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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劃(第三期)
(由李錦記家族基金贊助)

「婆媳緣．祖孫情」計劃進入第三期了。數數指頭，這個計劃推行至今已有6
年多，來讓我跟大家回顧一下計劃的進程。

自2015年開始，香港家庭福利會得到李錦記家族基金撥款資助，發展「婆媳
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劃。在過去6年，除了得到贊助基金的支持
外，計劃亦得到不同界別，超過150個包括社福及教育單位的支持，足跡亦遍佈
全港；並舉辦一系列建立和諧三代家庭的小組，活動及社區教育活動等，超過

8000人次參與不同類型活動。

由2019年開始，計劃夥拍樹仁大學及香港大學進行了一項有關兩代(祖父母輩
及父母輩)共同教養孩子的研究--「兒童為本提升多代家庭之姻親關係」研究項
目，希望為本土的多代家庭教育服務提供實質資料作參考，並會推出多代家庭教

育資源套，藉此提升各界對「多代家庭教育」的認識及關注。

2022年，計劃繼續得到李錦記家族基金的鼎力支持，將會繼續推行「婆媳
緣．祖孫情」的小組或活動外，還會全力推廣「兩代同行育兒孫」教材套，不但

讓家庭成員透過運用教材套建立和諧三代關係；更透過專業培訓課程，讓從事輔

導或教育等專業人士，能更有效協助家庭建立和諧的代際關係。

未來將會有更多更好的「婆媳緣．祖孫情」活動及小組內容，大家必定要密

切注意。現在就可以留意本季(2022年4-6月)通訊，共建和諧多代家庭。

代代有愛平台 網址： http://loving.family
Facebook︰Loving Family代代有愛

不說出口的愛 — 手語班

愛不只能靠言語表達，肢體語言也是強大的媒介。一同感受學習手語的樂趣，
向家人表達未有說出口的愛意及支持。

「家家有愛」系列 

日期：2022年5月17日至6月21日 (逢星期二，共六節)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2:30
對象/名額︰希望認識手語對家人表達愛的婦女 / 8人
費用︰會員：$30 / 非會員：$50
查詢/負責人：社工張明慧姑娘
導師：李秀葉女士

實體

P-11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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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旨在提升男士在兩代的家庭關係中發揮協調能力，達致和而不同的合

作，讓兒童能健康快樂成長。

日期： 2022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逢星期二，共三節)
時間： 晚上8:00 - 9:30
形式︰ Zoom (有關連結會於開班前2-3天以WhatsApp通知)
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短片分享等方法，學習成為家中的協調者，使家人能好

好溝通及相處；建立一個更和諧、更有愛的環境，讓孩子更健康快樂成

長。

對象/名額︰希望建立和諧婆媳及家人關係的男士 / 5人
費用︰ 全免

查詢/負責人：社工鄧 瑜姑娘

備註︰ 此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參加者須熟悉
 Zoom的使用方法

「兩代同行育兒孫」中間人課程 (男士篇)

有些時需要長者幫忙照顧孩子，但又因為育兒方法不同而有機會引起衝突。課

程講解如何與上一代好好協調照顧孩子，讓孩子能在滿有愛的環境中成長。

日期： 2022年6月21日至7月5日 (逢星期二，共三節)
時間： 晚上8:00 - 9:30
形式︰ Zoom (有關連結會於開班前2-3天以WhatsApp通知)
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短片分享等方法，學習與其他家庭成員建立良好的育兒

伙伴關，為孩子建立一個更和諧、更有愛的環境，讓他們更健康快樂成

長。

對象/名額︰希望建立和諧婆媳關係 和 建立良好育兒伙伴的 父母 / 5-6人
費用︰全免

查詢/負責人：社工鄧 瑜姑娘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 (父母篇)

輕輕鬆鬆在家Zoo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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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人人都愛入廚，但如能親手做一款美食，讓家人食得津津有味，是

一件開心不過的事。就讓我們一齊用「愛心」煮出一些簡單好味的美食，與

家人分享。

4月份 —「家+愛 廚房」 之 「芋絲餅」

日期： 2022年4月9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潮汕的傳統美食，香脆可口，簡單易做，大人小朋友都愛吃！
對象/名額：育有3-10歲小孩的母親或(外)祖母 / 8 人
費用： $20
查詢： 職員甄秀玲姑娘

