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心誌
創刊號

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



於屯門及元朗區居住的分居/正辦理離婚的父母

及/或18歲以下子女，

父母雙方同意接受服務(適用於親職協調服務或

親子聯繫/子女交接服務)

「共享親職」輔導/親職協調服務

督導親子聯繫/子女交接服務

「以童為心」/「共享親職」訓練/工作坊/小組

「共享親職」社區教育服務

「共享親職」諮詢服務

服務宗旨及目標
聖雅各福群會本著「以童為心  親子重圓」的理念

成立童心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全力支援分居/離

異家庭，協助家庭面對危機。中心提供一站式的共

享親職支援服務，讓離異父母以子女為中心點，保

持雙方和平而理性地溝通，有效地履行父母責任，

使子女在穩定的親子聯繫下，適應家庭轉變，達致

身心健康發展。

 

服務對象

 

中心服務

機構及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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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 有一對小兄弟, 活潑可愛, 精靈醒目, 每天, 都在我工作的地

方談天說笑, 訴說著小學生活的點滴。 突然, 有一天, 他們變了, 哥哥

變得一臉怒氣, 像是恨透四周的人, 但又無從發洩; 弟弟更是愁容滿面,
感覺迷惘失落。多番關懷下, 弟弟告訴我, 父母要離婚了, 媽媽離家

了.......從此之後, 哥哥變得愈來愈封閉和情緒化, 性格相對單純的弟

弟, 仍然每天到中心, 訴說著父母離異後的孤單, 期待從中心得到一點

關懷、愛護....
    這一對小兄弟, 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服務對象, 卻一直在我心中.....亦
是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 父母離異對孩子的影響是如此深...
    隨著「聖雅各福群會童心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於2019年10月份

成立, 我們一群熱心熱血熱情的同事, 希望能秉著「以童為心, 親子重

圓」的精神, 陪伴受離異影響的父母及子女, 從家庭轉變中找到出路,
父母雙方學習共親職, 子女繼續得到愛。更希望, 透過參加我們的活

動, 讓你在童心圓這個空間, 感受到支持和力量。

中心主任  杜藹慈姑娘童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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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漫



童心影院

分身巴打 微電影

賽馬會兒童為本共享親職計劃

丁仔離家出走了！?
夾在離異父母的衝突漩渦中...

成為了父母眼中的傳聲筒...

承受著如此沈重的壓力...

讓離異父母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影片來源：    風傳媒

用手機掃描以開啟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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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進故事的世界 
繪本閱讀⼩組 (SCSCCG01)
本⼩組希望透過⾊彩繽紛的繪本將兒童

帶⼊故事的世界，幫助他們認識內在感

受和情緒，將正⾯訊息帶回⽣活當中。

活動⽇期：2019年12⽉6⾄27⽇

 (逢星期五 .  共四節)

活動時間：5:00 P.M. - 6:0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3-8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8-10⼈

費⽤：免費

負責同⼯：何朗晞先⽣ (註冊社⼯)

⾶越新天地
「多元家庭」親⼦⼩組 (更改)
(SCSCCG02)
透⽤不同家庭合作活動(⻝品製作、⼿⼯、

集體遊戲)，促進兒童的家庭參與。透過跨

家庭互助，⼀起增進跟⼦⼥的關係。

活動⽇期：2019年12⽉20,27⽇及

2020年1⽉3, 10⽇

(逢星期五 .  共四節)

活動時間：7:00 P.M. - 8: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兒童及其同住家⻑

預計參與⼈數：6-8個家庭

費⽤：免費

負責同⼯：馮耀中先⽣ (註冊社⼯)

童心樂

扮嘢王 
話劇表達⼩組 (SCSCCG03)
社⼯會以扮演經典童話故事⼊⼿，並透

過即興劇場的形式，讓兒童真實地表達

⾃我，培養正⾯的逆境能⼒。

活動⽇期：2019年12⽉23, 27, 30⽇及

2020年1⽉3⽇

 (逢星期⼀及五 . 共四節)

活動時間：5:00 P.M. - 6:0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6-12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8-10⼈

費⽤：$30

負責同⼯：郭羨男先⽣ (註冊社⼯)



童⼼⼤聲公 
兒童為本⼯作坊 (SCSCCP04)
我想爸爸媽媽聽我講，我可以點做啊？

⼯作坊會以不同遊戲、影⽚和即興話劇

幫助兒童了解⾃已與協調⽗⺟期望。

活動⽇期：2020年2⽉29⽇(星期六)

