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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欄
如有任何對中心服務或活動的意見，可填寫意見欄並交回中心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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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宗旨
明愛樂晴軒是一間主要為北區服務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北區區內精神
病康復者、懷疑有精神問題的人士及他們的家人／照顧者處理因精神健康狀況
欠佳而引起的問題，並為地區人士提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及康復服務。

服務對象
♦		15 歲或以上精神病康復者
♦ 	15 歲或以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但並未接受精神科服務的人士
♦		以上人士的家屬 /照顧者
♦		受情緒及精神困擾家長之 5－ 18 歲子女（小家屬）
♦		有意進一步認識 /關注精神健康的北區居民

服務範圍
♦		家訪 / 外展探訪服務
♦		初步精神健康評估並轉介有需要的個案至醫管局接受臨床評估及精神科治療
♦		個案輔導工作
♦		舉辦治療及支援小組工作
♦		舉辦多元化社交及康樂活動
♦		提供職業治療評估及訓練服務
♦		家屬支援服務
♦		舉辦教育性活動加強社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		為不同人士舉辦精神健康相關的培訓課程，如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申請服務流程

申請途徑

1.)	自行申請服務
2.)	由醫生、社工、輔助醫療人員轉介

中心收取轉介後由中心主任分派工作員跟進

工作員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會面及評估，並決
定以會員或個案形式接受中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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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非會員於中心範圍內禁止吸煙及飲用含酒精成份飲品	（包括啤酒）。
2.	 	會員/非會員在參與中心服務期間應保障其他人的私隱，不得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傾談及
發放他人個人私隱資料。

3.	 會員/非會員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損失中心恕不負責。
4.	 會員/非會員請保持地方清潔；不可隨地亂抛垃圾或隨地吐痰。
5.	 會員/非會員不能送贈金錢或禮品給工作人員。
6.	 會員/非會員進入中心範圍內禁止向他人借錢及售賣物品。
7.	 	會員/非會員請勿攜帶危險物品	（包括利器、易燃物品等）	進入中心範圍，以保障他人人
身安全。

8.	 會員/非會員在參與中心小組/活動期間如身體不適，要中途離隊，須立刻通知工作人員。
9.	 	會員/非會員嚴禁在中心範圍內作出不合理行為	 （包括：拍照、吵架、賭博、粗言穢
語…等），以至影響小組/活動推行，如經工作人員勸告無效，本中心有權終止會員/非會
員參與該次或其後的小組/活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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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指定小組/活動外，中心小組/活動均以抽籤形式進行。
2.	 	由於交表日工作較繁忙，交表日不接受新會員（包括照顧者會員）登記及申請，有需要人
士需要待中心的社工進行評估，並確認會員的身份後才可報名參加本中心舉行的活動。

3.	 	活動報名
	 •  會員必須先填妥通訊內的活動報名表並簽署作實，並於指定時段內到中心遞交報名表

格。所有沒有簽名的表格，中心將不作處理。
	 •  如有需要，會員可自行影印報名表格。
	 •  如因個別原因未能親臨本中心遞表，可請親友代為遞交表格。
	 •  工作人員會於交表日收到表格後提供一個「報名編號」，請會員小心保存，方便於中心

網頁查閱中籤結果。
	 •  會員可於接受電話報名日起，致電2278	 1015報名，每人限以電話報兩個非收費活動。經

電話報名之會員，凡報每季第一個月之小組/活動（即1月、4月、7月及10月）及所有外
出活動，即列為後備。

4.	 	公佈
	 •  本中心會於抽籤結果公佈日後一星期內致電通知中籤會員，如會員於公佈日一星期後仍

未獲通知，則表示活動未能抽中，本中心恕不另行通知。
	 •  如未能成功直接聯繫中籤會員，工作員會嘗試留言通知，中籤會員須回覆本中心知悉中

籤結果，如收費日後仍未接獲回覆或繳費，其活動資格將被取消，名額將由後備名單補上。
	 •  中心會於每月公佈日之後三個工作天內，把中籤名單上載到中心網頁，供會員查閱。為

保障參加者私隱，名單只列有「報名編號」。
5.	 	收費日
	 •  被抽中之會員，需於指定時段到中心繳交所需活動費用，如未能出席，可由親友代為繳

交。
	 •  會員繳交款項時，請即時當面點算清楚。
	 •  中心恕不處理任何會員間之金錢糾紛。
6.	 	如會員成功報名後而未能出席活動，須於活動前通知職員，否則有可能暫停下次參與活動
的權利。

7.	 	所有收費小組/活動一經繳費，所有費用恕不退回（因天雨關係或特別情況取消活動除外）。
8.	 	如參加者於小組/活動開始後才報名加入，必須繳交小組/活動全費。
9.	 	非於本中心內進行之活動【包括:	 戶外活動、借用場地】，職員會於活動前3個工作天內致
電通知參加者有關集合時間及活動需知。各參加者請準時出席活動，逾時而事前未有通知
職員，恕不等候。

10.		有關活動的詳細內容及報名細則，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中心亦會保留隨時修改任何活動
細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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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親身交表日
日期 時間 地點

12 月 3 日（二） 下午 2:00-5:00 及晚上 6:30-9:00
上水廣場 1119 室

12 月 4 日（三） 上午 9:30-12:30

電話報名
1-3月
外出活動

1月
小組 /活動

2月
小組 /活動

3月
小組 /活動

接受報名
日期

12 月 11 日（三）

截止報名
日期

不適用 不適用 1月 3日（五） 2月 7日（五）

備註
經電話報名此活動之會員，	
將自動列入後備名單

每人限報兩個非收費活動

報名熱線 2278	1015
註：本中心鼓勵未能親臨交表日者可邀請親友代交已簽署的報名表

公開抽籤日期
日期 時間 地點

12 月 10 日（二） 上午 09:30-10:00 上水廣場 1119 室
註：只進行所有外出活動抽籤

公佈日及收費日

    
1-3月
外出活動

1月
小組 /活動

2月
小組 /活動

3月
小組 /活動

公佈日 12月 12日（四） 12月 12日（四） 1月 10 日（五） 2月 14 日（五）

收費日
12月 20日（五）

下午
2:00-	5:00

12月 20日（五）
下午

2:00-	5:00

1 月 16 日（四）
下午

2:00-	5:00

2 月 21 日（五）
下午

2:00-	5:00
註：(1)		所有收費日於上水廣場1119室進行；
(2)	中籤者將於公佈日一星期內獲通知；
(3)	中籤名單於每月公佈日後3個工作天內上載到中心網頁(包括外出活動和小組活動)

今
季
重
要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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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情小聚已於20/9/2019 下午順利舉行，內容摘要如下：▲
 會員表達對上季及今季度活動的意見▲

 思健學院課程刊物新安排▲

 會員認識到中心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科護士的支援服務▲

 會員表達反「逃犯條例」引致連串社會事件的影響及感受▲

 介紹 SQS14（保障私隱及保密權利）和 SQS15（申訴）

會員意見：▲

 會員分享活動後補機制正面的經驗▲

 會員反映較多活動要自付交通費及沒有旅遊巴接送▲

 會員建議會員之間相片的轉發，應該預先得到大家的同意▲

 有會員建議外出活動能夠包午餐，但亦有會員同意午餐自費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食物▲

 會員指有些活動的日期待定，難安排時間參加▲

  會員讚賞 10-12 月季度活動的多元化及開心增多了外出活動的數量，表示滿意中心
服務，讚賞職員用心工作

回應▲

 中心希望會員學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到不同的地方，日後也可以自行前往▲

 中心嘗試從不同的平台讓會員了解及尊重個人私隱的重要▲

 有些活動要等候場地或合辦機構的回覆，只能暫定某個日期及時間

服務質素標準SQS介紹

閒情小聚 /書面意見摘要

制訂「服務質素標準」的目的為確保服務質素，讓服務使用者
能夠得到更佳的服務。而一至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已於過往通
訊中向大家一一介紹了，今期會重新介紹 SQS 1 及 2。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

