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祝褔

 2019年3月

31

春。

祝褔
春。

祝褔
春。

祝褔



06

《愛‧同 行 》  

05

 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十週年慶典暨專業研討會 

      
《愛‧感 恩 》 22

24  慈善高球日

25  明愛新春茶敍

26 「步」‧「足」你大行動 

24 《愛‧分 享 》 



助總的話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

        ( 弟茂德後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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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茂德後書 4:7 



「行家」所稱許的應該就是明愛「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的精神。我們也為同事出色的表現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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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服務》

家庭服務



      盤婆婆正在演奏著悅耳音樂，

      整幢大樓也在迴響著這美妙的琴聲

媳婦黃女士陪同

吳婆婆剪髮

《愛‧服務》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愛‧服務》《愛‧服務》

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其他社會工作服務



《愛‧服務》

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賓館及餐飲服務

老師與學生合影



         服務 / 活動 / 計劃名稱            服務 / 主辦            單位  日期 及 時間      備註地點 活動及計劃內容／服務重點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學前教育及
扶幼服務   

明愛青少年及
社區服務  

 明愛家庭服務   

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賽馬會心泉發展中心

明愛黃耀南中心

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仔明愛家庭綜合服務

香港仔明愛家庭綜合服務

明愛東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賽馬會心泉發展中心

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
明愛油塘幼兒學校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培育子女成為抗逆小先鋒 
家長講座  

「從不完美的成長到身心解離」
公開講座 

讓音樂同行交流夜 
明愛黃耀南中心20週年分享晚會

「越難．越愛」
夫婦衝突處理工作坊

情緒自療系列之
「重建希望之樹」體驗工作坊

「不再壞心情」幼兒沙遊小組
及家長工作坊 

「相約星期一」 已婚夫婦 / 
退休夫婦雙月會

精神健康急救證書課程

Green Saturday 綠色星期六

『童心看世界II』聯校親子
互動劇

2019年3月22日(五) 
10-11:30am

2019年3月23日(六) 
2:30-4:30pm

2019年3月23日(六)
7:15-9:30pm

2019年4月13日(六) 
2:30-5:30pm

2019年4月12日(五)
9am-晚上

2019年4月17至5月29日 
(逢三) (除1/5假期外)

9:30am-12nn

2019年4月26日至5月24日
 (五) 

7-8:15pm 

2019年5月6日(一)
9:30-11:30am

2019年5月7-28日(逢二) 
7-10pm

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

2019年開始每月最尾的星期六
 (12:00nn-2:00pm)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中心偶到處Green Zone

中心

荃灣城門道9號9樓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荃灣城門道9號9樓

透過雙月會形式，以愛惜自己、珍視伴侶為主題，
  學習放鬆方法，分享婚姻之道，保持內在美、外在美

服務 / 主辦 單位 服務 / 活動 / 計劃名稱 日期 及 時間 活動及計劃內容 / 服務重點地點 備註

孩子從小開始要面對沉重的考試及升學壓力，在成長
路上亦會遇到無數不同的困難，是次講座將講解父母
應如何幫助孩子提升抗逆能力，讓孩子能夠勇於接受
挑戰，正面處理壓力，積極面對挫折。
內容:   1.  認識建立孩子抗逆能力的要素 
         2 . 培養孩子抗逆力及樂觀感的管教技巧 
         3.  在生活中建立孩子正向人生觀

成長塑造我們的現在，陶造我們的性格、情感取向和
思想模式。每個人的成長也總有不盡完美的部份，迫
使我們在未能成熟應付之前，面對重大的挑戰。身心
解離是我們在未能成熟應付，卻要面對重大挑戰時自
然產生，保護自我可繼續生存的對應方式。此保護機
制可伴隨我們成長，一方面保護我們，另一方面卻障
礙我們與自己、別人和社會連繫

照顧家人有時會感到壓力，照顧者會變得焦慮、緊張，負
面的行為往往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健康和人際關係。
靜觀是指有意識地、不加批判地、留心當下此刻而升起的
覺察力。這份覺察力可以讓我們以開放及接納的態度與當
下的經驗相處，並作出善巧的選擇和回應。

