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77 年年 11--33 月月季季刊刊  

  

 

 

 

 

 

 

 

 

 

 

 

 

 

 

 

 

 

 

循循道道衛衛理理觀觀塘塘社社會會服服務務處處  

基基層層家家庭庭服服務務支支援援站站  

活動回顧 (2016 年 10-12 月) 

兒童品格小組「跟你做個 friend」 

趣味英語同樂日 

家長蟬繞畫班 

如何透過遊戲提升專注力講座 

天使義工隊訓練 

布偶互動工作坊 



新聞分享  

  

家家長長冒冒險險託託兒兒寶寶寶寶危危留留商商場場樂樂園園  

室室內內遊遊樂樂場場所所淪淪為為「「公公眾眾暫暫託託所所」」！！本本港港暫暫託託服服務務嚴嚴重重

不不足足，，加加上上服服務務對對象象只只為為六六歲歲以以下下小小孩孩，，不不少少家家長長將將室室內內遊遊樂樂場場當當成成另另類類暫暫託託所所。。  

有有關關注注兒兒童童機機構構直直指指，，每每月月幾幾乎乎均均接接獲獲市市民民舉舉報報同同類類事事件件，，擔擔心心小小孩孩會會被被拐拐帶帶或或

受受傷傷害害，，更更警警告告暑暑假假將將至至，，情情況況會會更更為為嚴嚴重重。。…………「「經經常常有有好好多多市市民民打打電電話話畀畀我我哋哋

舉舉報報類類似似嘅嘅情情況況！！啲啲家家長長留留低低仔仔女女喺喺遊遊樂樂場場所所咁咁耐耐，，已已經經係係獨獨留留佢佢哋哋，，非非常常危危險險。。」」  

防防止止虐虐待待兒兒童童會會總總幹幹事事何何愛愛珠珠直直指指，，每每月月至至少少收收到到一一宗宗類類似似舉舉報報，，「「相相信信有有更更多多

係係我我哋哋唔唔知知。。」」  

何何又又指指，，不不少少家家長長不不明明白白獨獨留留子子女女在在家家中中或或街街上上的的危危險險性性，，或或會會增增加加被被拐拐帶帶及及受受

傷傷害害的的危危險險，，「「小小學學生生年年紀紀仲仲細細，，唔唔識識處處理理危危機機，，舖舖頭頭亦亦冇冇責責任任幫幫人人睇睇仔仔女女。。  

                                                                  ((剪剪輯輯自自社社會會福福利利署署單單張張))  

疏疏忽忽看看管管  最最高高可可囚囚十十年年    

按按警警方方資資料料，，一一二二年年至至去去年年，，警警方方每每年年平平

均均處處理理約約五五十十宗宗涉涉及及獨獨留留兒兒童童在在家家的的個個案案。。

「「無無論論留留低低子子女女喺喺屋屋企企定定喺喺街街，，只只要要涉涉及及『『忽忽

略略』』，，都都可可能能會會犯犯法法。。」」  

執執業業大大律律師師陸陸偉偉雄雄指指，，按按法法例例疏疏忽忽看看管管十十

六六歲歲以以下下兒兒童童，，而而令令其其受受傷傷害害，，經經定定罪罪可可處處最最高高監監禁禁十十年年。。陸陸又又指指，，條條例例並並非非針針對對

獨獨留留子子女女在在家家中中，，即即使使在在街街上上或或商商場場內內同同樣樣屬屬「「忽忽略略」」，，「「留留得得愈愈耐耐，，家家長長嘅嘅罪罪責責

愈愈大大。。」」        

東東方方日日報報  22001155年年55月月1155日日  

  

有有獎獎問問答答遊遊戲戲  

基支站會員到中心詢問處索取問答遊戲紙，根據上述新聞

內容，填妥答案後交回中心。2017 年 1 月 20 日將由本

站同工抽出 10 位答對問題者，得獎者可獲精美家品一份。 



《《兒兒童童圖圖書書天天地地》》獎獎勵勵計計劃劃  

對對象象：：00--1111 歲歲孩孩子子及及其其家家長長  

  11..  每每季季借借用用「「書書包包圖圖書書館館」」書書包包 33 次次或或以以上上        

 