隨時讓公眾索閱。

 1.1  服務單位須製備載有最新資料的手冊、資料單張或小冊子，說明其服務的
宗旨、目標、服務對象、服務的提供方法，以及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和退
出該服務的機制。

 1.2  服務說明所用的文字措辭，應以明白易懂為原則。這些說明資料應隨時供
可能需要接受服務人士、職員和社區人士閱覽。

 1.3  如情況適當，服務單位應將其服務說明資料派發給可能需要接受服務的人
士、職員及本區相關的服務機構或社區團體。

標準 2：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式。

 2.1  服務單位應將下列事項的處理政策和程式記錄在案：
  

▲

 哪些人士可申請接受服務和在何種情況下獲得此服務
	  

▲

 如何進行收納服務使用者的程序
	  

▲

 服務使用者如何退出該服務
	  

▲

 服務單位如何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

 服務單位如何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
	  

▲

 服務單位如何處理投訴
	  

▲

 如何讓服務使用者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2.2 服務單位定期檢討和修訂所有政策及程式。
 2.3  服務單位定有機制，藉以諮詢服務使用者和職員的意見，並將這些意見適

當地納入政策及程序檢討與修訂的過程中。
 2.4  政策和程序所用的文字措辭，應以明白易懂為原則。這些政策和程序應隨

時供服務使用者、職員或其他關注的人士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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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是香港規模最大的綜合
性博物館，按照中國傳統四合院佈局，
更吸引是館內的特色展覽廳。

三棟屋博物館
三棟屋是一條典型的客家圍村，於1987年重修
成三棟屋博物館後，正式免費開放予市民參觀。

　開放時間　

星期一、三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聖誕節前夕及農曆新年除夕：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農曆年初一及二休館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文林路一號
交通： 乘搭港鐵至車公廟站 A 出口，經人行天橋，

步行 5 分鐘。

地址：新界大埔林村
交通： 乘搭港鐵大埔墟站轉乘搭 64K 或 64P 號巴

士，在放馬莆站下車。
　　　 乘搭港鐵太和站轉乘搭 25K 號綠色小巴，
　　　在林村許願樹下車。

　開放時間　

星期一、三至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聖誕前夕及農曆新年除夕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地址：新界荃灣古屋里二號
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農曆年初一及二休館 交通： 乘搭港鐵至荃灣站；
       　　　或九巴路線 278P、278X

「春」出上水好推介
一年之計在於春，

林村許願樹
大埔林村的許願樹和天后廟是本地人與遊客祈
福許願的勝地，於農曆新年時尤其熱鬧。



各位樂晴軒的會員，一年一度的樂晴軒會員大會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舉行！藉著一
年一度的會員大會，讓會員聚首一堂，作彼此交流的平台，共同建立「樂晴是一
家」的和諧關係。中心的服務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前發展，實在有賴各會員的參與及
支持，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日期：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下午5:00
地點：祥華社區會堂 
對象：中心會員及有興趣的會員家屬
費用：全免

會員大會

內容：(1) 讓會員了解中心服務的情況及未來
發展方向

　　　(2) 聆聽及收集會員對中心服務的意見
　　　(3)會員作品展覽
　　　(4)茶點

明愛樂晴軒7

新一年度續會告示：
感謝過去一年一直支持樂晴軒活動的會員們，新一年又到了，是時候更新各位的會藉。
我們現正辦理登記新一個財政年度的會員名單，為便利閣下，我們將自動更新所有會
藉，而費用是全免的，會員及家屬均無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如閣下不同意更新會藉，請
致電2278 1016與當值職員聯絡。



思健學院2020年1-3月課程

思健學院2020年1月至3月課程

2020年1月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範疇 日期 時間 地點 學分

希望之路-和諧
粉彩創作體驗
RCND1910-001

復元
2020年

1月7日(二)、1月9日(四)、
1月14日(二)及1月17日(五)

下午
3:00-
5:00

上水廣場
1119室 8

喜慶吉祥迎
水仙

RCND1910-007
建立生活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4:30

上水廣場
1119室 2

愛自己。愛生
活身心康復
計劃

RCND1910-002

復元
2020年1月10日、1月17日、
1月24日、2月7日、2月14日、
2月21日、2月28日、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
10:30-
12:30

上水廣場
1119室 16

2020年2月課程日誌
認識香港街

RCND1910-003 自我倡導
2020年2月5、2月12日、
2月19日、2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
2:30-
4:30

上水廣場
1119/戶外 8

環保生活藝術
RCND1910-008 建立生活

2020年2月6日、2月13日、
2月20日、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
10:00-
12:00

上水廣場
1119室 8

2020年3月課程日誌
「幸福甜點」
黏土相架D.I.Y
RCND1910-009

建立生活
2020年3月3日、3月10日、
3月17日及3月24日

(星期二)

下午
2:30-
4:30

上水廣場
1119室 8

執拾家居有
辦法

RCND1910-006
建立生活

2020年3月5日、3月12日、
3月19日、3月26日

(星期四)

下午
2:30-
4:30

上水廣場
1119室 8

新增課程
舞出正能量

保持身心
康泰

2020年3月3日、3月10日、
3月17日、3月24日

(星期二)

下午
2:00-
4:00

和興體育館
1樓活動室 8

歡迎中心會員、家屬及社區人士成為學院的學生及報讀課程，
有興趣人士可以致電22781015聯絡中心職員索取課程刊物或
瀏覽中心網頁http://www.caritaswlnd.org，詳細了解課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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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樂晴軒35



J. 職業治療活動

(抽籤)

(抽籤)

　　「職業治療」並不單只注意在工作上。「職業治療」是一種全人
關顧的服務，職業治療師會評估康復者不同範疇，例如: 個人自理、
生活技能、社交及認知能力等不同範疇，有需要時透過不同的訓練提
升技能，讓康復者在社區當中獨立生活，過有規律及意義的人生。

職業治療服務介紹

內　　容：上班或上學都離不開與人相處，有些時候，人際間總會發
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有時又不懂如何圓滑的處理。是次小
組會透過不同情境題，去學習如何去面對人際間的問題。

日  期： 2020年1月9、16、23及30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下午3: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

內　　容：精神健康與生活作息相連，生活重整小組，幫助學員了解
自己原來的生活模式，並從新建立平衡的生活模式，強化
在日常生活的自理、社交、解決困難及工作能力，以至身
體、心理及精神層面達致平衡，提升自信和動力，促進康
復者順利重投社會，重過有規律及有意義的生活。

日  期： 2020年1月6、13、20（星期一）及21日（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下午1:00－下午2:15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

J.1 社交技巧小組

J.2 愛。生活工作坊（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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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內　　容：職業治療是什麼東西？是否只著重“返工”？沒有工作是
否職業治療就與你無關？是次講座會講解什麼是職業治
療，亦會介紹護腦小貼士，讓參加者了解如何保護腦袋，
保持腦部健康。

日  期： 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11:00－中午12: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2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

內　　容：精神健康與生活作息相連，生活重整小組，幫助學員了解
自己原來的生活模式，並從新建立平衡的生活模式，強化
在日常生活的自理、社交、解決困難及工作能力，以至身
體、心理及精神層面達致平衡，提升自信和動力，促進康
復者順利重投社會，重過有規律及有意義的生活。

日  期： 2020年2月4、11、18及25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下午3:45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

J.3 職業治療知多d及護「腦」小貼士

J.4 愛。生活工作坊（二月）

J. 職業治療活動

(非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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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內　　容：睡眠佔人生三份一的時間，但有些時候「失眠」卻找上
你。是次小組讓參加者了解「失眠」是如何發生，如何透
過改善睡眠衛生，去改善失眠情況，亦會介紹放鬆身心的
方法，去提升睡眠質素。

