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跨境及國際社會服務

2021年7 - 8月活動

S
U
M

M
E
R

T
IM

E



成人活動

活動編號：IC-260721-300721-CNL

日 期：2021年7月26日至30日

(星期一至五，共五節)

時 間：上午10:00 – 12:30

內 容：透過輕鬆互動的形式 , 認識香港日常

用語及本土文化 ,學習地道廣東話發音。

對 象：18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5人

活動地點：黃大仙中心

查詢電話：2755 2088 

負責職員：張雁玲姑娘

活動編號：IC-230821-270821-CNL

日 期：2021年8月23日至27日

(星期一至五，共五節)

時 間：上午10:00 – 12:30

內 容：透過輕鬆互動的形式 , 認識香港日常

用語及本土文化 ,學習地道廣東話發音。

對 象：18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5人

活動地點：黃大仙中心

查詢電話：2755 2088 

負責職員：張雁玲姑娘

活動編號：IC-190721-230721-WT

日 期：2021年7月19日至23日

(星期一至五，共五節)

時 間：上午10:00 – 12:30

內 容：透過輕鬆互動的形式 , 認識香港日常

用語及本土文化 ,學習地道廣東話發音。

對 象：18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2人

活動形式 : 此活動以ZOOM進行

查詢電話：2652 8772

負責職員：鄧樂敏姑娘

線上課
居住在新界的
報名優先

實體課
黃大仙上課

實體課
黃大仙上課



男士活動

成人活動

活動編號：IC-020721-230721-st.CYC

日 期：2021年7月2、9、16、23日 (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上午9:30 – 11:00

內 容： 1.分享自身經驗

2.從香港適應及管教子女了解自己的自我肯定感

對 象：18歲或以上新來港婦女

費 用：免費

名 額：8人

活動地點 : 上水中心活動室

查詢電話：2353 6119 

負責職員：鍾耀祖實習社工

活動目的： 1. 凝聚區內男士，運用自己技能，服務社區

2. 透過互助小組擴闊社交圈子

3. 透過不同活動，開展新的個人興趣

對 象：18歲或以上男士

費 用：免費登記成為組員

活動形式：定期舉辦不同形式聚會

查詢電話：2652 8737 或 2353 6119

負責社工：鄭玄健先生

活動編號：IC-120721-020821-PC

日 期：2021年7月12、19、26及8月 2日 (星期一)

時 間：晚上 7:00 – 8:30

活動目的：凝聚參加者一齊做運動，以便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活動內容：學習正確跑姿及基本跑步練習

對 象：30歲或以上男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0人

活動地點：上水北區運動場

查詢電話：2652 8737 或 2353 6119

負責社工：鄭玄健先生



活動計劃項目

「傾」計劃

對象：

6-14歲港籍兒童及其父母

(來港不足五年或跨境居住)

家長組及兒童組同時進行，共四節，每節兩小時。
參加計劃後，父母及兒童將被隨機分配到以下其中一類：

類別 家長組 兒童組

傾心
(情緒小組)

認識情緒、
放鬆技巧、
正面思想等

認識情緒、
情緒管理技巧、
正面思想等

最新小組日期：2021年7月16、23、30日及8月6日，重聚 9月3日
時間：下午2:30-4:30 

或

類別 家長組 兒童組

傾情
(資訊小組)

了解香港概況、
求職資訊與技巧、
孩子升學資訊等

了解香港概況、
升學資訊、
學習方法等

最新小組日期：2021年7月16、23、30日及8月6日，重聚 9月3日
時間：下午2:30-4:30 

目標：

協助參加者：

☆ 增加對情緒的知識

☆ 提升對情緒調節及管理的能力

☆ 增加家庭正面互動

☆ 鞏固親子關係

☆ 預防家庭衝突

活動地點：

上水中心206-207室 查詢：

負責社工：謝家浩先生及李耀星先生

查詢電話：2652 8780 或 2652 8770 

名額：12對親子

費用：免費

- 參加者需於小組前後及完結一個月填寫問卷，評估其情緒調節技巧/對香港社區資訊的認識
- 參加家庭完成所有小組及三份問卷，可獲港幣$100之現金禮劵

歡迎微信查詢!



