展至互相幫助，發揮鄰里間的強大網
絡。
備註﹕
1. 活動先由耀東邨作試點，稍後會延展至
其他地區
內容﹕
母親節將至，心裡可能會想著感謝母親對家
人的照顧，但往往都難以啟齒...倒不如一同
製作母親節甜點向家中的母親說聲多謝，將
心意送給親愛的母親吧！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一起來比試一下畫畫的天份吧！參加猜猜畫
畫競技賽，兩家人結成隊伍，跟其他家庭組
合鬥快以畫圖案形式猜出最多詞語。

自製環保貼紙工作坊

日期：14/05/2022 （六）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費用：$10/家
地點：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家庭
名額：6家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內容﹕
透過Upcycling概念，利用廢紙製作環保貼
紙，還可以創作自己喜愛的圖案將其造成
貼紙，增加生活樂趣。

台式仙草地瓜圓甜品製作班

日期：14/05/2022（六）
時間：下午3:30至5:00
費用：$20/家
地點：Zoom
對象：「心花放」家庭
名額：8家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內容：
夏日炎炎最適合吃一些消暑甜品了！約定
你們，一起製作煙韌地瓜圓仙草甜品，一
起感受冰涼的台式風味啦！

親子低結構歷奇活動體驗日 (0002-0041/22)

日期：21/05/2022（六）
時間：下午3:00至5:00
費用：$20/家
地點：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家庭
名額：8家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內容：
活動由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註冊一級教
練主領，帶領各位參加者進行多項低結構
歷奇體驗項目，以提升參加家庭之間的親
子溝通及合作精神。
備註：
1.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裝

少數族裔藝術文化交流體驗

日期： 10/06/2022（五）
時間：下午7:30至9:00
費用：$10/家
地點：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媽媽及子女
名額：6家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內容：
活動與中心少數族裔支援服務隊合作，為
大家設計一系列兩地文化體驗活動或遊
戲，參加者更有機會嘗試以HENNA彩繪作
畫，以促取兩地文化交融及互相認識。

DIY布袋藍染工作坊 (0002-0011/22)

日期：04/06至11/06/2022
日期：（共2節，逢六）
時間：下午4:00至5:00
費用：$40/家
地點：耀東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家庭
名額：5家 (每家最多3人）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內容：
一同參加DIY布袋藍染工作坊，與子女一同
學習基本紮染技巧後，參加者可加入個人
創意，設計出獨一無二的布製品。

煮給我好爸 (0002-0013/22)

日期：17/06/2022（五）
時間：晚上7:30至9:30
費用：$30/家
地點：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爸爸及子女
名額：4家
負責：註冊社工–朱文懿姑娘

內容﹕
爸爸每天辛勞地工作，供應家裡中的需
要。適逢父親節，邀請媽媽和子女一同為
爸爸預備一頓飯，以答謝爸爸的愛。

夏日YAMA！爸爸親子行山日 (0002-0312/21)

日期：19/06/2022（日）
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2:00
費用：免費
地點：待定
對象：「心花放」爸爸及子女
名額：8家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姑娘
負責：註冊社工 – 王偉德先生

內容：
活動旨在鼓勵爸爸於週末與子女結伴同
行，一起走進山嶺，攀越高峯。乘著冬日
尾巴，我們再一起登高一次吧！
備註：
1. 歡迎媽媽一同出席
2. 請穿著運動服裝及自備足夠食水

義工服務
「心花放」計劃鼓勵大家走進社區，持續地參與不同種類的義工服務。藉義工服務除了可以結社
區，發揮互助互愛精神外，更可以發掘和發揮個人潛能。為鼓勵大家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我們會
統計每位義工由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的義工時數，其義工時數可於愛心物品分享日中換取額
外禮品。
本計劃除下列已安排的義工服務外，更有些即時或臨時的義工服務，如欲收到相關資訊，請將我
們的電話加入手機的電話簿內，以確保能收到資訊。 (愛華﹕5627 5207｜耀東﹕5128 7609)
心花放義工服務籌備小組 (0002-0021/22)

日期：16/05/2022（一）
時間：上午10:30至正午12:00
地點：Zoom / 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家長
名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工–朱文懿姑娘

內容﹕
為心花放義工發展方向進行討論，制定未來
的義工服務內容。

樂在「耆」中義工計劃工作坊 (0002-0016/22)

日期：06/06至20/06/2022
日期：（共3節，逢一）
時間：上午10:30至中午12: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對象：「心花放」家長
名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工–朱文懿姑娘

內容﹕
參與的義工與住在劏房單位的長者作配對，
透過不同活動互相認識及建立關係，及後持
續關顧和支援長者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的需
要。

新同工介紹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福利助理Hazel高姑娘，將
會在愛華服務處負責心花放計劃活動！我好中意小
動物，平時放假都會帶我的寵物去玩！期望日後在
活動中見到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