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跨境及國際社會服務

2022年1月
至

2022年2月

活動通訊

上水中心
地址：上水龍運街2號北區社區中心2樓
電話：2353 6119

黃大仙中心
地址：九龍黃大仙下邨龍和樓地下1號
電話：2773 5773

上水中心微信 黃大仙中心微信



內地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
課程由香港教育局資助

兒童活動

內 容︰學習基礎英語、繁體字；認識社區資源；

個人成長活動、戶外參觀等。

對 象︰6 - 18歲內地新來港不足一年學童

費 用︰全免

名 額︰ 10 - 12人

日 期︰逢星期六

時 間︰上午9:00 - 1:00 或下午2:00 - 6:00 (共60小時)

查詢電話：6816 0986

報名手續：家長或監護人於辦公時間內帶同參加學童之

單程證正本及所需文件到本中心報名

(如單程證來港超過一年，但未曾在香港入學

者，可攜同最新之國內成績表作酌情報名用)



CBIC-RA-010122-140422-GC社區活動

漣漪學苑
- 婦女潛能發展計劃

資助機構：中國銀行(香港)

活動內容：中醫診脈處方(需要自己配藥)、針灸、傷科筋患痛症、頸肩肌筋勞損檢查/
經穴通衡理療。(活動不設即場登記，參加者需要預先登記名額，所有名額
先到先得。)

日 期：2022年1月16日 (星期日)
時 間：下午 2:30 – 5:15
對 象：關注個人健康之婦女(現時正領取綜援及低收入家庭援助之人士)、

長者、傷殘人士等
費 用：免費
名 額：44人
活動地點：黃大仙中心
查詢電話：2773 5799 或 6886 6369
負責職員：朱淑韻姑娘

CBIC-RA-160122-GC成人活動

活動內容：想吃得更健康?
註冊中醫師會講解健康飲食錦囊!

日 期：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30 – 12:00
對 象：全港婦女及有興趣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20人
活動地點：上水中心
查詢電話： 6886 6369
負責職員：張倩婷姑娘

CBIC-RA-200122-TC成人活動

社區人士把再用物品交到本中心，以換取換物劵，持劵人士可以於換領日換取物品

收集物品日期：
2022年1月1日至 3月31日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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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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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朱淑韻姑娘



友情友義在北區
主辦機構：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

活動內容：探訪北區寮屋居民，贈送禮物包，傳遞社區關懷訊息
日 期：2022年1月15、22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1:00 – 4:00
對 象：北區新來港人士及其家庭
費 用：免費
名 額：30人
活動地點：上水天平山村、上水圍
集合時間：下午 1:00
集合地點：北區社區中心2樓
查詢電話：2353 6119
負責職員：鄭玄健先生
備 註：活動完成後將獲法證書

IC-150122-220122-PC親子活動

線上講座
活動以zoom進行

香港法例話你知

活動內容：了解香港日常生活法例
(如：不亂過馬路、公眾潔淨及防
止妨擾規例)

日 期：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2:30 – 3:30
對 象：準來港人士及新來港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00人
活動形式：此活動以ZOOM進行
查詢電話：2773 5755 或 2773 5773
負責職員：朱淑韻姑娘

HAD(11)-050122-GC成人活動

求職話你知

活動內容：了解勞工法例資訊及僱員再培訓局
課程

日 期：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2:30 – 3:30
對 象：準來港人士
費 用：免費
名 額：100人
活動形式：此活動以ZOOM進行
查詢電話：2773 5755 或 2773 5773
負責職員：朱淑韻姑娘

IC-230222-GC成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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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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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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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3 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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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86) 132

6816 0986
6816 0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