5月份 —「家+愛 廚房」 之 「親子早餐」  

日期： 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在假日除與小朋友外出遊玩之外，有試過與小孩一起做個豐富的早

餐，讓一家人開開心心享用嗎？今次就讓我們來個早餐聚會，一齊享

受親子時光。

對象/名額：3-10歲小孩及其家長 / 6對
費用： $20 / 一對 (另加一名成員 $10，不包額外食材)
查詢： 職員甄秀玲姑娘
備註： 每對親子最多只可加一名成員

6月份 —「家+愛 廚房」 之 「盤絲餅」

日期： 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吃膩了麵包嗎？一齊來學做盤絲餅，好玩又好吃！

對象/名額：育有3-10歲小孩的母親或(外)祖母 / 8 人
費用： $20
查詢： 職員甄秀玲姑娘

「家+愛 廚房」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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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嫲嫲婆婆聚首一堂，互相訴說三代家的樂事，並分享、學習與新世代相處

的有效好方法。

4月份 — 健康小食「天使蛋」(牛油果天使蛋)
日期： 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誰是你家中的小天使？為小天使製作美味復活節小吃，讓他們開開心

心。

對象/名額︰育有0-12歲孫兒女的嫲嫲或婆婆 (必須為有效會員) / 10人
費用︰ 全免
查詢/負責人： 社工鄧 瑜姑娘

甜「嫲婆」互助小組聚會

「代代相連」系列

因為重視，所以著緊；因為著緊，所以爭吵；因為爭吵，所以傷心︰結果情緒

變得鬱結。

來好好學習與自己心情對話，在學習與其他人相處前，先學習好好與自己相

處，由自己身體感覺，情緒感覺出發，先好好照顧自己。

日期：2022年6月10日至6月17日 (逢星期五，共二節)
時間：早上9:30 - 10:30
形式︰Zoom (有關連結會於開班前2-3天以WhatsApp通知)
內容：透過正觀體驗，學習與自己好好相處。

對象/名額︰希望學會與自己，與別人好好相處的女士 / 5-8人
費用︰全免

查詢/負責人：社工鄧 瑜姑娘

與心對話正觀體驗 — 家人關係篇

P-11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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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安排及會員須知

優惠項目 (須出示有效會員証)

鏡片優惠 $180

正價貨品九折優惠

八五折優惠

九折優惠

八五折優惠

凡惠顧，送修眉服務

八折優惠

九折優惠

維修九五折優惠，                             

檢查免費

八折優惠

九折優惠

九折優惠，多買多折

八折優惠

會員須知

45109 。



活動報名醒目提示

中心每季都會舉辦豐富活動，但因為項目眾多，有些參加者報了多項時間重

疊的活動/課程，最後只能選擇其一，除了浪費報名費用，亦浪費活動名額
和職員的一番準備，影響不小！中心現提醒各參加者如下︰

1. 自行確保沒有重複報名，中心不會主動複查；

2. 如發現參加者重複報名，中心只容許參加者參與其最先報名的活動/課
程；

3. 中心絕不會退回其他重複報名的費用。

4. 除部份已標明是否會接受即場報名之活動外，其餘活動一律會因應即場
情況，由負責職員作出最後決定，敬請留意。

5. 除因天氣、報名人數不足或中心因特殊原因取消之活動外，上述所有已
報名之活動均不設退款及轉名安排。

6. 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會另作安排，職員會作個別通知。

緊記以上醒目提示，做個精明參加者！

活動減費優惠

*如會員/非會員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傷殘津貼、子女全額書簿津
貼、在職家庭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每月家庭入息相等或不超過香港家庭入

息中位數75%，均有機會獲得減費優惠(必須出示有效或相關之証明文件，
個別註明的活動除外)，需要人士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備註：活動減免優惠並不適用於材料費。

提提大家，所有會籍之到期日均為每年的3月31日，歡迎閣下於即日起，前來
本中心辦理續會手續，續會年費為$20。請各會員謹記來本中心績會，才能以
「會員」身份繼續參加本中心活動，以及繼續接收本中心每季印刷的專訊。

會籍續期

活動報名安排及會員須知

4611 4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