鼓勵同學感受貧富的差別，藉此提醒學生反思個人生
活態度

藉著音樂交流和分享，以肯定戒毒人士的成長和改變
。並透過頒發嘉許獎狀予成功維持操守的戒毒者，給
以鼓勵

1. 認識夫婦衝突的常見現象及背後原因
2. 了解自己與伴侶遇上衝突時的應對模式與態度
3. 學習處理衝突竅門

組織全校大型服務活動，師生舉行「長者學堂」，探
訪弱能人士、獨居長者及露宿者，又嚮應惜食與關懷
，組織剩菜回收行動等

1. 體驗個人成長和文化的關係
2. 檢視個人面對壓力的應對方法
3. 從痛苦、失控、無力到覺察、自主、釋放 

時常聽到家長表示孩子情緒不好，時常發脾氣，都不
知如何處理。那麼，參加沙遊(Sand Play)，讓孩子透
過與沙子一起遊戲，可放鬆心情之外，也能容易地將
內心的情緒、感受、壓力一同表達出來，重整孩子內
心的情緒。形式 ：沙盆、音樂創作等。(負責社工會
於小組前及最後一節面見家長傾談兒童的情況)

對象：有興趣增加對情緒病及精神病的
認識，尤其是懷疑身邊有這些困擾的人
士。不適合正飽受情緒病困擾的人士

1. 精神病的基礎認識：抑鬱症、焦慮症、物質濫 用
   及重性精神病 
2. 精神問題及危機出現時的徵狀及介入方法 
3. 精神健康急救的重點工作，如何防止問題進一步惡    
   化及如何為當事人提供支援
4. 社區資源的簡介及如何協助當事人尋求專業治療服     
   務及運用合適資源

創作『童心看世界II』親子互動劇場，讓兒童與家長
一同感謝天父的愛及表達對世界的關愛

過去幾次的活動, 感恩一班家長能放下追逐, 以身作則
去為小朋友展現何謂生活的價值, 陪伴子女一起製作小
手工, 參與兒時遊戲, 以致看一場中心播放的電影, 當中
給予小朋友的心靈力量遠比學習多個課程來得重要.也
希望愈來愈多家庭能接受這個氛圍, 讓歡笑喜樂的聲音
取代哭與責罵!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   

明愛其他社會工作服務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
服務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
服務

明愛樂群學校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
及支援中心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明愛聖若瑟中學 

40周年校慶暨開放日

靜觀減壓工作坊

天主教四旬期清貧宴

社區服務體驗日

2019年3月29日(五)
10am-12:30pm

2019 年 3 月 30 日 (星期六)
10am - 1pm

2019年4月10日 (三)

明愛樂群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9樓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本校  青衣社區  深水埗  石硤尾

《 愛‧分享 》《 愛‧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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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觀不同的著名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同工細心向學生介紹

            香港會計師公會

                公教婦女會

 自1996年起，香港會計師公會持續與香港明愛合作，內容包括會計師大使作同學的啟導者、

公開演說技巧訓練和專題比賽等。近年則以合辦『會計專業分享會』形式，讓學生了解會計專業的

工作範疇及進升階梯，介紹香港會計師公會，為學生提供有關的學習支援。此外，公會繼續為學生

安排參觀會計師事務所，使他們實地感受工作氣氛，了解會計專業的工作範疇及發展，更有專業會

計師分享工作經歷及感受，令學生獲益良多。

 自2012年起，公教婦女會一直資助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荃灣)舉辦親子遊戲治療小組、親子義工及獨居長者上門探望計劃。

公教婦女會主席及會員均充滿愛心，曾到石圍角邨探訪中心的受助家庭

，而每年更會在充滿感恩的聖誕節，到中心慰問幾十位獨居長者，預備

愛筵食物，與眾同樂!公教婦女會延續有愛社區服務精神，資助中心年度

親子義工計劃，服務石圍角獨居長者，目標是在社區上培育更多愛心親

子義工，為社區增添更多關愛。

學生在會計師大使的指導下完成專題比賽

會計師大使關心如何培育學生

會計師於「會計專業分享會」中分

享專業生涯的苦與樂

公教婦女會成員探望獨居長者

親子遊戲治療小組 - 

媽媽同小朋友一齊接受挑戰

親子義工隊為50 位獨居長者預備

午餐SUPER-BABY 親子義工隊

親子義工真系頂呱呱 - 

小朋友年紀小小好有愛

心，照顧婆婆 

學生在「專題比賽」中展示活潑一面

一直以來有賴不少機構團體的支持， 明愛才得以持續發展及優化服務。

      今期與我們分享同行點滴的  是來自不同介別的友好伙伴。

 連結各方    匯力量         傳揚關愛     齊分享
《 愛‧同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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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祝福 》



《 愛‧祝福 》

24 25



2726



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