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素食「煮」意
內　　容：�親子合作製作素食及飲

品，學習低碳飲食文化。
日　　期：2月 16 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30-4:30
地　　點：一樓家政室
對　　象：區內家長及其子女
名　　額：10對親子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趙銀菊姑娘

啟思小學小六社區探訪
內　　容：�帶同禮物包探訪區內劏

房住戶，了解其生活情
況及香港住屋問題。

探訪義工：小六學生及義工家長
日　　期：1月 22 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 時間待定 )
地　　點：本中心及區內
對　　象：居於劏房住戶
名　　額：35戶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趙銀菊姑娘

養生操及生命故事彩繪
內　　容：1.�透過實物彩繪表達、

聯繫及分享。
　　　　　2.�家長透過養生操學習

保健知識。
日　　期：1月 5至 1月 26 日
　　　　　�( 逢星期六 )
時　　間：上午 10:00-12:00
地　　點：一樓活動室
對　　象：親子�
　　　　　(6 歲或上子女及其家長 )
名　　額：10個家庭
費　　用：全免
負責社工：郭文緯先生

健康我至營
內　　容：�烹煮有營健康食品，達

致健康飲食。
日　　期：1月 23 日�( 星期三 )
時　　間：上午 10:00-11:30
地　　點：一樓家政室
對　　象：區內婦女
名　　額：12人
費　　用：全免
負責社工：曾小蘭姑娘

2019年1-3月
小組或活動

園 來 有 趣「味」  
內　　容：�運用自然界的香味，去

刺激小朋友的感官世
界，透過不同的刺激與
學習，提升其認知、行
為及溝通技巧，並提升
親子關係。

日　　期：2月 23 日 ( 星期六 )�
時　　間：上午 10:30�-12:00
地　　點：本中心一樓活動室�
對　　象：區內親子
名　　額：8對親子�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譚枝妍姑娘

「親親」親子‧碟古巴特拼貼
內　　容：�透過製作碟古巴特拼貼作

品，從中建立更優質親子
時間，享受親子樂趣。

日　　期：1月 19 日 ( 星期六 )
時　　間：上午 10:30�-12:00
地　　點：本中心一樓活動室
對　　象：區內親子
名　　額：8對親子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譚枝妍姑娘

親子迷你揮春體驗工作坊
內　　容：�在導師指導下，親子自

選揮春，共同撰寫及創
作揮春，迎接豬年來
臨。

日　　期：1月 5日 ( 星期六 )
時　　間：下午 4:30�-6:00
地　　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 心�2 樓 Room�E( 多
用途活動室 )

對　　象：親子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李湖深先生

根據舒茲茨�(William�Schutz,�1958)�的人際需求理論，人際關係是基於

人對愛、歸屬和控制的慾望。任何人都有表達和接受愛的慾望。其次，

任何人都有希望存在於別人團體中的慾望。另外，任何人都有希望影響

周圍人與事的慾望。而我們相信，通過人們了解群己關係，個人在群體

中的角色與定位，並學習情緒管理及有效的人際溝通技巧，人際關係會

獲得提升，人際需求將獲得滿足。

愛己：先了解自己
人與生俱來有社交和情感需要，透過社交建立與其他人的情感連繫，與

人互動的過程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塑造我們的自我概念。「祖哈里窗」

(1955) 將一個人的心分成四個部份，闡釋當人與人的關係漸深時，人對

自己的瞭解也加深，從而明白自己的內在需要。

愛人：建立有效的溝通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讓我們從群體生活 ( 包括家庭、朋友、學校、工

作等 ) 獲得安全感、歸屬感和支持，有效的溝通是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

重要因素。

51%原則�
51% 原則很簡單，意思是說在改善人際關係上，我們的責任佔 51%，

即是說我們要走出第一步。在 Steven�Covey 的「與成功有約」（1989）

中提出，我們需要的第一個習慣就是「操之在我」，沒有人可以令到我

們開心或不開心，可做到的只有自己。其實每一件事情，我們也要負上

責任，主動踏出第一步是改善人際關係的重要關口，如常將責任推在別

人身上，除會妨礙自己的成長，也會窒礙與人建立良好的溝通。

易地而處
試看看旁邊的水杯，你看到的水有多少？ Specific：具體

Precise：明確
Action-oriented：實際行動
Constructive：建設性
Empathetic：投入

★�耐心聆聽，保守秘密

★�不以「是非」建立關係

★�實話實說，但需留意用詞，避免傷害別人

★�交心者，苦樂皆可共享

★�做錯事能夠向對方坦誠道歉

★�接納別人犯錯，給予機會

★�讚賞別人，欣賞別人的長處

許多時候我們會根據自己過往的經驗、習慣、當下的情緒等去判斷及看

待一件事情，所以每個人對同一事情的反應都可不同；同樣地，對別人

的看法也會受我們過往的經驗所影響，從而影響我們與他人建立關係。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良好的溝通，首要的條件就是看法。我們曾否試