活動時間：10:30 A.M. - 12: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6-12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8-10⼈

費⽤：免費

負責同⼯：何朗晞先⽣ (註冊社⼯)

五星級⼤廚 
⻝品藝術創作⼯作坊
(SCSCCP02)
「⻝物除了餵飽我們，也能成為藝術的

材料？」在兩個⼩時的⼯作坊，兒童能

感受與別不同的⻝品藝術體驗。

活動⽇期：2020年1⽉18⽇ (星期六)

活動時間：10:30 A.M. - 12: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5-12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8-10⼈

費⽤：$20

負責同⼯：何朗晞先⽣ (註冊社⼯)

只⾔⽚語(Dixit) 
桌上遊戲活動 (SCSCCP03)
只⾔⽚語是⼀副由圖畫卡牌組合⽽成的

桌上遊戲。兒童需要發揮想像⼒，學習

聆聽和真誠地分享，促進社交能⼒。

活動⽇期：2020年2⽉8⽇(星期六)

活動時間：10:30 A.M. - 12: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6-12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6-8⼈

費⽤：免費

負責同⼯：何朗晞先⽣ (註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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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圓」 
圓圈繪畫藝術⼯作坊
(SCSCCP01)
當只有三個圓形的畫紙上以不同顏⾊、

不同形狀和不同演繹⽅式，合⼒拼湊出

⼀幅獨⼀無⼆的圖畫。

活動⽇期：2019年12⽉28⽇(星期六)

活動時間：10:30 A.M. - 12: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來⾃離異家庭的5-12歲兒童

預計參與⼈數：8-10⼈

費⽤：$20

負責同⼯：何朗晞先⽣ (註冊社⼯)



"和" 你鬆⼀鬆 
和諧粉彩⼩組 (SCSCPG02)
透過教授創作和諧粉彩作品及與組員分

享，讓參加者利⽤畫作將其⽣活壓⼒呈

現出來，從⽽學習與壓⼒共處。

活動⽇期：2020年2⽉6⾄27⽇

(逢星期四 . 共四節)

活動時間：2:00 P.M. - 4:0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 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50

負責同⼯：秦寶茹姑娘 (註冊社⼯)

「做個好爸媽」
離異⽗⺟親職⼩組
(SCSCPG03)
以⼩組形式，透過短講、情境討論、⻆

⾊扮演等，學習以「⼦⼥為本」的⽅式

與⼦⼥相處，扶助⼦⼥成⻑。

活動⽇期：2020年2⽉21⾄3⽉13⽇

(逢星期五 . 共四節)

活動時間：7:15 P.M. - 8:45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免費

負責同⼯：呂晃林先⽣ (註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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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親職

當我們嘗試教孩子關於

生活的一切時，

我們的孩子教我們生活

的意義是什麼。

安吉拉·施溫特

【以童為⼼ - 同住家⻑篇】共
享親職教育⼩組
(SCSCPG01)
協助離異⽗⺟明⽩共享親職對⼦⼥的重

要性，明⽩離異對⼦⼥的影響 ,讓⽗⺟了

解及關⼼⼦⼥的需要，並以合作的關

係，共同教養⼦⼥成⻑。

活動⽇期：2019年12⽉10,17⽇、

2020年1⽉7及14⽇

(逢星期四 . 共四節)

活動時間：10:00 A.M. - 11:30 A.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 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免費

負責同⼯：徐慧敏姑娘 (註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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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室 (SCSCPP01)
讓參加者暫時離開⽣活壓⼒, 透過⾳

樂、冥想、創作、分享, 紓緩情緒。

活動⽇期：2019年12⽉1⽇、2020年1

⽉12⽇、2⽉2⽇及3⽉15⽇

活動時間：10:00 A.M. -  12:00 A.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需要尋找⼼靈空間的分居

                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免費

負責同⼯：杜藹慈姑娘 (註冊社⼯)

「相」⼼悅⽬ 
攝影⼯作坊 (SCSCPP02)
以輕鬆⼿法簡易地將基本攝影技巧、光

影塗鴉創作、以⾄必殺構圖技巧傳授予

爸爸們。當掌握到⼀招半式後，爸爸可

成為⼦⼥的攝影⼤師，促進親⼦關係。

活動⽇期：2020年 1⽉ 10, 17, 24, 31⽇

(逢星期五 . 共4節)

