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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是甚麼?
令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放鬆下來的方法
疫情持續超過一年半，隨着病毒不斷變

種，疫情似乎仍未見到盡頭。相信疫情

為不少家庭帶來包括經濟﹑精神及照顧

壓力，所以是次季刊序言希望介紹靜觀

作為一種放鬆的方法，讓各位街坊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嘗試實踐。

靜觀是甚麼? 
靜觀是指有意識地以一個不加批判的心

，將注意力帶到當下的自己，覺察自身

的思想情緒和心理反應，以一顆潛在的

慈心如實地接納自己的經驗。

如何開始靜觀?
我們可以嘗試把專注力帶到每一個呼吸，只注

意自己的一呼和一吸，每當其他雜念出現時，

我們可留意甚麼會令自己分心，然後再將專注

力重新分配在呼吸上。同樣地，我們可以嘗試

注意自己身體每一部份的感覺，隨着注意自己

身體所發出的訊號，讓人了解情緒是如何生成

、消失。我們能透過練習理解到情緒的本質並

不是我們自身的缺點，而是十分普遍的身體反

應及狀態，好讓我們不加批判地面對自己的情

緒以及放鬆下來。

如果真的屬於初入門的街坊，下次可以嘗試在情緒緊張的時候，隨着網上的靜觀影片進行

練習 (在YouTube搜尋「靜觀練習」即可！)，從而慢慢了解靜觀的好處，在日常生活中多

嘗試，學習覺察自己的需要！

資料來源：

1.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2021) 《靜觀知多點》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professional/OMP_eNewsletter/enews_20161230.html

2. 樹洞香港 (2019) 《靜觀（Mindfulness）是甚麼？這種心理訓練風靡 Google、Facebook等頂尖企業》

https://treehole.hk/mindfulness/%e9%9d%9c%e8%a7%80%e6%98%af%e7%94%9a%e9%ba%bc/ 李穎儀姑娘撰寫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這個大家庭的中心主任，黃明慧姑娘！

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認識，如果大家在中心跟我碰面，歡迎

大家跟我打招呼啊！我過去從事兒童及家庭服務多年，喜愛

跟孩子玩耍和聊天，也喜愛跟家長聊「湊仔經」，歡迎大家

跟我交流「湊仔」心得，互相分享憂與樂。過去我們的生活

也受疫情而影響，所以我很珍惜能在中心跟大家相聚的時刻

，盼望大家能繼續互相扶持，建立一個溫暖的小社區。

新職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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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通告

由2/8/2021 (星期一)起，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將會暫借予另一單位「仁愛堂黃大仙家庭支

援中心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因此中心所有服務將會

遷移至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辦理，敬請

留意。



惡劣天氣下的活動安排

活動照常進行 暫停開放或活動取消 可致電中心查詢最新安排

若懸掛一號戒備信號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心活動照常進行。

若懸掛三號強風信號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戶外活動取消；中心小組及活動則照常進行。

即使教育署宣佈學校停課，中心仍維持服務，參加者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與否。

若懸掛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心會暫停開放，所有小組及活動取消，

其後再視乎實際情況而決定改期與否。

當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除下兩小時後，中心服務回復正常運作。

當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始前兩小時除下，該活動將如期進行，

參加者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與否，唯缺席者將不獲額外補堂及退款。

當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心內小組及活動照常進行；戶外活動會因應活動性質及參加者體力

需要等因素，本中心會考慮是否將活動安排延期或取消。

當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中心內小組及活動照常進行；戶外活動會因應活動性質及參加者體力

及保暖措施等因素，本中心會考慮是否將活動安排延期或取消；水上及山野活動則取消。

若因發出以上任何一個警告信號而被取消之小組及活動，將不獲額外補堂及退款；戶外

活動可致電中心查詢最新安排。

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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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警告信號

中心開放
小組 / 活動

中心內 中心外 水上及山野

寒冷天氣 ✓ ✓  

酷熱天氣 ✓ ✓  

雷暴警告 ✓ ✓  

黃色暴雨 ✓ ✓  

紅色暴雨 ✓ ✓  

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除下後2小時，中心照常開放

一號風球 ✓ ✓ ✓ 

三號風球 ✓ ✓  

八號風球或以上
   

警告信號除下後2小時，中心照常開放



仁愛堂自1999年起發展多項弱勢社群服務計劃，而本計劃旨在為

區內弱勢社群人士提供一站式社區支援服務，以個案方式由專業

社工進行評估，並且為個案提供跟進及適切服務，協助他們面對

其個人及家庭問題，從而逐步解決他們的生活需要。同時，社工

更會協助他們學習不同技能，提升其個人自我能力，有助建立一

個積極態度讓他們面對日後的生活需要，也推動社區建立一個互

助支援網絡，讓他們在逆境中互相扶持。

服務地區：元朗區及黃大仙區

為中、英、數、通識科不合格之小一至中三學童，

提供資助以支援報讀補習班；

為診斷患有特殊教育需要之小一至中三學童，提供

資助以支援報讀興趣班；

為有突發或緊急經濟需要人士，提供一次性現金援

助，以解決迫切性需要。

1. 香港居民；

2. 需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

3. 須由註冊社工轉介申請，可瀏覽以下網址下載有

關表格https://csc2.yot.org.hk/；

或可致電2326 3339與本中心職員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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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援助