日  期： 2020年3月4、18、25日（星期三）及16日（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下午3: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

內　　容：日常家居環境都存在著不同的跌倒陷阱，而跌倒的後果是
可以很嚴重，例如骨折、失去活動能力等。是次講座希望
提升會員對跌倒風險的危機意識。亦都邀請了本中心的精
神科護士，講解藥物引起的跌倒風險及處理方法。

日  期：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30－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或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周穎淇姑娘、李豪傑先生

J.5 睡眠衛生小組

J.6 防跌講座

J. 職業治療活動

(非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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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護理活動

內　　容：由中心職業治療師及精神科護士，在特定的開放時間，作
基本身體檢查如血壓等等，精神科護士可單對單為有需要
的服務使用者解答有關醫護/藥物/精神健康上的疑問，如
有需要職業治療師更會提供評估服務，讓服務使用者更了
解自己的情況及需要。

日  期： 2020年1月8日，2月5、26日及3月4日（逢星期三）
時  間：下午4:00－下午6: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豪傑先生（精神科護士）、

周穎淇姑娘（職業治療師）

K.1 護「你」問診室

內　　容：每個人精神康復之路面對的困難都有所不同，但不是絕
望，只要主動正面處理困難，康復者亦可以重投社會，令
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本小組透過了解/重整/新建生活模
式，提升解難能力，促進個人對自己生活的管理，平衡生
活與治療。

日  期： 2020年3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二）
時  間：上午11:30－下午12:45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	共8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豪傑先生（精神科護士）、

周穎淇姑娘（職業治療師）

K.2 護「你」生活正向小組

(需甄選)

(需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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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性感冒「流感」是一種由病毒引致的疾病。本港全年
感染高峰期一般在一月至三月/四月及七月至八月。「流

感」病毒主要透過呼吸道飛沫傳播，一般患者會出現發燒、喉
嚨痛、咳嗽、頭痛、肌肉疼痛、流鼻水及全身疲倦等症狀。
　　患者一般會在 2 至 7 天內自行痊癒。然而，免疫力較低的人
和長者一旦染上流感，可以引致較重病情，並可能會出現支氣
管炎或肺炎等併發症，嚴重時更可導致死亡。健康人士亦有可
能發生嚴重流感感染，但只要平日保持健康生活及強身健體，
提升免疫力，當感染流感時，病情亦會較輕。
　　傳染期：病發前約1天至病發後5至7天內感染他人。幼兒或
免疫功能嚴重受損人士的傳染期甚至會更長。

預防傳染/感染「流感」: 
•		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眼之前；觸摸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
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20秒，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或乾手機弄
乾。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
清潔雙手。

•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
地方，及盡早向醫生求診。

•		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緊張、不要吸煙和避免飲酒，以建
立良好身體抵抗力。

•		接種季節性流感疫苗是其中一種預防季節性流感及其併發症的有效方法。

**合資格人士前往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接種疫苗，每劑季節性流感疫苗資助
額，醫生可能會額外收費，亦有一些醫生不會收費。政府已擴闊流感疫苗的資助組別以
涵蓋	50	至	64	歲的香港居民。其他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包括孕婦、65	歲或以上長者、6	個
月至未滿	12	歲、智障人士及領取傷殘津貼人士。

參考資料：
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2019）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http://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24/29.html
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2019）疫苗資助計劃詳情　http://www.chp.gov.hk/tc/features/46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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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3 月活動總表
A.	 藝行者
A.1 畫出新天地
A.2 靜物水彩畫
A.3 樂晴好書法－楷書
A.4 西洋書法－軟筆書法
A.5 懷舊金曲茶聚
A.6 樂活一派
A.7 「樂」在晴軒
A.8 做手工，賀新年－新年裝飾手工班
A.9 與大自然共聚－家居擺設DIY

B.	 動生活
B.1 乒乓球研習班
B.2 羽眾同樂
B.3 輕鬆練瑜伽
B.4 「樂」動～椅子操

C.	 男女主場
C.1 「佬」地方 （Men's Club）
C.2 「晴話．年華」（Lady's Light）

D.	 綠色部落
D.1 綠色兵團

E.		優勢綠洲
E.1 聯合國小食組
E.2 開心小食組
E.3 復元旅程
E.4 遊歷四方角
E.5 社會時事聽多D
E.6 記憶有「法」
E.7 溝通新角度
E.8 愛笑俱樂部
E.9 送「豬」迎「鼠」慶新年

E.10 環球美食賀生日
E.11 踏進新領域－跑馬地一日遊
E.12 文化心度行－認識少數族裔
E.13 花卉展覽半天遊
E.14 沙頭角農莊遊
E.15 細嘗大自然－香港濕地公園
E.16 新春綠遊「屯」藍地，海濱花園
E.17 閒情小聚

F. 義工服務－樂晴之友
G. 家屬天地－家屬支援服務
H. 家屬天地－小家屬服務
H.1 風箏飛翔大埔走
H.2 親子農莊新體驗
H.3 親親家長管教工作坊

I. 新青年地方    
 Youth	Connection
I.1 玩轉桌上遊戲
I.2  HKU X 龍虎山
I.3  Moive's night
I.4 樂活一派
I.5 「天生我才」

J. 職業治療活動
J.1 社交技巧小組
J.2 愛。生活工作坊（一月）
J.3 職業治療知多d及護「腦」小貼士
J.4 愛。生活工作坊（二月）
J.5 睡眠衛生小組
J.6 防跌講座

K. 護理活動
K.1 護「你」問診室
K.2 護「你」生活正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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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
午

1 2 3 4
E.8愛笑俱樂部 A.8做手工，

賀新年－新年
裝飾手工班

下
午

E.7溝通新角度 C.1「佬」地方
I.5「天生我
才」

上
午

5 6 7 8 9 10 11
A.9與大自然
共聚－家居擺
設 DIY

E.3復元旅程 A.8做手工，
賀新年－新年
裝飾手工班

A.8做手工，
賀新年－新
年裝飾手工
班

下
午

J.2愛。生活
工作坊（一月）

K.1護「你」問
診室

E.7溝通新角度
J.1社交技巧小

組

D.1綠色兵團
I.5「天生我
才」

上
午

12 13 14 15 16 17 18
A.9與大自然
共聚－家居擺
設 DIY

E.3復元旅程 A.8做手工，
賀新年－新年
裝飾手工班

F. 義工服
務－樂晴之
友

下
午

J.2愛。生活
工作坊（一月）

B.4「樂」動∼
椅子操

E.7溝通新角度
J.1社交技巧小

組

I.5「天生我
才」

上
午

19 20 21 22 23 24 25
E.3復元旅程 A.9與大自然共

聚－家居擺設
DIY

下
午

J.2愛。生活
工作坊（一月）

J.2愛。生活
工作坊（一月）

E.6記憶有
「法」

B.2羽眾同樂
E.7溝通新角度
J.1社交技巧小

組

上
午

26 27 28 29 30 31
A.9與大自然共
聚－家居擺設

DIY

E.11踏進新
領域－跑馬地
一日遊

下
午

B.4「樂」動∼
椅子操

B.2羽眾同樂
E.7溝通新角度
J.1社交技巧小

組

I.5「天生我
才」

1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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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
午