過跟別人溝通的時候，怎樣也溝通不來，就好像對牛彈琴一般？溝通做

得不好，我們會覺得別人需要作出改善。我們永遠把改善人際關係的責

任，投放在對方的身上，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是對的。如果我們學會易

地而處，嘗試站在別人的角度嘗試去了解對方的想法，同時也要學會包

容他人不同的看法，溝通自然會順暢很多。

自知 不自知

別人知

開放的我 不自知的我

有 關 自 己 的 訊 息， 包 括 行
為、態度、感情、願望、動
機、想法等，是自己和別人
也知道的部份，包括缺點和
優點。

看不到自己的優劣，但在別
人的眼中，卻是一目了然，
這就是所謂個人的盲點。

別人不知

隱藏的我 未知的我

對外封閉的區域，包括個人
的思想、感受、經驗等，別
人無法測透。這個私隱地帶
的開放程度由自已控制。

自己和別人都不知道的部
份，包括個人未曾覺察的潛
能，或壓抑下來的記憶、經
驗等。

真係好，
我仲有半杯水！ 唉…

得返半杯水咋！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60週年鑽禧活動回顧

　　在11月18日下午，由多位香港足球名宿組成的香港傳奇，在灣仔修頓足球場
上演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60周年足球邀請賽，由國際社職員隊比拼香港傳奇足球
隊。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除邀請香港傳奇，還有太陽國際體育會U13足球
隊踢表演賽。已有一段時間未有出戰的香港傳奇包括：陳發枝、張志
德、顧錦輝、余國森、山度士、李健和、招重文、羅繼華及陳志康等多
代港足名將在陣，教練為黃文偉。 
　　香港傳奇面對有體育專員楊德強助陣的國際社職員隊，上半場強陣出戰，李健和、山度
士、余國森、陳志康、顧錦輝、招重文及陳樹明正選。國際社職員隊有些非洲兵落場，戰況激
烈。傳奇足球隊最後以3:2險勝由不同種族球員組成的國際社職員隊。 
　　香港傳奇守衛顧錦輝賽後表示，以表演賽來說，今場算是相當激烈。

建立有效溝通和人際關係小Tips

人際致富

　　國際社特別在11月18日上午假灣仔修頓球場舉辦「創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多國籍人士參與
的太極課」活動，揉合運動以推動和實踐多元共融。
　　是次活動得到灣仔區議會、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及香港武術聯會的鼎力支
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香港武術聯會會長霍震寰先生、灣仔區議會主席
吳錦津先生及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女士及多國總領事及領事館代表等
應邀作主禮嘉賓，為挑戰活動揭開序幕。張建宗感謝國際社多年來為超過十六萬少數族裔提供
服務。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主席何掌邦先生致詞時表示：「國際社於過去60年來一直跨越邊界服
務兒童和家庭，今天我們齊集了56個國籍的人士參與太極課，與本社共融的宗旨不謀而合。太
極是有益身心的運動，講求陰與陽的和諧，我們今天集合許多不同國家人士一同學習太極，齊
創世界健力士紀錄，也體現了國際社以至香港這多元化都會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精神。」
　　當日活動得到近400位56個不同國籍人士支持參與，多國總領事及領事館代表更應邀一同
參與歷時30分鐘的太極課，眾人成功創下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多國籍人士參與的太極課」，都
不禁歡呼慶祝，氣氛相當高漲。現場更設有不少遊戲攤位，讓一眾參加者輕鬆玩樂，分享完成
創舉的喜悅。

2018年是本社成立60周年，為慶祝鑽禧，我們共舉辦了三項盛事，分別為： 
56個國籍、約400人共同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 -「最多國籍人士參與的太極
課」、國際社60周年足球邀請賽，以及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60週年晚宴。現
和大家一同重溫三大慶祝活動花絮。