服務援助 由一班有專業技能之義工，提供免費家居維修服務，

例如電力檢查、木工、水喉及廁所水箱維修等，以

減低弱勢社群人士之居所設施的潛在危機，營造安

全的居住環境，從而提高其生活質素。

申請資格
及方法

https://csc2.yot.org.hk/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已完滿結束，雖然當日天公不美，

感謝一班義工們落力賣旗，那份熱心感動很多途人支持。

2021年7-9月

活動花絮

「美食義工站」和「媽媽夏日廚房」為婦女提供一個私人

專屬時間，一邊製作小食，一邊好好放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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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樂遊遊」讓一班小朋友在暑假參觀香港科學、香港歷史

博物館及香港太空館，還有機會暢遊尖沙咀景點呢!! 

帶領小朋友參觀「零碳天地」和「都市綠洲」，

認識低碳生活及循還再造概念，齊做環保小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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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林浩勤小朋友及其家人捐贈食物包予區內基層家庭，
以支援生活所需。

長和義工隊送贈開學禮物包予區內兒童，開心迎接新學年。



中心防疫措施

為顧及社區人士之安全及健康，凡進入中心之人士

必須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1. 進入中心時，必須量度體溫、使用消毒搓手液及佩戴口罩

2. 中心範圍內必須佩戴口罩，不可在中途除下口罩

3. 中心不設口罩供應，請進入中心之人士自備口罩

4. 如發現有人士未能遵遵守以上措施，中心有權要求該人士離開

活動報名須知

1. 所有外出活動，“1位”成人(直屬父母 / 監護人)只可攜帶

“2位” 兒童；如需要攜帶 “3位” 兒童，請安排多1位成人

(親人 / 朋友)一同參與活動

2. 中心有權檢查參加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身份

3. 報名時，請清楚查看是否能出席活動，一經報名及繳費後，不

設退款或轉讓給別人(退款只適用於因中心自行取消或改期之

活動，中心職員會向受影響之參加者聯絡)

4. 所有外出活動不接受即場報名(除活動前一日與中心職員表示

當日才能繳費之參加者)

5. 不得代其他家庭留名 / 報名

6. 親子活動必須按報名成員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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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資訊
重要消息!!

收到社會福利署通知，表示為避免與其他機構工作重疊及善用社

會資源，「義工運動」將於2021年12月底榮休，不再提供中央

統籌的義工登記、時數紀錄及印發嘉許獎狀服務。同時，社會福

利署將於2021年年底停止「義工運動」網站之運作，敬請留意。

為鼓勵義工積極參與仁愛堂屬下服務單位之義工服務，本堂仍會

繼續推行義工獎勵計劃，義工服務時數之計算方法及奬勵類別如

下︰

1. 年度義工服務

時數獎

1 - 29分鐘

30-59分鐘

60分鐘

不獲計算時數

以半小時計算時數

以一小時計算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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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每次服務後由負責職員紀錄服務時數，每
次服務以實際服務時數計算，最少滿一小時方
獲認可，然後以每半小時累積計算。
於2021年開始，由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
日作計算。

年度服務小時 仁愛堂義工服務嘉許奬狀

20小時 - 49小時 感謝狀

50小時 - 99小時 銅嘉許狀

100小時 - 199小時 銀嘉許狀

200小時或以上 金嘉許狀



義工資訊

備註：

1. 只計算在仁愛堂擔任服務之義工時數。

2. 義工在完成每一項服務後，應盡快向負責職員紀錄服務

時數。

3. 如需退出仁愛堂義工奬勵計劃，請與中心職員聯絡辦理

手續，退出計劃後可再次加入，惟服務時數須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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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持續及長期參與服務的熱心義工，由正式
成為本堂義工的一刻起，服務單位將為義工紀
錄服務總時數，並可於2019年起累積計算，
以500小時為起始及單位計算，每一個累積時
數均設有奬項，如下圖︰

2. 終身累積服務

時數獎

3. 義工長期服務

年資獎

500小時

1000小時

1500小時

2000小時

2500小時

3000小時

如此類推

由服務單位提名熱心義工及核實其資格，服務
年資最早可追溯至1977年(仁愛堂成立年份)累
積計算年資，以10年為起始及5年為單位計算，
每一個累積時數均設有奬項(如下圖) 該年服務
時數達20小時便可以延續年資計算︰

10年

15年

20年

25年

30年

如此類推



仁愛堂慈善獎券銷售2021
【義工招募】

仁愛堂籌款月又嚟啦! 今年在2021年9月23日至10月31日舉行，
主要為仁愛堂長者及弱勢社群服務籌募經費，幫助有需要人士，
希望大家能踴躍支持!