1
下
午

上
午

2 3 4 5 6 7 8
A.5懷舊金
曲茶聚

E.3復元旅程
H.3親親家長管教

工作坊

A.4西洋書法－
軟筆書法

E.1聯合國小食組

E.8愛笑俱樂部

下
午

A.2靜物水
彩畫

B.1乒乓球研習班
E.16新春綠遊「屯」
藍地，海濱花園（簡

介會）
J.4愛。生活工作坊

（二月）

A.6樂活一派
E.6記憶有「法」
K.1護「你」問診

室

B.2羽眾同樂
E.4遊歷四方角

B.3輕鬆練瑜伽
C.1「佬」地方
D.1綠色兵團

I.1玩轉桌上遊
戲

上
午

9 10 11 12 13 14 15
H.1風
箏飛翔
大埔走

A.5懷舊金
曲茶聚

E.3復元旅程 A.4西洋書法－
軟筆書法

E.1聯合國小食組

F. 義工服
務－樂晴之
友

下
午

A.2靜物水
彩畫

B.1乒乓球研習班
J.4愛。生活工作坊

（二月）
E.16新春綠遊「屯」
藍地，海濱花園 

(活動 )

B.4「樂」動∼椅
子操

B.2羽眾同樂
E.4遊歷四方角

B.3輕鬆練瑜伽
E.10環球美食
賀生日

I.1玩轉桌上遊
戲

I.2 HKU X 
龍虎山

上
午

16 17 18 19 20 21 22
A.5懷舊金
曲茶聚

E.1聯合國小食組
H.3親親家長管教

工作坊

A.4西洋書法－
軟筆書法

A.1畫出新天地
下
午

A.2靜物水
彩畫

A.7「樂」在
晴軒

B.1乒乓球研習班
J.4愛。生活工作坊

（二月）

A.6樂活一派
E.6記憶有「法」

B.2羽眾同樂
E.4遊歷四方角
E.9送「豬」迎
「鼠」慶新年

B.3輕鬆練瑜伽
I.3 Moive's 

night

上
午

23 24 25 26 27 28 29
A.5懷舊金
曲茶聚

E.1聯合國小食組 A.4西洋書法－
軟筆書法

A.1畫出新天地

J.3 職業治療
知多 d及護
「腦」小貼士

下
午

A.2靜物水
彩畫

A.7「樂」在
晴軒

B.1乒乓球研習班
J.4愛。生活工作坊

（二月）

B.4「樂」動∼椅
子操

E.4遊歷四方角
K.1護「你」問診

室

B.2羽眾同樂
C.2「晴話．年

華」

B.3輕鬆練瑜伽
C.1「佬」地方
D.1綠色兵團

I.1玩轉桌上遊
戲

2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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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
午

1 2 3 4 5 6 7
E.5社會時事聽多 D H.3親親家長管教

工作坊
K.2護「你」生活正

向小組

A.1畫出新天地
A.4西洋書法－軟

筆書法

E.8愛笑
俱樂部

E.15細嘗
大自然－
香港濕地
公園

下
午

A.2靜物水彩畫
A.7「樂」在晴軒

E.2開心小食組 A.6樂活一派
B.1乒乓球研習班
E.6記憶有「法」
J.5睡眠衛生小組
K.1護「你」問診

室

A.3樂晴好書法－楷書
I.1玩轉桌上遊戲

上
午

8 9 10 11 12 13 14
E.5社會時事聽多 D K.2護「你」生活正

向小組
A.1畫出新天地

A.4西洋書法－軟
筆書法

J.6防
跌講座

下
午

A.7「樂」在晴軒 E.2開心小食組 B.1乒乓球研習班 B.3輕鬆
練瑜伽

A.3樂晴好書法－楷書
D.1綠色兵團

上
午

15 16 17 18 19 20 21
E.5社會時事聽多 D
E.12文化心度行－認

識少數族裔

H.3親親家長管教
工作坊

K.2護「你」生活正
向小組

A.1畫出新天地 E.17閒情小聚 E.14沙
頭角農
莊遊

下
午

J.5睡眠衛生小組 E.2開心小食組 A.6樂活一派
E.6記憶有「法」
J.5睡眠衛生小組

B.3輕鬆
練瑜伽

A.3樂晴好書法－楷書

上
午

22 23 24 25 26 27 28
E.5社會時事聽多 D K.2護「你」生活正

向小組
A.1畫出新天地

下
午

E.2開心小食組 J.5睡眠衛生小組 會員大會 A.3樂晴好書法－楷書
C.1「佬」地方

上
午

29 30 31

下
午

3月份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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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新入職的精神科護士李豪傑先生
（PAUL），我為人活潑，喜愛運動、煮食及
做家務，動靜皆宜，未來日子希望與大家一同
分享及學習，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給大家。

另外，本中心社工黃杏兒姑娘，活動幹事陳衛航先生和文員陳鳳清姑娘於上季度已經離

職，在未來的日子，本單位會繼續為各會員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服務，答謝各位的支持。

職員
動
向

大家好，我是11月新加入樂晴軒的福利工作員劉寶珍姑娘。
好開心可以認識大家，我平日喜歡看電影和到處遊歷，期待

在未來和大家互相認識和分享！

司徒卓怡姑娘轉職感言：
不經不覺在樂晴軒工作已經超過十個年頭，在其間認識了很多很好的會員，令我在各方面
都有不同的成長。多謝大家，多謝您們的包容和笑容，讓我每日的工作都樂在其中！

明愛樂晴軒4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9:00-1:00 9:00-
12:00

1:00-5:30

中心開放時間

各項警告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雷暴警告 ( 註一 )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或以上

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以下是本中心於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如戶外活動舉行前的兩小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或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取消或改期。
‧�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如對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2278�1015查詢。

註一：職員將按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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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樂晴軒9

專屬天地–A.藝行者

內　　容：以大自然為題材，藉木顏色素描抒發個人的情懷，培養寧
靜的心境。

日  期： 2020年2月19、26日，3月4、11、18及25日
（逢星期三，共六節）

時  間：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4位
費　　用：全免
導　　師：趙雅然女士
負責職員：李詠嫻姑娘

內　　容：靜物水彩畫着重觀察及理解，繪畫靜物水彩畫有助學習專
注力及訓練邏輯思維，也讓繪畫者在繪畫時可靜心，讓身
心在繪畫時得到休息及平靜。

日  期： 2020年2月3、10、17、24日及3月2日
（逢星期一，共五節）

時  間：下午3:00－下午5: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2位
費　　用： $20
負責職員：羅啟明先生
備　　註：此畫班會提供基本水彩畫具，如參加者有

個人水彩畫具歡迎自備出席。

A.1 畫出新天地

A.2 靜物水彩畫

　(抽籤)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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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A.藝行者

內　　容：中國書法乃國粹之一，一撇一捺一點勾畫出傳統美學，在
書寫過程中洗滌心靈，專注於筆尖觸及宣紙留下墨跡的一
刻。讓我們一起凝神定氣，學習與欣賞中國書法，及了解
歷代書法家作品之磅薄氣勢。

日  期： 2020年3月6、13、20及27日
（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下午4: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20
負責職員：壽伊雯姑娘

內　　容：放慢生活的步伐，專注在筆尖下的世界，記錄下感動你的
一字一句，運用創意為字句添上色彩和裝飾，一同感受練
習書法所帶來的平靜。

日  期： 2020年2月5、12、19、26，3月4及11日
（逢星期三，共六節）

時  間：上午10:00－上午1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20
負責職員：張銳瑜姑娘

A.3 樂晴好書法—楷書

A.4 西洋書法－軟筆書法

　(抽籤)　

　(抽籤)　



明愛樂晴軒11

專屬天地–A.藝行者

內　　容： 大家平日喜歡高歌一曲嗎？小組由職員即場彈奏耳熟能唱的
金曲，透過歌詞帶出正能量，與參加者一同彼此共唱，不論
有否唱歌基礎的參加者皆可參加。

日  期： 2020年2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8－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黃恩奇先生

A.5 懷舊金曲茶聚

內　　容： 以音樂作為框架，透過不同音樂體驗活動讓參加者放鬆緊張
情緒，並學習壓力管理技巧，掌握減壓方法。參加者不需要
有任何音樂基礎。

日  期： 2020年2月17、24日，3月2及9日（逢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黃恩奇先生、陳承晞先生
備　　註： 屬治療性小組，期望參加者能出席四節活動