 

 

  22..  每每季季借借閱閱以以下下系系列列的的圖圖書書 66 本本或或以以上上    

  系系列列 11：：「「童童書書入入社社區區」」((共共 2299 本本))  

  系系列列 22：：「「我我會會說說故故事事」」、、「「幼幼兒兒經經典典故故事事」」((共共 1155 本本))  

  

  

  

  系系列列 33：：「「幼幼兒兒故故事事--好好行行為為//心心理理//禮禮貌貌//德德育育//自自理理//好好習習慣慣」」  

((共共 3344 本本))  

  

  每每位位兒兒童童可可獲獲禮禮品品一一份份  



會員申請  本站服務對象為居住觀塘區內基層人士及家庭，包括：綜援受助人/失業人士/低收入家庭，   

          有意申請入會者請致電本站預約登記約見基支站社工，並須出示家庭的入息證明，   

         包括：銀行簿、糧單或綜援批核信，及填寫會員申請表格，由社工進行批核。 

      

      

 

 服務轉介 

     正面對生活/經濟困難的會員，可與基支站聯絡申請以下服務以解燃眉之急： 

短期食物援助 

 

對象：低收入或失業人士/家庭，非綜援申領者。 

 (觀塘)  神愛關懷中心 電話：2727-6036 

(牛頭角)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2342-2245 

 (藍田)  藍田樂齡中心  電話：3526-0460 

奶粉/牛奶資助 
對象：0-6 歲兒童，綜援/低收入/失業家庭(每人只限申請 1 次) 

請致電本站預約申請，電話：2342-3710 

煤氣優惠計劃 

(低收入綜援/單親綜援家庭) 

對象：低收入綜援/單親綜援家庭 

(綜援信件上顯示「入息扣減」或「單親補助金」) 

請致電本站預約申請，電話：2342-3710 

                 

 

 

  同工：陳姑娘(社工) / 周姑娘(社工) / 鄭姑娘(活動工作員) / 麥姑娘(宣教幹事) 

  電話：2342 3710 傳真：2345 2676 電郵：gfss@ktmss.org.hk 網頁：http://www.ktmss.org.hk/project/gfss/ 

  觀塘堂聚會時間  

聚會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崇拜 所有人 逢星期日 上午 8:30 及 11:00 百靈樓禮堂 

信仰班 所有人 逢星期日 上午 10:00 牛綜禮堂 

小主人園地 4-5 歲 逢星期日 上午 11:00 觀塘循道幼稚園 

兒童級主日學 6-11 歲 逢星期日 上午 11:30 觀塘循道幼稚園 

青少年牧區：青少年團契 小五或以上 逢星期六 下午 2:30 百靈樓禮堂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基支站) 

 

 

 

 

 

 

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251 號百靈樓地下 電話：2342 3710 

 

郵票 

本站開放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10:00 至 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 下午 6:00       

 

 服務聯絡 

請按區致電各服務單位 

查詢/預約申請 

mailto:gfss@ktmss.org.hk


             基支站會員持有效會員證，在開放時間到中心報名活動(上午10:30-12:30及下午2:30-5:30)。

             中心活動地點或有更改，請在活動當天留意中心門外通告或向職員查詢。

對 象 時 間 地 點 內 容 名額 費用

1
會員茶聚及

活動報名日
家長

2016年12月15日(週四)

上午9:30-11:30
活動室1-3 會員相聚，介紹2017年1-3月份活動，即場報名活動。 / 免費

2
兒童特殊學習需要

評估及訓練資助計劃

2歲-12歲

兒童
現時至2017年6月 本中心

在社交、言語、大、小肌肉發展方面有遲緩的兒童，

申請本機構「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以下服務，

可申請此資助計劃。

1) 綜合評估服務   2) 評估後建議接受訓練

申請者請與陳姑娘聯絡，預約時間

填寫申請表及出示經濟證明文件、評估/訓練服務收據等。

/ /

3 親子伴讀工作坊(二)

家長

(子女為幼兒/小

學生)

2017年3月6、13日(週一)

(共2節)