「禁毒‧從家開始2」 -禁毒大使朋輩宣傳活動

活動規則

1. 手繪一幅以「家庭抗毒」為主題的畫作

2. 手持畫作拍照或製作視頻

3. 配上抗毒口號，發至微信朋友圈，向親朋好友宣揚抗毒信息，並收集50個點讚

4. 收集成功後，截圖發送到微信ISS BDF（ID: iss60608711）給工作人員確認

5. 將畫作原稿親臨上水中心交給梁家玲姑娘或羅湖中心程靜靜姑娘

備註：歡迎新舊義工參與活動，每位小朋友只可參加1次

童心共繪健康家園
對象：跨境/新來港學童(不限年齡)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成為我們的禁毒大使，你將可獲得：
1. 紀念品乙份
2. 不少於兩小時的義工服務經驗
3. 本中心頒發的禁毒大使義工證書

惜物惜福月
漣漪學苑–婦女潛能發展計劃

社區人士把再用物品交到本中心，
以換取換物劵，持劵人士可於換領日換取物品

收集物品日期：

即日開始

上午9:30 – 5:00

收集可再用物品種類

1. 個人用品 (不收衣服、鞋和襪)

2. 書籍 (不收雜誌、教科書或補充練習)

3. 玩具 (不收毛公仔)

4. 廚房用品 (不收利器)

5. 家具用品 (不收電器、充電及電芯類型物品)

換領物品日期：

2021年8月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5:00

活動地點：

黃大仙中心 及上水中心

查詢電話：6886 6369



7月
活動名稱 對象 名額 日期及時間 內容

IC-CCF-050721-090721-PC 

“兒童大使計劃”
小一以上

學生
10人

7月5,6,8,9日

(一,二,四,五)

下午2:30 – 4:00

1. 學習義工技巧，成為兒
童大使

2. 認識兒童權利
3. 參與街站服務，協助宣

揚保護兒童訊息

*參加者完成兒童大使訓練並參與街頭諮詢站活動，將獲發”兒童大使”證書

IC-ICF-150721-160721-PC

“自我保護技巧”工作坊

小一以上

學生
20人

7月15、16日

(四、五)

下午2:30 – 4:00

認識保護兒童權利及學習自
我保護技巧

IC-CCF-190721-230721-PC 

“防上欺凌，我做到”小組

小一以上

學生
10人

7月19,20,22,23日

(一,二,四,五)

下午2:30 – 4:00

1. 認識欺凌種類及成因
2. 認識欺凌所造成傷害
3. 學習處理欺凌方法
4. 如何防止欺凌發生

IC-CCF-260721-300721-PC

“保護身體我知道”小組
小一以上

學生
10人

7月26,27,29,30日

(一,二,四,五)

下午2:30 – 4:00

1. 認識身體及構造
2. 疾病與我
3. 健康小錦囊
4. 學習保護身體，免受傷害

8月
活動名稱 對象 名額 日期及時間 內容

IC-CCF-020821-030821-PC 

“防欺凌技巧”工作坊
小一以上

學生
20人

8月2、3日

(一、二)

下午2:30 – 4:00

認識何謂欺凌，講解處理校
園欺凌方法

IC-CCF-100821-130821-PC 

“防上欺凌，我做到”小組

小一以上

學生
10人

8月10-13日

(二至五)

下午2:30 – 4:00

1. 認識欺凌種類及成因
2. 認識欺凌所造成傷害
3. 學習處理欺凌方法
4. 如何防止欺凌發生

IC-CCF-170821-200821-PC 

“保護身體我知道”小組
小一以上

學生
10人

8月17-20日

(二至五)

下午2:30 – 4:00

1. 認識身體及構造
2. 疾病與我
3. 健康小錦囊
4. 學習保護身體，免受傷害

以上所有活動：

費 用︰全免

活動地點︰北區社區中心2 樓

查詢電話：2652 8737 或 2353 6119

負責社工：鄭玄健先生

「看孩子」計劃



報名須知：
• 報名後如欲退出，須儘快通知本社。
• 本社將發回正式收據，已交費用恕不退還。
• 為預防傳染病毒散播，請參加者自備口罩及個人清潔用品，

以便於活動進行期間使用。另外，凡有呼吸道感染病徵者，
應及早求診和留在家中休息，暫停參與活動。

• 請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對於私人財物在本社內因任何原
因而引致的損失，本社及其員工概不負責。

• 活動期間所拍攝的照片，部份會用作本社宣傳及出版等。
如有異議，請以書面通知本社職員。

• 你提供的資料將會用作申請本機構服務之用。根據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本機構所保存。

• 有關你的資料。如有任何疑問包括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
請聯絡有關職員或服務總監。

惡劣天氣安排：

天氣情況
中心
服務

室內進行的活動
水上活動* 戶外活動*

學 童 成 人

一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取消或延期 視乎情況而定

三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取消或延期

八號風球或以上 暫停

黃色暴雨 照常 照常 照常 取消或延期 視乎情況而定

紅色暴雨 照常 取消或延期 照常 取消或延期

黑色暴雨 暫停

2021年6月印制25份

中心資料：

地 址：上水龍運街2號北區社區中心2樓

（上水港鐵站E出口）

電 話：2353 6119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45

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熱線：

(852) 6816 0986

(86) 132 6816 0986

上水
中心

中心資料：

地 址：九龍黃大仙下邨龍和樓地下1號

（黃大仙港鐵站C2出口）

電 話：2755 2088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45

公眾假期除外

黃大仙
中心

微信

中心資料

WhatsApp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