A.7 「樂」在晴軒

內　　容： 音樂早已被認為是一個表達情緒的有效途徑，也是與他人溝
通的橋樑。參加者可透過彈奏電子琴、結他、低音結他及爵
士鼓，讓參加者體驗夾Band樂趣。

日  期： 2020年2月5、19日、3月4及18日（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 晚上7:00－晚上8:30
地  點： 待定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6位
費　　用： $30
負責職員： 黃恩奇先生
備　　註： 參加者需對音樂樂器有基本認識

A.6 樂活一派

　(抽籤)　

(治療小組 需甄選)

(需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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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A.藝行者

內　　容： 新年又到了，想不想為家居添一點新年裝飾手工呢？此班將
會製作不同類型的新年手作，讓大家快樂過新年。

日  期： 2020年1月3日（星期五）、8日（星期三）、
11日（星期六）及15日（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2位
費　　用： $20
負責職員： 羅啟明先生

A.8 做手工、賀新年－新年裝飾手工班

內　　容： 希望為家中增添一些生氣嗎？此小組會以一些大自然的素
材，如木頭、果實、花朵、枝葉等來製作一些家中擺設。當
中導師會和大家分享基本的插花技巧，包括擺位、色彩搭配
和選材方法等。

日  期： 2020年1月6、13（星期一）及23、30日（星期四）（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8位
費　　用： $40
導　　師： 李鳳嬌女士
負責職員： 李綺嫺姑娘

A.9 與大自然共聚－家居擺設DIY

　(抽籤)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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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 B.動生活

內　　容：大家一同體驗乒乓球的樂趣，一同切磋球技，一同輕鬆做
運動。

日  期： 2020年2月4、11、18、25日（星期二），
3月4及11日（逢星期三）（共六節）

時  間：下午3:00－下午5:00
地  點：粉嶺聯和墟體育館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2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羅啟明先生
備　　註： 請參加者穿著合適運動服

內　　容：以開心輕鬆的心情享受羽毛球活動的樂趣，歡迎大家參
加，一起同樂。

日  期： 2020年1月23、30日，2月6、13、20及27日
（逢星期四，共六節）

時  間：下午3:00－下午4:00(待定)
地  點：粉嶺和興體育館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2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詠嫻姑娘
備　　註： 請參加者穿著合適運動服

B.1 乒乓球研習班

B.2 羽眾同樂

　(抽籤)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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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 – B.動生活

內　　容：運用流暢的動作使一系列瑜伽式子織在一起，每一個動作
都前後連貫，與人體呼吸保持協調一致，在動作過程中體
驗靜思的神奇。整套姿態的先後次序都經過精心設計，並
能調理身心，達到內心平靜。

日  期： 2020年2月7、14、21日、28日（星期五），
3月12及19日（星期四）（共六節）

時  間：下午4:00－下午5:00
地  點：上水保榮路體育館1樓活動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2位
費　　用： $60
負責職員：麥翠霞女士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

2. 瑜伽墊由體育館提供，無需自備

內　　容：椅子操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活動除了讓大家更了解身
體的適應能力之外（平衡力，肌耐力），更能刺激身體的
「快樂」因子。

日  期： 2020年1月15、29日、2月12及26日
（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下午4:30－下午5: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承晞先生
備　　註： 1. 活動前需填寫「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

2. 本活動由職業治療師提供一次「平衡力」的評估；
3. 參加者請穿著舒適的運動衣、包跟及
 包趾鞋，毛巾及帶備充足的食水。

B.3 輕鬆練瑜伽

B.4 「樂」動～椅子操

　(抽籤)　

　(抽籤)　



專屬天地－C.男女主場

男士主場

接下來的1－3月，「佬」地方將為大家帶來十分豐富有趣的活動︰
主  題： 男士行山樂 行鴨寮，聊一聊 「佬」吹 (共兩次)
日  期： 28/2/2020（五） 27/3/2020（五） 3/1/2020（五）

7/2/2020（五）
時  間： 待定 待定 下午2:30－下午4:00
名  額： 30位（男士會員）
費  用：按個別活動收費
負責職員：岑嘉龍先生、羅啟明先生、陳承晞先生
備  註： 1. 報名及詳情可致電2278-1016與負責職員聯絡

2. 有意繼續參與「佬」地方的會員，仍需於活動報名表上報名

C.1 「佬」地方 (Men’s Club) 

　(非抽籤)    
　

內　　容： 「佬」地方，顧名思義，就是要塑造一眾男士可以聚腳
的地方。既可發掘自我潛能，增進自我認識，又能夠與
志同道合的男士共同面對挑戰，互相交流及扶持。而為
了方便各位男士參加活動，「佬」地方已從上一季起把
活動日期定於每季的第一個星期五及每個月的第四個星
期五進行，歡迎各位男士一同來「佬」地方聚一聚，吹
一吹

明愛樂晴軒15

專屬天地 – B.動生活

內　　容：在大家耳熟能詳的音樂下，透過簡單的舞蹈，讓大家暫時
放下煩憂，放鬆身心。在過程中，亦能作不同的新嘗試，
突破自己，發掘自己，增加自信心。

日  期： 2020年3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待定）

時  間：下午2:00－下午4:00
地  點：和興體育館1樓活動室
名  額：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4位
費　　用： $40（出席達100%，可獲全數退出）
負責職員：張銳瑜姑娘
朋輩導師： 馮婉萍（萍萍）

舞出正能量（思健學院課程）

　(抽籤)　



女士主場

2020年1-3月  活動通訊 16

內　　容：這是一個全新的女士活動，歡迎女士會員參與。「晴話．
年華」的意思是期望建構一個屬於女士的平台，藉以分享
歲月的情話；當中互相學習、互相交流和勉勵。我們相信
每個人也可以成為別人的老師和別人的祝福。是次聚會
以互相認識及共同建構來年的活動為主。期望大家一起參
與，建立一個屬於各位女士的守望平台。

日  期：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2:30－下午4: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20位（女士會員）
費　　用：全免
負責職員：李綺嫺姑娘、黃笑珊姑娘

C.2「晴話．年華」（Lady's Light）

專屬天地－C.男女主場

　(抽籤)　



D.1 綠色兵團

本季內容：繼上季「綠捨離」，今季綠色兵團會以「綠綠無窮、年年有餘」為主
題，邀請各位成員一起發揮環保創意手藝，籌備在會員大會上向更多
人推廣綠色生活態度，我們又會外出探訪本地農莊，自費品嚐健康的
齋菜，體驗「綠」在生活中！

日  期：2020年1月10日、2月7日、2月28日、3月13日（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下午2:30－下午4: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外出活動待定）
費  用：$30
負責職員：李瑚靜姑娘、羅啟明先生、李詠嫻姑娘
備  註：若社區人士有興趣參加綠色兵團的活動，可先向負責職員查詢相關詳情。

「綠色兵團」是一個互助小組，希望藉綠
色生活改善每個人的生活質素，透過探索大

自然環境、種植盆栽植物、D.I.Y.製作環保
手作、認識社區中的綠色資源等，從中互相

分享、互相支持、交流綠色生活的智慧及經

驗。熱愛大自然與綠色生活的您，或想結識

志同道合的綠色好友，歡迎加入成為「綠色

兵團」的一份子，一同來探索及實踐綠色生

活的可能！

(非抽籤)

月餅製作，又健康又好味     

大家一齊「無肉食」，食飽行花墟 秋葵本菇炒蛋
大成功！

製作健康素菜好開心

明愛樂晴軒17

專屬天地–D.綠色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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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天地–E.優勢綠洲

內　　容： 香港是美食之都，「聯合國小食組」與你一同學習世界各地
的飲食文化，品嚐道地小食。歡迎大家一同細味，藉此分享
日常樂事。

日  期： 2020年2月5、12（星期三）、18及25日（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1:00－下午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0位
費　　用： $60
負責職員： 李詠嫻姑娘