　　11月30日晚，本社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辦了60週年晚宴，當晚廣邀本社之合作夥伴、
政商、及本社同工分享過去一年的成果，場面熱鬧鼎盛。本社當晚喜獲行政長官林太擔任晚宴
主禮嘉賓，將活動推向高峰。
 　　在這個難忘的晚上，我們創造了許多值得紀念的美好時刻：長期服務員工的貢獻得到表
揚、參與表演的同工展現了他們的多才多藝、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高度讚揚機構及我們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各位同工群策群力之下的成果！

 1	 近400位來自56個國家人士齊學太極
	 共創健力士世界紀錄！

	2	 足球邀請賽

	3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60週年晚宴

備注 :�參加者請帶同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前來報名。

愛 ‧ 嬉皮
內　　容：˙�培養個人興趣，發揮自我
　　　　　˙�認識皮革製作工具，學習基本製作技巧，親手製作零錢包
日　　期：1月 18 日 ( 星期二 )� 時　　間：下午 5:00-6:30
地　　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 樓 Room�E�( 多用途活動室 )
對　　象：區內人士� � � 名　　額：15 人
費　　用：免費� � � 負責社工：趙銀菊先生

肌膚護理站
內　　容：�D.I.Y沐浴露及洗髮乳，

呵護肌膚
日　　期：2月 19 日�( 星期二 )
時　　間：上午 10:00-11:30
地　　點：�一樓家政室
對　　象：區內婦女
名　　額：12人
費　　用：全免
負責社工：曾小蘭姑娘

啟思小學小四社區探訪
內　　容：�帶同禮物包探訪，了解

長者生活情況。
探訪義工：小四學生及義工家長
日　　期：1月 18 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 10:00-11:00
地　　點：本中心及富昌邨
對　　象：居於富昌邨長者
名　　額：24戶
費　　用：免費
負責社工：曾小蘭姑娘

人際致富

體格致富

心理致富

心靈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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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深水埗(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深水埗(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寄

• 有關停課安排，以天文台宣布為準。

• 家長可以就子女本身安全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  當天文台宣布在未來數小時內懸掛八號或更高風球，或將會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中心之所有班組及活動將全部取消。當此情
況下取消之各班組及活動，均不會獲補課或退退款。

•  中心酌情處理  - 如天氣惡劣，負責同事與服務總監商討，決定當
日活動取消或延期進行。

• 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86 6967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注意事項︰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A MEMBER AGENCY OF THE COMMUNITY CHEST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服務 通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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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安排
上午班組 下午班組 晚上班組

早上六時前 照常上課 照常上課 照常上課
早上十時前 停課 照常上課 照常上課
下午四時後 停課 停課 停課

天氣情況 中心服務
室內進行之班組/活動

水上活動 戶外活動
學童 成人

1號風球	/	雷暴警告 ✓ ✓ ✓ ✕ 視乎情況而定
3號風球 ✓ ✓ ✓ ✕ ✕

8號風球或以上 ✕ ✕ ✕ ✕ ✕

黃色暴雨 ✓ ✓ ✓ ✕ 視乎情況而定
紅色暴雨 ✓ ✕ ✓ ✕ ✕

黑色暴雨 ✕ ✕ ✕ ✕ ✕

颱風及暴雨過後復課安排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電話：2386	6967					傳真：2386	3231
電郵：sspsifsc@isshk.org		網址：www.isshk.org

出版數量：3,000本，2019年1月

八號風球/
黑色暴雨
除下

2019年1-3月

✓=活動	/	服務照常進行		
✕=活動	/	服務取消、立即停止(延期與否，負責職員將個別通知活動參加者)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er

活動幹事
Programme	Worker

	游愛蓮	
Ms.	Irene	YAU

	葉家恩	
Mr.	Kenneth	YIP

活動助理
Programme 

Assistant

周子樂	
Mr.	TL	CHOW

袁梁煒	
Ms.	Wai	YUEN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張綺雯	
Ms.	Betty	CHEUNG