上午10:30-11:30

活動室1 / 免費

4 兒童圖書天地(三)
幼兒 至 小六

學生家長

2017年1月5、19日、

2月2、16日、

3月2、16、30日

(逢週四，共6節)

上午10:00-11:30

活動室3 / 免費

5 肌齡逆轉美顏坊 婦女家長

2017年2月21日-3月28日

(逢週二)

(共6節)

上午10:00-11:30

活動室1、2
參加者學習護膚技巧、皮膚分析、化妝技巧等，

並分享如何調節日常生活作息。
10名 $60

6 天使義工隊-進階篇 婦女家長

2017年2月8日-3月22日

(逢週三，共7節)

上午9:30-10:30

活動室1

聚集一班喜歡做義工的你成為天使義工，一起探訪老人中心，

一起學習如何給長者舉辦活動 ！

 

(*1.參加者完成兩期訓練(初階篇及進階篇)將可獲義工證書 及

$50現金券以示鼓勵

2. 歡迎未完成兩期訓練的你繼續參加)

10名 免費

7 舞動心靈伴我行 家長

2017年1月4日至3月29日

(週三)

上午9:30-11:00

禮堂1-5

透過跳舞令疲乏的身心得到舒暢 。 跳舞之餘

更有唱歌、分享，

協助家長舒緩生活壓力，提升抗逆能力。

/ 免費

8

家長小組支援及訓練

(三)

「快樂管教」

(小跳豆計劃)

家長

2017年2月7日至3月30日

(共6節)

下午4:30-5:30 (逢星期二) 或

上午10:00-11:00 (逢星期四)

(3月14至21日除外)

活動室2

及禮堂5

透過聚會及活動，跟家長分享不同的兒童成長專題：

如何提升孩子的情緒智能/自信心/專注力等，

讓有家長更有效地培育子女，實踐真正的「快樂管教」。

8名 免費

親子同樂日

1. 九龍寨城公園

親子定向遊

10 2. 脊科講座及檢查

下午：參觀挺直脊科中心，透過簡短講座讓參加者認識有關脊骨健

康問題，並即場由醫生檢查4歲以上小朋友的脊骨健康

(包括：高低膊、閉脤平衡力測試、左右腳重量量度)，

每位兒童可獲禮品一份。

11 水仙花扭波班
2017年1月24日 (週二)

下午4:30-5:30
活動室1

在農曆迎新年前夕，親子共同製作水仙花扭波，

可放在家中增添節慶氣氛。

10對

親子

每對親子

$10

12 親子入廚樂
2017年1月3,10,17日 (週二)

下午4:30-5:30
禮堂

透過美食製作活動，讓家長及子女相聚合作，提升親子關係。

(迷你牛角酥、糖不甩、杯杯木糠布丁)
10名

每對親子

$30

13 初小功課輔導班(三) 小一至小三 活動室1 12名 $145

14 高小功課輔導班(三) 小四至小六 活動室2 12名 $145

15 功輔班遊戲樂(二) 功輔班參加者

2017年1月20日至3月24日

(1月27日及2月3日除外)

 (逢週五，共8節)

下午5:30-6:00

禮堂
透過唱歌、集體遊戲，讓功輔班參加者在輕鬆氣氛下一同分享，

並在每月尾頒發每月之星，以鼓勵有進步表現的學生。
/ /

家長認識朗讀的重要性，鼓勵親子共讀的習慣融入日常生活中，

為孩子們將來在學業及生活上的成功鋪路。

已出席2節「親子伴讀工作坊」活動的家長可於指定日期

到中心「書包圖書館」借用兒童圖書，與孩子分享閱讀的樂趣。

~請參看P.5 獎勵計劃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如會員不清楚是否已續會，請致電查詢 (2342-3710)。

名  稱

2016年12月28日(三)

上午10:00-5:30

**報名截止日期：

14/12下午4時

2017年1月9日至1月20日

2017年2月6日至3月29日

(逢週一，三，五，共 29節)

下午4:00-6:00

由導師教導學生中、英、數各科功課。

( *請留意: 1.倘出席率未達80%，將不接受下一季度之申請

2.舊生可優先報名  )

 