E.1 聯合國小食組

內　　容： 「開心小食組」主要透過製作簡單小食，提升人與人之間的
聯繫，一起分享食物和日常生活的故事。

日  期： 2020年3月3、10、17及24日（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下午4:30
地  點：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活動室（待定）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0位
費　　用： $40
負責職員： 李詠嫻姑娘
備　　註： 請參加者自備食物盒

E.2 開心小食組

內　　容： 「復元」一字源於復元模式（Recovery Model），是指一
個在經歷精神病的挑戰後，認識自己和建立有意義生活的過
程。歡迎大家來來探索「復元」這個旅程，發掘自己的優
勢，在起伏中成長。

日  期： 2020年1月7、14、21，2月4及11日（逢星期二，共五節）
時  間： 上午11:00－下午12: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張銳瑜姑娘

E.3 復元旅程

　(抽籤)　

　(抽籤)　

　(抽籤)　



專屬天地–E.優勢綠洲

明愛樂晴軒19

內　　容： 桌上遊戲除可讓我們練練腦筋、考考反應之外，還可以減壓
放鬆、結識朋友。這小組會帶你認識五花八門的桌上遊戲。
歡迎加入這個趣味滿分的小組。

日  期： 2020年2月6、13、20（星期四）及26日（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 下午2:30－下午4: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周晞琳姑娘

E.4 遊歷四方角

內　　容： 很多人都容易出現健忘的時候，而這種暫時性的健忘，其實是
生活太忙碌，同時需要處理太多事情。小組先讓大家認識及了
解左腦右腦的應用，及後學習提升記憶力的方法。

日  期： 2020年1月22日，2月5、19日，3月4及18日
（逢星期三，共五節）

時  間： 下午4:30－下午5:3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陳承晞先生
備　　註： 本活動由職業治療師提供一次「認知治療」的評估。

E.6 記憶有「法」

　(抽籤)　

　(抽籤)　

內　　容： 輕鬆聚一聚，來談談時事近況、社區大小議題。無論是一向
關心社會民生，或想認識更多福利政策，不妨來交流一下，
平等地分享、聆聽彼此看法吧。

日  期： 2020年3月2、9、16及23日（逢星期一，共四節）
時  間： 上午11:30－下午1: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李瑚靜姑娘

E.5 社會時事聽多Ｄ

　(抽籤)　



專屬天地–E.優勢綠洲

2020年1-3月  活動通訊 20

內　　容： 透過桌上遊戲，一同認識自己慣常的溝通模式，並提昇正面
溝通及合作技巧。

日  期： 2020年1月2、9、16、23及30日（逢星期四，共五節）
時  間： 下午2:30－下午4:00
地  點： 上水社區會堂30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 10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周晞琳姑娘
備　　註： 屬治療性小組，期望參加者能出席五節活動

E.7 溝通新角度

　(治療小組 需甄選)　

內　　容： 「笑出開心、笑出健康」，大笑瑜伽始創於印度孟買家庭科
醫生Dr. Kateria，是結合大笑動作、腹式呼吸和簡單的瑜伽伸
展動作而成的一種運動，老少咸宜，簡單易學。現時全球有
100多個國家，超過6000多個大笑俱樂部。現誠意邀請各位
有興趣成為愛笑瑜伽大使的你，一起向地區人士推廣這項令
身心健康的活動。

日  期： 2020年1月2日，2月6日及3月5日（逢星期四，共三節）
時  間： 上午11:00－12:30 或 下午2:30－4:00
地  點： 上水社區會堂309室 /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活動室（待定）
名  額： 25名
負責職員： 蘇嘉寶姑娘

E.8 愛笑俱樂部

內　　容： 透過遊戲互動，希望參加者之間可以加深互相認識。透過聚
餐相聚，參加者們可以共同喜迎新一年的到來。

日  期： 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2:00－下午4:00
地  點： 北區區內的酒樓
名  額： 康復者會員35位，照顧者會員13位 共48位
費　　用： $130
負責職員： 壽伊雯姑娘、周穎淇姑娘、李詠嫻姑娘

E.9 送「豬」迎「鼠」慶新春

　(外出活動 抽籤)　

　(非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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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藉著品嚐多國家的慶生小食，希望與參加者一同經歷盡興及
難忘的生日會，共渡歡樂的時光。

日  期：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3:00－下午5:00
地  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5位（1－3月生日會員優先）
費　　用： $30（1－3月生日會員）、$40（非生日月份會員）
負責職員： 壽伊雯姑娘、李詠嫻姑娘

E.10 環球美食賀生日（1－3月生日會）

內　　容： 跑馬地地下蓄洪池計劃是渠務署一項主要防洪工程，透過參觀
了解渠務署設施及其運作，並遊覽跑馬地特色街道及景點，一
同認識這個曾被稱為「快活谷」的地方。

日  期： 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
時  間： 上午9:30－下午5:30
地  點： 跑馬地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下
解散地點： 上水廣場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4位
費　　用： 全免（自備來回車費和午膳費）
負責職員： 陳承晞先生、張銳瑜姑娘
備　　註： 1. 請參加者穿著舒適衣物及鞋子，部份路段有斜坡及樓梯，

2. 請考慮個人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加

E.11 踏進新領域－跑馬地一日遊

內　　容： 少數族裔佔香港人口約8%，我們有何相同？有何分別？藉著
今次的活動，我們可以互相認識，互相了解。

日  期： 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9:30至下午5:00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1119室及葵荃區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非會員 共15位
費　　用： 全免（自備來回車費和午膳費）
負責職員： 壽伊雯姑娘、李詠嫻姑娘
備　　註： 參加者自備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的心

E.12 文化心度行－認識少數族裔

　(抽籤)　

　(外出活動 抽籤)　

　(外出活動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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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參觀由康樂文化事務署主辦的「2020香港花卉展覽」，欣賞來
自世界各地，悉心栽培的花卉和造型獨特的園景及花藝擺設。

日  期： 2020年3月（待定，視乎花展舉辦日期）
時  間： 下午1:00－下午5:00
地  點：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6位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周晞琳姑娘、羅啟明先生

E.13 花卉展覽半天遊

內　　容： 沙頭角農莊是一個環保及自然生態園，坐落於沙頭角塘肚村，
內有不少古樹、沉香園和羅漢松園，既可遠離市區欣賞自然生
態，又可重溫當年的舊火車站歷史。讓我們一起走進去揭開沙
頭角解禁後的神秘面紗。

日  期： 2020年3月21日（星期六）（暫定）
時  間： 上午9:00－下午4:00
地  點： 沙頭角塘肚村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6位
費　　用： $80（包燒烤食物，自備來回車費）
負責職員： 李瑚靜姑娘、羅啟明先生

E.14 沙頭角農莊遊

內　　容： 香港濕地公園位於天水圍北部，其中分為訪客中心及濕地保護
區，設有專題展覽、紅樹林浮橋和三間觀鳥屋等，展示香港濕
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增加大家對濕地生態系統的認識。

日  期： 2020年3月5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8:45–下午4:30
地  點： 香港濕地公園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下
解散地點： 上水廣場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6位
費　　用： 全免（自備來回車費和午膳費）
負責職員： 黃恩奇先生、張銳瑜姑娘
備　　註： 請穿著舒適衣物及鞋子

E.15 細賞大自然－香港濕地公園

　(外出活動 抽籤)　

　(外出活動 抽籤)　

　(外出活動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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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屯門的後山有一條隱世的屯門徑，在山上可看到屯門市的景
像，途中有彩虹欄杆，更有一個湖水綠得像翡翠的水塘；飽覽
屯門市景後可到訪嶺南樓自費品嘗中式茶點；行程會途經具七
大海濱之稱的屯門海濱花園，這處可欣賞迷人的海濱及恬靜的
海濱長廊。