行政組
Administrative	Unit

家庭輔導組/家庭支援組/家庭資源組
Family	Counselling	Unit/	Family	Support	

Unit/Family	Resource	Unit

譚枝妍
Ms.HEIDI	TAM

趙銀菊		
Ms.	Kuk	CHIU

夏一紅		
Ms	Eliza	XIA

古美蓮		
Ms.	May	KOO

郭文緯		
Mr.	Raymond	
KWOK

黎潔瑩		
Ms.	Wendy	LAI

林燕玲		
Ms.	Rita	LAM

李靜霖		
Ms.	Catherine	LEE

李創鑫		
Ms.	Anthony	LI

李湖深		
Mr.	Benny	LI

凌秀密		
Ms	Elisa	LING

鄧青雲		
Ms.	Erica	TANG

曾小蘭		
Ms.	Iris	TSANG

奚寅瑩		
Ms.	Yuki	XI

楊瑞麟		
Mr.	Alan	YEUNG

植志敏		
Ms.	Kiko	ZHI

社會工作員
Social	Worker

行政總裁	Chief	Executive
邱浩波先生	Mr.	Stephen	YAU

服務總監	Director	of	Programme
湛國榮先生	Mr.	Kerin	CHAM

助理服務總監	
Assistant	Director	of	Programme

楊鳳玲女士		
Ms.	Clarissa	YEUNG

颱風及暴雨警告
之 班組及活動安排

「家庭支援計劃」主要以外展形式接觸那些獲確認為極有
需要支援，但低動機接受服務或者不知如何求助的家庭。本
計劃有賴一班熱心的「關懷大使」義工協助，組織成社區照
顧及支援網絡。

你自己、家人或鄰居是否：
• 情緒低落及 / 或不穩定
• 怪責自己，甚至憎恨自己
•  不喜 歡 外出，害怕或拒 絕與

人交談
•  有個人及 / 或家庭問題困擾，

想向人傾訴但求助無門

若發現自己、家人或鄰居等人士在過去半年內出現有以上
徵狀，歡迎您致電2386 - 6967或在辦公時間內親臨本中
心查詢。

日期︰一月六日 
　　　(星期日)
地點︰大嶼山
內容︰ 家庭支援計劃

活動，認識社
區資源

日期︰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地點︰ 本中心一樓
　　　會議室
內容︰ 關 懷 大 使 聚

會、個案分享
及專題訓練

活動花絮
(1) 我的心

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媽媽們
的巧手插出一盆盆美艷的鮮花。

(2) 自家製 *布藝製作
自家製布藝手提袋，每個都是

獨一無二的。

中心
架構表

家訊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目 的
以「玩樂」

為主題	，

推廣「自由
遊戲」的概

念。

增加親子的
抗逆力，加

強照

顧幼兒的知
識及技巧，

強化家庭功
能。

	計劃內容
	親子自由玩樂小組
	兒童遊戲小組
	家庭活動
	遊戲工作坊／講座
	親子溝通訓練
	設立社區「遊戲坊」
	為玩樂家庭及關愛大使
	 	建立互相溝通平台

對 象
居於西九龍區

（深水埗、油尖旺為主）
育有0-9歲兒童的

家庭

	育有0-9歲兒童之家庭

	感到與孩子有溝通困難

	希望加強親子溝通

	提升照顧子女的知識及技巧

	強化支援網絡及認識社區

玩樂
家庭

社區中心資源通訊站

玩樂友里晴計劃
報名/查詢
填妥報名表格
交回本中心或
致電2386-6967
與負責職員聯絡

	育有0-9歲兒童之家庭

	有志服務社區之人士

	曾經歷與子女溝通困難

		為玩樂家庭提供照顧、管教幼兒等知識及支援服務

	轉化個人的生活經驗為知識技能

關愛
大使

女工合作社：社區二手店(勞資關係協進會)
服務內容：低價售賣由回收得到的二手物品社區中

心資源

通訊站

社區二手店		回收再用中心
地　　址： 荔枝角長順街5號長江工廠大廈5C(荔枝

角地鐵站A出口)
電　　話：2729 7023
電　　郵：crc@iri.org.hk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10時半至晚上6時半
(捐贈二手物品)

社區二手店
地　　址：長沙灣青山道100號D地舖
電　　話：2729 0373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11時至晚上7時半
(購買二手物品)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早上	9:00	-	中午	1:00

下午	2:00	-	下午	5:00

晚上	5:00	-	晚上	8:00 X X X X X
開放時間           X	=中心休息，另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心休息。

我們願意協助您！

我們正進行2018-2 0 1 9 年 度 「 關 懷大使」義工重新登記，詳情請聯絡本計劃同工。

日期︰三月
　　　(具體日期待定)
地點︰ 本中心一樓
　　　禮堂
內容︰ 家庭支援計劃

年度嘉許活動

家庭支援計劃嘉許禮家庭支援計劃活動 關懷大使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