家

長

/

家

庭

活

動

(小跳豆計劃)

親子

9
上午：到九龍寨城公園進行親子定向遊戲，

每名參加者可獲$35津貼到附近食肆享用午餐，費用實報實銷。

20名 $10

集合地點：
牛頭角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牛頭角上邨廣場)

活動地區：
九龍城區



16 英語拼音班(一) 小一至小四

2017年1月12日-3月30日

(1月26日至2月2日除外)

(逢週四，共10節)

下午4:00-5:00

禮堂

此活動對象為不熟習英語拼音的學生，

透過導師教授英語拼音，提升學生閱讀英語字句的能力。

(*請留意: 1. 另收按金$50，若參加者出席達80%可退回按金$50

2.  倘出席率未達80%，將不接受下一季度之申請

10名

$50

(另收按

金$50)

17 初小英文班(四) 小一至小二

18 初小英文班(五) 小一至小二

19 中小英文班(三) 小五至小六

20 網上英語學習訓練 小一至小六

2017年2月21日-3月14日

 (逢週二，共4節)

下午4:00-5:00

電腦室

  教導小朋友如何使用"eclass-junior"網上英語學習平臺以及一起

做網上英語練習。藉此平臺完成網上英語學習，提升英語能力。

 *1.參加者學懂如何使用網上英語後，鼓勵在家中完成指定練習

2. 歡迎上期的參加者繼續報名

15名 免費

21 幼兒英語遊戲樂 K2至K3

2017年2月15日-3月22日

下午4:30-5:30

(逢週三，共6節)

禮堂
透過有趣的英語遊戲，讓小朋友學習英文，

同時培養小朋友對英語的學習興趣。
10名 免費

22 英文趣味讀書會(一)
2017年1月12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3 英文趣味讀書會(二)
2017年1月19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4 英文趣味讀書會(三)
2017年2月9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5 英文趣味讀書會(四)
2017年2月16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6 英文趣味讀書會(五)
2017年2月23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7 英文趣味讀書會(六)
2017年3月2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8 英文趣味讀書會(七)
2017年3月9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29 英文趣味讀書會(八)
2017年3月16日(週四)

下午5:00-6:00
$5

30 幼兒爵士舞班(五)

2017年1月10日-3月14日

(1月24日除外)

(逢週二，共8節)

下午 2:15-3:00

6名 $80

31 幼兒爵士舞班(六)

2017年1月10日-3月14日

(1月24日除外

  (逢週二，共8節)

下午 3:00-3:45

6名 $80

32
青少年團契

youth zone @KTMC
小五或以上

逢週六

下午2:30-5:00
禮堂1-5

在團契中，學習信仰並透過不同的活動包括唱歌、遊戲、故事、手

工藝等，教導年青人正向思維，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並建立良好的品格。

/ 免費

33 兒童樂融容 小一至小四

2016年1月7日至3月25日(週

六)

下午12:30-1:30

禮堂1-2
透過活動包括唱歌、遊戲、講故事及手工藝，教導小朋友正向思維

，從小學習正確的價值觀，並建立良好的品格。
/ 免費

34
青少年聖誕

音樂佈道會
小五或以上

2016年12月24日(週六)

下午2:30-5:30

牛頭角青少年

中心禮堂

歡迎你們一起來普天同慶，一起來唱詩歌，

一起來尋找進是聖誕的主角。
/ 免費

35 玩具圖書館(二) 2-9歲小朋友

2017年1月5日至3月30日

(逢週二, 上午10:30-12:30)

(逢週四, 下午2:30-5:30)

禮堂4至5

   來玩吧！歡迎『小跳豆』家長陪同小朋友到遊戲房一同玩玩具，

增進親子關係，又讓小朋友在遊戲中成長及增加社交溝通能力。

請帶備有效會員證出席活動。

10名 免費

36 幼兒遊戲小組(二)

(小跳豆計劃)

學前幼兒

(2歲至3歲)

及其家長

2017年2月7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二，共8節)

上午10:00-11:00

禮堂3
幼兒與家長一起參與，透過故事、音樂唱遊、勞作等，

提供一個多元學習空間，刺激幼兒全面發展。

6對

親子
$80

37
兒童品格培育(三)   幼

兒專注力訓練小組

(小跳豆計劃)