日  期： 「簡介會」2020年2月4日（星期二）
「活　動」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

時  間： 「簡介會」下午4:30－下午5:30
「活　動」上午9:30－下午5:30

地  點： 「簡介會」上水廣場1119室
「活　動」屯門

集合地點： 上水廣場大電視下
解散地點： 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康復者會員/照顧者會員 共12位
費　　用： $10（自備來回車費和午膳費）
負責職員： 陳承晞先生、李豪傑先生
備　　註： 1. 活動前需填寫「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

2. 請穿著舒適的運動衣、鞋，及帶備充足的食水；
3. 行走路段屬「易行」級別，參照（UIAA）評級評定；
4. 須注意身體的能力及量力而為，必須出席簡介會；
5. 路線需視乎當日的天氣及交通狀況，請留意最新消息。

E.16 新春綠遊「屯」 藍地，海濱花園

內　　容： 透過定期會員茶聚，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簡介新一季活動
和了解服務質素標準。

日  期： 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
時  間： 上午11:00－下午12:30
名  額： 會員 20位
費　　用： 全免
備　　註： 若會員想了解多點下期活動通訊，請勿錯過今次的茶聚。

E.17 閒情小聚

　(外出活動 抽籤)　



聚會內容︰樂晴之友是一個以義工為己任的長期小組。樂晴之友收集了各義
工的意見後，決定將樂晴之友的聚會定於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上午 10:30舉
行，以讓更多義工能參與這個有意義的小組。在未來的 1-3月，我們會在於
農曆新年製作書法揮春，並回顧過去一年樂晴之友的義務工作之成果。

主  題︰ 書法揮春
送暖

義工成果
展品製作

義工回顧
分享營

日  期︰ 18/1/2020
上午10:30－

下午12:00

15/2/2020
上午10:30－

下午12:00

待定

地  點： 上水社區會堂
309室

上水社區會堂
309室

待定

對  象︰ 康復者會員 / 照顧者會員 / 社區人士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岑嘉龍先生、張銳瑜姑娘、壽伊雯姑娘
備  註︰ 1. 報名及詳情可致電2278-1016與負責職員聯絡

2.  有意繼續參與樂晴之友的會員，仍需於活動報名表上報名
 

樂晴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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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專欄

Ｇ家屬天地 – 家屬支援服務

「與你同行」家屬小組 

家屬的支持往往是康復者的強大後盾與復元動力，而且很多家屬在全
天候地去照顧復康人士的同時容易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有不少家
屬需要同時照顧家中老弱傷病，於過程中均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有見
及此，本單位計劃了一系列以身、心、社、靈全人健康概念，以及復
元為本之主題的家屬活動，讓家屬能舒緩自己的壓力及更重視自我照
顧，更可藉此分享照顧心得及互相支援，凝聚同路人與康復人士結伴
同行復元之旅。

主  題︰ G.1參觀香港家連家
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G.2身心康泰伸展班 G.3家屬相聚日︰

身心靈洗滌之旅

日  期︰ 2020年1月（待定） 2020年2月（待定） 2020年3月（待定）
時  間︰ 待定 下午2:30－下午4:00 待定

活動地點：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
康倡導協會（旺角） 待定 待定

對  象︰ 家屬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蘇嘉寶姑娘、周晞琳姑娘
＊如你有興趣成為本中心之家屬會員，可致電 2278-1016與當值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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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家屬天地 – 小家屬服務

童心同行親子小組 活動回顧

一家人用玩具公仔創作故事

幾個家庭一齊合作
做家庭劇場

創作代表「我們這一家」的作品

父母製作代表子女的創作

我們家的開心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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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親子農莊新體驗

內　　容： 沙頭角農莊是一個環保及自然生態園，坐落於沙頭角塘肚
村，內有不少古樹、沉香園和羅漢松園，既可遠離市區欣
賞自然生態，又可重溫當年的舊火車站歷史。讓我們一起
走進去揭開沙頭角解禁後的神秘面紗。

日　　期： 2020年 3月 21日（星期六）（暫定）
時　　間： 上午 9:00－下午 4:00
地　　點： 沙頭角塘肚村
名　　額： 康復者會員連 5-18歲的子女，共 4個家庭
費　　用： 家長 $80，子女免費
備　　註： 參加者請穿著舒適衣服鞋襪，帶備充足的食水

H.1 風箏飛翔大埔走

內　　容： 冬天又到最適合放風箏啦～今次我地會一家人一齊設計同
製作獨一無二嘅風箏，再去大埔一齊放風箏！和家人在草
地上享用小食盒，享受下海濱嘅美麗風景。

日　　期：2020年 2月 9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10:00－下午4:00（午膳安排：參加者在上水自行用餐）
地　　點： 上水廣場 1119室及大埔海濱公園
解散地點： 大埔墟火車站
名　　額： 康復者會員連 5-18歲的子女，共 10個家庭
費　　用： 全免（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和午餐費用）
備　　註： 參加者請穿著舒適衣服鞋襪，帶備充足的食水

我們相信不同的親子活動，如有趣的創意藝術活

動和互動遊戲可以增加正面的親子相處時間，以

促進親子關係。另一方面，可以讓參加者認識情

緒、增加自我認識和增強自信。今季活動
歡迎你地參加!

　(抽籤)　

　(非抽籤)　



報名及查詢可致電 2278 1016向負責職員查詢
節數 主題 內容

第一節 聽聽孩子心底話 認識常見的兒童情緒及行為問題，
了解相關的社區資源

第二節 親子溝通無難道 學習親子溝通技巧，以建立有效的
溝通橋樑

第三節 照顧自己好心情 認識自己的情緒對子女的影響，學
習照顧自己和減壓方法

第四節 提升孩子自信小秘訣 認識自信心對子女發展的重要性，
學習提升子女自信的方法

H.3 親親家長管教工作坊

內　　容： 小朋友又扭計啦！小朋友又唔聽教啦！相信每一位父母都
好想教好小朋友，但對於管教小朋友感到無從入手，想小
朋友聽自己話，又想維持良好關係。我地希望透過管教工
作坊，一起探討管教孩子的各種挑戰，明白子女多一點，
學習有效的管教技巧。

日　　期： 2020年 2月 4日及 18日，3月 3日及 17日  
（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　　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　　點：待定

名　　額：10位康復者會員（育有 5-18歲的子女）
費　　用：$10
負責職員：戚凱茵姑娘（Helen姐姐）及溫偉健先生（釘釘哥哥）

　(抽籤)　

Ｈ家屬天地 – 小家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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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家屬天地 – 小家屬服務

溝通是什麼?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透過語言、文字和身體語言等媒介，互相傳遞及接
收訊息的過程。

你每天會花多小時間靜下來與孩子傾心事 ?10 分鐘 ?15 分鐘 ? 還是半
小時 ? 根據 2019 年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訪問 509 名本港中小幼子女的家
長的調查中，發現近 3 成的家長每天與子女傾訴心事少於 15 分鐘的父
母亦佔 26.3%，當中約 1成受訪家長更是與子女「零傾談」。
父母每天要工作、打理家務和協助子女的功課溫習，甚少空間容許自己

可靜下來聽聽孩子的心事。

如想了解子女更多，促進與子女的關係，需要建立「每天傾計時間」，

了解子女的心聲

一方面想了解子女的想法和感受，另一方面，
             點解親子溝通咁重要? 有效的親子溝通可以達到以下目的：
  ‧傳遞訊息   ‧瞭解對方

  ‧建立和諧的關係  ‧增進彼此的感情

溝通模式中可分為語言內容和非語言表達。
語言內容即是我們平日的說話，非語言表達指聲
調和身體語言，包括目光接觸、面部表情、點頭、
坐姿、身體動作、身體距離、衣著、飾物等。

