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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家族基金推廣「治未病」的健康家庭理念，相信如果家庭成
員能在家庭生病之先及早產生警覺及作出相應預防行動，將有效發
揮健康家庭的潛在能力，建造和諧社會，造福社群。透過不同的短
片，推動平台使用者關注與家人的關係，鼓勵以行動在生活中表達
關愛，並將得著與家人、朋友分享。成功實踐代代有愛的信念。

Facebook：Loving Family 代代有愛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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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6日，對於我們「婆媳緣．祖孫情」計劃是一個大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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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
項目終於順利完成並舉行發佈，為各界對於「多代家庭教育」有更多實質的資料
及經驗作參考，藉此傳承及推廣如何更有效協助家庭建立和諧的代際關係。

當日在發佈會上，除了研究內容分享外，還有參與過課程的家長分享過去 的
點滴和改變。同時即場進行了一次專業培訓，為社福界、教育界的朋友分享這套
教材套的使用方法。

我們亦拍了短片分享，短片是以真實個案改編而成，講述在同一屋簷下的 三
代同堂家庭成員的故事。他們因著不同的生活習慣、婆媳價值觀的差異而引伸出
的各種相處問題和磨擦。故事亦圍繞著如何以「兒童為重」的大前題下最終尋到
和解出路。公眾可分享給面對類似境況的家人或朋友，鼓勵思考自學或尋求相關
服務作進一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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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時候需要長者幫助照顧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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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至8月9日 (逢星期二、共六節)
時間：早上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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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建立和諧婆媳關係和建立良好育兒伙伴的父母  / 6-10人
費用：全免
查詢 / 負責人：社工梁錫麟先生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 (父母篇) P-115092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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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旨在提升男士在兩代的家庭關係中及揮協調能力，達致和而不同的 合
作，讓兒童能健康快樂成長。

日期： 2022年7月14日至7月28日 (逢星期四，共三節)
時間： 晚上8:00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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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建立和諧婆媳關係和家人關係的男士  / 5-6人
費用： 全免
查詢 / 負責人：社工梁錫麟先生
備註： Zoom  (有關連結會於開班前2-3天以whatapps通知)

「兩代同行育兒孫」中間人課程 (男士篇) P-115093

透過與小朋友一起閱讀繪本及玩桌遊，除了促進親子  / 
祖孫關係外，亦會令家庭關係更融洽。

日期： 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時間： 早上10:00 - 11:30
對象 / 名額：育有4-8歲或以下兒童之親子 / 祖孫6-10對/組 
費用： 全免
查詢 / 負責人：社工梁錫麟先生

「讀樂樂．桌遊樂」三代家庭樂 P-115095
實體

日期： 2022年7月20日至8月31日 (共六節，逢星期三，8月3日暫停)
時間： 早上10:00 - 11:30
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及影片分享的方法，學習促進多代家庭姻親共職的互補、

分工及合作，為孩子建立正面和諧的家庭關係。組員之間亦能互相 分
享，建立支援網絡。

對象/名額︰希望建立和諧家庭關係的(外)祖父母 / 10 人
費用︰ 全免
查詢/負責人：社工香本柔姑娘
備註： Zoom  (有關連結會於開班前2-3天以whatapps 通知)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 (祖父母篇) P-115094
實體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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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小旅行！*

親手為家人做一款美食是表達愛的好方法，就讓我們一起煮出簡單美味的小
食，與家人分享。

7月份 —「家+愛廚房」之 「黃金南瓜餅」
日期： 2022年7月16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與小孩一起製作簡單美味的南瓜餅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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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社工香本柔姑娘

「家+愛 廚房」

實體
P-115097

疫情持續一段日子後，已經很久沒有到戶外活動和遊戲。誠邀你跟你的家人一
起到保良局西貢北潭涌渡假營，我們準備了親子遊戲，度過一個開心的親子之
旅！推動健康生活，增進家庭關係。

日期： 2022年8月7日 (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8:30
集合地點：筲箕灣望隆街休憩處 (筲箕灣港鐵站C出口)
回程時間：下午5:00 (到達筲箕灣)
活動地點：保良局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內容： 親子遊戲、營地活動及手作活動
對象 / 名額：3-12歲小孩及其母親或(外)祖父母和直屬家人 / 110人
費用： 每位$40 (包午膳、交通及營費)
查詢 / 負責人：社工梁錫麟先生 、 陳曦盈姑娘
備註： 1. 每個參加並出席家庭將獲贈餐券。
 2. 每個家庭最多可為6位直屬家庭成員報名，如有超出人數將加入後備

名單，稍後負責職員將個別通知結果。

多代同行．共建快樂家庭戶外郊野遊戲日 P-115096
實體

(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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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 —「家+愛廚房」之 「麵包蘋果批」
日期： 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以麵包製作簡易蘋果批，為家中小孩製作美味小食。
對象/名額：育有3-10歲小孩的母親或(外)祖母 / 10人
費用： $20
查詢/ 負責人：社工香本柔姑娘

9月份 —「家+愛廚房」之 「檸檬愛玉果凍」  
日期：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內容： 透過浸泡搓洗愛玉籽製作台式消暑甜品「檸檬愛玉
 果凍」，好玩又好吃!
對象/名額：育有3-10歲小孩的母親或(外)祖母 / 10人
費用： $20
查詢/ 負責人：社工香本柔姑娘