K.2至K.3

2017年2月7日至3月16日

(共6節)
 (A組)下午4:30-5:30 (逢星期二)

或          (B組)上午10:00-11:00 (逢

星期四)

活動室1

及禮堂4

透過不同方式的專注遊戲，提昇幼兒「視覺」及「聽覺」的專注能

力及耐性，協助他們建立更好的學習基礎。
8名 $60

38
跟你做個FRIEND

兒童品格建立小組

(小跳豆計劃)

小一至小三

學生

2017年2月9日至3月30日

(逢星期四，共8節)

下午5:00-6:00

訓練室2

透過遊戲方式，提昇孩子的社交溝通及情緒表達的能力，

培養孩子美好品格。

(小組備有茶點、活動材料及禮物)

8名 $80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2017年1月7日-3月 25日

 (1月21日﹑2月25日 及 3月4

日除外)

(週六，共 8節)

初小：  上午9:30-10:30

中小︰上午10:30-11:30

高小：上午11:30-12:30

兒

童

興

趣

成

長

活

動

K2至小一 禮堂

10名

學習爵士舞，發展小朋友運動及協調能力。

*參加者請穿著合適的衣服及運動鞋上堂

(輕便為主，如穿裙必須穿著Legging。)

禮堂

小一至小三

學生

透過分享故事、小型劇場、小手工等，學習閱讀英文書藉技巧

參加者須同時參加8個活動—

*英文趣味讀書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0

(另收按

金$40)

禮堂

10名

透過英語學習活動，教授學生英語及協助學生改善英文程度。

(*請留意: 1. 另收按金$40，若參加者出席達80%可退回按金$40

2.  倘出席率未達80%，將不接受下一季度之申請

3.舊生可優先報名  )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
此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報名：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電話: 2342 2244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

集合：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2342 2245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
場

<九龍寨城公園親子定向遊> 暨
<脊科講座及檢查>

誠邀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親子同樂日!活動當天不
但會有野外定向等戶外活動，我們還會到挺直脊科
中心，由醫生講解及為兒童檢查脊骨，而出席的小

朋友都可獲得聖誕禮物一份!

日期：2016年12月28日(三)
時間：10:15am - 5:30pm
集合地點：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費用：每位$10(大小同價)
名額：24對親子
報名：殷姑娘

截止報名：12月14日(三)下午4時前



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
香港公益金資助此計劃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2 5 1號百靈樓地下 報名及查詢： 2 3 4 2 - 3 7 1 0



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此計劃

透過美食製作 (迷你牛
角酥、糖不甩、杯杯木
糠布丁)，提升親子關係

對象：小跳豆會員親子
日期：2017年1月

3,10,17日 (二)                       
時間：下午4:30-5:30
名額：10名
費用：每對親子$30



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此計劃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2 5 1號百靈樓地下 報名及查詢： 2 3 4 2 - 3 7 1 0



對象：小跳豆計劃參加者 
年齡：K.2-K.3(4至5歲) 
日期及時間： 2017年2月7日至3月16日 (共6堂) 
(A組) 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逢星期二) 
(B組) 上午10時至11時(逢星期四) 

地點：禮堂/多用途活動室(一)  
報名程序：先到先得 
名額：每組8名 
費用：$60  
(已包括茶點、活動材料及禮物) 

負責人：黃姑娘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                  電話：22342 2244                    傳真：2345 2676 
電郵：rs@ktmss.org.hk                          網址：www.rs.ktmss.org.hk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 

此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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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本計劃參加者
年齡：小一至小三 (6至8歲)
時間：下午5時至6時
日期：2017年 2月9、16、23

3月2 、9、16、23、30
(逢星期四、共8節)

報名程式：先到先得
名額：8名
費用：$80 

(已包括茶點、活動材料及禮物)

負責人：黃姑娘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

此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 電話：22342 2244 傳真：2345 2676
電郵：rs@ktmss.org.hk 網址：www.rs.ktmss.org.hk

mailto:rs@ktmss.org.hk
http://www.rs.ktm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