明愛樂晴軒29

童心家長天地

訊息

發出訊息的人 接收訊息的人



Ｈ家屬天地 – 小家屬服務

什麼是有效的溝通?
有人說過「最好的溝通，是要說對方聽得懂的話」，怎樣才讓孩子聽懂
我的話 ?
今日有三個有效的溝通小錦囊同大家分享，包括：表達尊重、運用同理
心和促進真誠的溝通。

(1) 表達尊重
尊重是一種態度，尊重和有耐性地聆聽子女的看法，暫時停止表達自己
的期望或看法、放下手上的工作，專心和關懷地聆聽子女。非語言表達
中的身體語言亦十分重要，父母的持開放的姿態，以關懷的眼神望向子
女，並加以點頭和以「唔」等回應子女。避免以嘲笑、命令、批評和眨
損的方式與子女溝通。

(2) 運用同理心
同理心即是換位思考，可以設身處地去理解或感受他人所經歷的事物的
能力。是表達同理心時，某程度和上述反映感受，有相類似之處，有時
亦分享自己內心，但多點表達出同行和嘗試，例如︰「如果媽媽和你一
樣遇到此情況，相信也會同樣地感到害怕！」、「爸爸此刻在你身邊，
嘗試感受你當時被責罵和不被認同的那份無助，如果爸爸和你一樣遇到
此事，也會感到不開心！」。同理心的表達有助親子間打開心窗、拉近
距離，並促進子女抒發感受，建立愛的連繫。

(3) 促進真誠的溝通
家長可把觀察到有關子女的情緒反應，用真誠的言詞向子女反映，讓子
女明白家長在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這種表達是出於關懷和支持，
純粹將所見的感受反映出來，而不帶批判性。反映感受亦可促進家長主
動打開親子溝通話題，嘗試設身處地感受子女的狀態，從而讓子女產生
同感後，逐步向父母表達更多內心感受。

參考資料：

教育署 家長教育推行小組 (2002)《甜蜜有效的親子溝通》。
擷取至網頁：https://www.chsc.hk/chi/content_chsc/sub_1_03.pdf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2019) 「家長的工作時間與親子關係」意見調查。
擷取至網頁：http://www.ife.org.hk/media_detail.php?id=1101
彭安瑜 (2019 年 2 月 8 日 )《親子溝通樂》。
擷取至網頁：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8%A6%AA%E5%AD%90%E6%BA%9D%E9%80%9A
%E6%A8%82\
韓曄姑娘 (2018)《親子為何溝而不通》。香港青年協會出版。
擷取至網頁：http://psn.hkfyg.hk/dispute/detail/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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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青年地方Youth Connection

　　年青人是充滿力量同希望嘅一個群組，樂晴軒希望透過唔同類型
嘅活動去connect大家，聽聽大家嘅心聲同提供一個地方比自己放低
情緒，了解自己。

I 新青年地方 Youth Connection

內　　容：同一班年輕人玩不同的桌上遊戲，可以考反應、動動腦、
合作、破解難題。等埋你吔嚟同我地一齊鬥智鬥力！

日  期： 2020年2月7、14、28日及3月6日（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晚上7:30－晚上9:0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15-29歲康復者會員 共10名
費　　用： $10（購買茶點用）
負責職員：溫偉健先生（Daniel）、

壽伊雯姑娘（Fiona）

I.1 玩轉桌上遊戲

內　　容：香港大學入面嘅大學街、中山階、荷花池、陸佑堂，你又
去過未呢？一齊嚟HKU各個打卡位影靚相，再由HKU行龍
虎山上山頂，過個充實嘅週末啦!

日  期： 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
時  間：早上10:00–下午5:30
集合地點：上水廣場大電視下
解散地點：香港大學站
名  額： 15-29歲康復者會員 共16位
費　　用：全免（自備來回車費和午膳費）
負責職員：溫偉健先生（Daniel）、戚凱茵姑娘（Helen）
備　　註： 1) 路段有長斜坡，請考慮個人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加

2)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運動鞋及帶備充足的食水

I.2  HKU X 龍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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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青年地方Youth Connection

內　　容：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探索個人才能，包括價值、態度、
技能及知識（VASK）。鼓勵大家在學業和工作以外追求多
元化發展，揀選合適自己的方向。

日  期： 2020年1月3、10、17及31日（逢星期五，共四節）
時  間：晚上7:30－晚上9:00
名  額： 18-29歲康復者會員 共8名
費　　用： $10
負責職員：溫偉健先生（Daniel）、戚凱茵姑娘（Helen）
備　　註：報名及查詢可致電2278 1016 向負責職員查詢

內　　容：其實我好鍾意睇電影架，不過一個人睇又有啲寂寞，不如
我地一齊睇下電影、傾下計同識下朋友仔啦!聽講仲有爆谷
同特飲添～

日  期：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7:00－晚上9:30
地  點：上水廣場1119室
名  額： 15-29歲康復者會員 共10名
費　　用： $10
負責職員：壽伊雯姑娘（Fiona）、戚凱茵姑娘（Helen）

I.3  Movie's night

內　　容：音樂早已被認為是一個表達情緒的有效途徑，也是與他人
溝通的橋樑。參加者可透過彈奏電子琴、結他、低音結他
及爵士鼓，讓參加者體驗夾Band樂趣。

日  期： 2020年2月5、19日及3月4及18日（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  間：晚上7:00－晚上8:30
地  點：待定
名  額： 18－29歲康復者會員 共6名
費　　用： $30
負責職員：黃恩奇先生
備　　註：參加者需對音樂樂器有基本認識

I.4  樂活一派

I.5 「天生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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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蒲點

I.  新青年地方Youth Connection

時光倒流睇平戲
全新的「MCL長沙灣戲院」原址是20多年前的「麗新戲院」，戲院除了採取
了簡約的工業風為主題外，價格更是本次開業的大賣點！戲院以「時光倒流
二十年，當年今日價」為題，正價戲票只售當年「麗新戲院」1997年的戲票
定價港幣$45，而3D戲飛亦只需港幣$65！
戲院設有4間影院，其中兩個為無機房設計，均設有4K數碼投影系統和杜比
7.1數碼環迴立體聲音響系統及，院內提供逾400個無遮擋視野座位。
由於價錢吸引，戲院吸引區內區外客人，經常有戲院滿座情況，建議預早購
買戲票，非會員網上訂票須付$10手續費。

注意：最新票價請參考官方網站
地址：長沙灣道680號G/F, G56及
　　　G58-59號舖麗新商業中心
電話：(852)3153 2808

D2 Place
唔想再行千篇一律品牌的商場？由MCL長沙灣戲院8分鐘步程就到D2 Place
由外部新潮的型格裝潢，到內裡擺賣的手作小店，處處充斥文青氣息，成
為西九龍文化創意新地標。商場2樓劃出12,000呎的多用途活動空間，於每
個周末舉辦不同主題的「D2 Place Weekend 
Markets周末市集」，引入不同本地原創產
品，建立屬於年輕人的創作平台。

地點： 2/F, D2 Place荔枝角長義街9號  
(荔枝角港鐵站D2出口)

費用：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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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向社區人士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
性，及讓更多人認識到中心的服務，
我們將走進北區的不同地點去擺設街
展宣傳。

在剛過去的9月18及19日，我們來到上水火車站天橋，不少街坊都走過來傾訴心情、學習放鬆呼吸法，大家又留下鼓勵說話互相打打氣！兩日來我們共派發了1000把宣傳扇及600張打氣書簽，在此感謝會員義工的熱情幫忙和眾多街坊的支持！ 

　　如果你也對街站義工服務感興趣，又或者想幫忙設計宣傳物（文字、圖片等），歡迎向我們投稿及與負責職員（李瑚靜姑娘）聯絡！希望下次在街站上能與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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