實體
P-115099

實體
P-115098

(圖片僅供參考)

(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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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2022年7月28日

2022年8月11日

2022年8月25日

2022年9月8日

2022年9月22日

主題內容

『悠然自在』工作坊

親子手工薈舍

『悠然自在』工作坊

親子手工薈舍

『悠然自在』工作坊

親子手工薈舍

『悠然自在』工作坊

親子手工薈舍

『悠然自在』工作坊

親子手工薈舍

參加「地區教室」，敬請留意
*由於「地區教室」多在街頭活
動，並非在中心內舉行，為保
障參加者及義務導師安全，如
活動當日下雨、有各類型的風
球訊號、暴雨、酷熱天氣、雷
暴、寒冷天氣警告或其他場地
等因素，或會導致活動延期 / 取
消；由於「地區教室」活動不
需預先報名，故本中心未能通
知參加者活動最新動向，請各
參加者留意。如有疑問，請於
當日預早致電本中心服務專線 
2811-5244向當值職員查詢。

「愛東地區教室」時間表
地點：愛東邨露天廣場

時間：指定之星期二；上午10：00 - 11：30
查詢：社工李俊瑩姑娘及職員楊卓棋先生



「婆媳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劃   同心行夥伴
本計劃可安排外展服務，到不同團體/機構內推行多代家庭學習及支援項目中各學習
課程 工作坊，藉以協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建立正面和諧的代間關係。歡迎有興趣團
體與本計劃攜手合作，詳情請致電2811 5244查詢。

83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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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之活動將於2021年6月21日(星期二) 上午9:00起開始報名，中心會於當
天早上9:00按即場排隊次序派發籌號，敬請會員預留充足時間完成報名 程
序，另請各位留意以下須知︰

‧ 所有受名額限制之活動均不設電話留名及報名，有興趣報名者可於活 動
開始報名日期起親臨中心報名；

‧ 所有受名額限制之活動，均以先到先得形式報名，額滿即止；

‧ 個別活動有特定參加對象，請確保符合資格才報名。不符資格者，所 付
費用將不獲退回。

‧ 如欲以會員價報讀課程，凡於任何時候報名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 非會員或會藉到期者可辦理入會或續會手續，會員入會或續會年費為 港
幣20元正。

‧ 在活動報名日後，如活動尚有餘額，會員可親臨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不
設電話報名。

‧ 會員如未能親臨報名，可授權他人代報，而受託人需備有代報活動授 權
書，當中須包括下列資料：

委託會員之姓名、身份證號碼、有效會員證、報名之班組資料及正式
簽署

受託人之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如授權書內資料不齊，以致未能完成報名手續，中心概不負責，授權書 可
向中心索取或自行根據上述資料填寫，每位受託人每次只可為一位會員以授
權書代報活動)。

‧ 如有託兒需要，請於報名時提出，以便本中心作出安排

*備註︰本中心會因應報名日當日的疫情狀況而更改報名安排，屆時將會 透
過 Facebook 和 Whatsapp 傳短訊發放給大家。

7-9月活動報名特別安排

活動報名安排及會員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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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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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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貴樓C翼地下
筲箕灣地鐵站A3出口
(向筲箕灣天悅廣場方向步行約15分鐘)
巴士2A、722 (耀東邨巴士總站下車)
巴士77、99、110、606 (耀貴樓下車)
巴士2、2X、85、720、720A
(筲箕灣道東行南康街/西行新成街下車)
巴士81、82、106、682
(筲箕灣道南安里下車)
小巴50, 65 (耀興或耀貴樓下車皆可)
電車 (筲箕灣道東行南康街/西行新成街下車)
服務熱線︰2811 5244

開放時間 / 星期

上午 9:00 - 1:00

下午 2:00 - 7:00

三二 四 五

午膳時間   中午 1:00 - 2:00

代表服務開放時間 備註： 課餘託管服務開放時間為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星期一至五下午3時至下午7時

中心位置圖

中心開放時間 香港家庭福利會「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 婦女創新天」服務開放時間
一

下午2時至9時 下午休息

六

本會為註冊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出版

懸掛風球、暴雨及雷暴警告信號下之服務安排

懸掛1號風球訊號

懸掛3號風球訊號

懸掛8號或以上風球訊號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暫停

照常

取消 / 延期

照常

照常

取消

取消 / 延期

取消 / 延期

天氣 (懸掛風球訊號) 中心開放安排 課託服務中心內講座 / 小組及室內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

戶外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

黃色

紅色

黑色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暫停

照常

取消 / 延期

取消 / 延期

照常

照常取消 / 延期

取消 / 延期

天氣 (暴雨警告) 中心開放安排 課託服務中心內講座 / 小組及室內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

戶外活動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

備註：
1. 當風球信號由8號改為3號或1號，或黑色暴雨訊號除下後，中心將於2小時後，重新開放 ；
2. 如因天氣情況導致活動取消或延期，本中心或未能即時通知參加者，如有需要，可致電本中心服務專 線 
28115244查詢；

3. 除上述安排外，參加兒童活動之家長可按天氣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出席該活動 ；
4. 如中心取消活動，參加者可憑活動報名收據 / 証明，於活動取消一個月內到中心辦理退款手續，逾期概不受
理；
按實際天氣情況而定，負責職員會與參加者聯絡有關安排。

惡劣天氣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