活動時間：7:15 P.M. - 8:45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男⼠

預計參與⼈數：8-10⼈

費⽤：$30

負責同⼯：郭羨男先⽣ (註冊社⼯)

「漫步新⾥程」
 家⻑⼯作坊 (SCSCPP03)
「安全圈」養育課程是⼀個國際認可的

親職教育課程，透過其課程教材讓家⻑

了解兒童⼼理發展，學習與孩⼦⼀起共

渡家庭轉變，成為孩⼦的安全堡壘。

活動⽇期：2019年12⽉29⽇、

2020年1⽉5及12⽇

(逢星期⽇ . 共3節)

活動時間：4:00 P.M. - 5:0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3-8歲兒童的家⻑

預計參與⼈數：6-30⼈

費⽤：$20

負責同⼯：馮耀中先⽣ (註冊社⼯)



滋養⼼⽥
靜觀⼯作坊 (SCSCPP05)
透過靜觀學習 , 學會⾯對因離婚帶來

的壓⼒, 從中學習好好照顧⾃⼰。

活動⽇期：2020年2⽉11⽇ (星期⼆)

活動時間：10:00 A.M. -  11:30 A.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8-10⼈

費⽤：免費

負責同⼯：徐慧敏姑娘 (註冊社⼯) "和" 你 "粉" 飾⼈⽣ (家⻑)
藝術體驗活動 (SCSCPP06)
是次活動期望讓參加者體驗和諧粉彩

的魅⼒，不懂繪畫也能創作出具有你

個性的作品。

活動⽇期：2020年2⽉29⽇ (星期六)

活動時間：2:30 P.M. - 4: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50

負責同⼯：秦寶茹姑娘 (註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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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MASSAGE
按摩⼯作坊 (SCSCPP04)
讓爸媽學習簡單按摩技巧，⽇後應⽤於

親⼦相處中，促進家⻑與孩⼦的關係

活動⽇期：2020年1⽉17⽇ (星期五)

活動時間：7:00 P.M. -  8: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6-8⼈

費⽤：免費

負責同⼯：秦寶茹姑娘 (註冊社⼯)



在我們本身沒做父母之前，

我們從未理解父母的愛。
亨利·沃德·比徹

"和" 你 "粉" 飾⼈⽣ (親⼦) 
藝術體驗活動 (SCSCPP08)
透過認識及創作和諧粉彩作品，促進

親⼦關係，互相體驗共同合作、有商

有量的時間

活動⽇期：2020年3⽉7⽇ (星期六)

活動時間：2:30 P.M. - 4:30 P.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4⾄12歲兒童及其家⻑

預計參與⼈數：6對親⼦

費⽤：$50

負責同⼯：秦寶茹姑娘 (註冊社⼯)

「故事爸媽」學堂
故事伴讀⼯作坊
學習成為出⾊的「講故事⽗⺟」，⼦解

伴讀的樂趣，豐富⼦⼥知識，建⽴良好

親⼦關係。

活動⽇期：2020年2⽉4⽇ (星期⼆)

活動時間：10:30 A.M. - 12:30 A.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8-10⼈

費⽤：免費

負責同⼯：呂晃林先⽣ (註冊社⼯)

「植物有話兒」
瓶景製作⼯作坊
藉著與⼀草⼀⽊的接觸 ,，感受植物對

我們⽣活的啟發, 重拾⽣活動⼒。

活動⽇期：2020年3⽉10⽇ (星期⼆)

活動時間：10:00 A.M. - 11:30 A.M.

活動地點：中⼼活動室

服務對象：處於分居或離異階段的⽗/⺟

預計參與⼈數：8-10⼈

費⽤：$50

負責同⼯：徐慧敏姑娘 (註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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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CPP07)

(SCSCPP09)



 

童心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童⼼圓共享親職⽀援中⼼
Circle of Love Specialised Co-parenting Support Centre

地址：新界天⽔圍天恒邨停⾞場⼤樓B翼5樓

Address: 5B, Car Park, Tin Heng Estate, Tin Shui Wai, New Territories

電話：39213909

傳真：31043699

(天恆邨巴⼠總站內站⻑室乘      電梯直達)

http://circleoflove.sjs.org.hk

督  印  人 杜藹慈

何朗晞、馮耀中

何朗晞

2019年10月

編   輯

設計及排版

印 刷 日 期

印 刷 數 量

：

：

：

：

：

於開放時間親臨本中心報名

以電子表格提交報名申請

心動不如行動！

報名方法：

1.

2.

(所有活動費以現金在本中心收取)

 

10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