多謝各位街坊及義工，多多支持仁愛堂籌款月!

日期：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00-下午4:00

名額：各3名

獎劵銷售地點：黃大仙區

集合 / 解散地點：黃大仙睦鄰街七號

負責職員：陳慧如姑娘
備註：

1. 凡參與獎劵銷售之義工，可獲贈防疫套裝

一份

2. 可計算當天義工服務時數

3. 如當天活動有所變動，會盡快通知參與義

工，亦可密切留意中心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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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之「心」- 和諧粉彩工作坊 (2/023)

日期：21/10 - 18/11/2021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9:45 - 10:45

堂數：5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租住劏房 / 租住私樓之婦女

人數：8位

目的：透過繪畫和諧粉彩，讓參加者享受私人專屬時間，紓緩日常之照顧壓

力，以及肯定自己的能力

內容：在工作員指導下，帶領參加者體驗繪畫和諧粉彩，創作不同畫作。

費用：$20/位

負責同工：李穎儀姑娘

備註：此小組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賽馬會「你」想家長培力計劃贊助

「租管」知多少? (2/022)

日期：24/11/2021 (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堂數：1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租住劏房/租住私樓之人士

人數：15位

目的：提升租户對「租務管制條例」之認識

內容：由社工講解政府將於2022年所推行「租務管制條例」，參加者可自由

分享對條例之看法。

費用：免費

負責同工：李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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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樂遊遊 (2/025)

日期：30/10/2021 (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6:00

堂數：1

地點：新興農場

對象：租住劏房 / 租住私樓之家庭

人數：25位

目的：透過活動體驗，讓參加者享受親子時間，建立正面親子關係

內容：由農場導師帶領參加者參觀農場，認識與農地相關之知識及進行農務體驗。

費用：$20/位

負責同工：李穎儀姑娘

備註： 1. 農務體驗要視乎農作物及天氣情況而決定會否進行

2. 此活動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賽馬會「你」想家長培力計劃贊助

 

婦女之「身」- 瑜伽放鬆班 (2/024)

日期：13/11 - 18/12/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4: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租住劏房 / 租住私樓之婦女

人數：8位

目的：透過瑜伽，讓參加者學習放鬆之技巧，從而紓緩精神壓力

內容：在導師指導下，帶領參加者體驗瑜伽，從中探索自己的身體，掌握放鬆之

技巧。

費用：$20/位

負責同工：李穎儀姑娘

備註：1. 本中心會提供瑜伽墊 2. 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 3. 請自備水樽

4. 此小組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賽馬會「你」想家長培力計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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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親子遊 (2/026)

日期：6/11/2021 (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6:00

堂數：1

地點：新興農場

對象：6 – 12歲兒童及家長

人數：25位

目的：透過活動體驗，讓參加者享受親子時間，建立正面親子關係

內容：由農場導師帶領參加者參觀農場，認識與農地相關之知識及進行農務體驗。

費用：$20/位

負責同工：李穎儀姑娘

備註： 1. 農務體驗要視乎農作物及天氣情況而決定會否進行

2. 此活動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賽馬會「你」想家長培力計劃贊助

 

家庭及社區活動系列

二手物資派發(2021年10-12月) (3/028)

日期：30/10、27/11、11/12/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 - 下午12:30

堂數：3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社區人士

人數：不限

目的：透過二手物資派發，讓社區人士能尋找到合適之物品，藉以循環再用，以

延續物品生命。

內容：免費派發二手物資

費用：免費 (需預約報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 1. 請致電2326 3339預約報名

2. 每人最多領取3件物品 (1件小家電+2件其他物品)

3. 請自備環保袋

4. 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5. 活動當天不設回收二手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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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盛大使」工作坊培訓 –開開心心扭氣球 (3/037)

日期：22/10、29/10、5/11/2021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 - 11:30

堂數：3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社區人士

人數：5位

目的：透過培訓，讓參加者成為義工；於節日時為區內人士送上「快樂氣球」，

讓他們感受到被社區關愛

內容：學習扭不同造型之氣球

費用：免費

負責同工：盧詠欣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完成整個培訓，需要參與兩次義工服務，於節日時為區內人士送上「快

樂氣球」

2. 此活動與鄰舍輔導會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合辦

3. 此活動獲省善真堂慈善基金贊助

 

家庭及社區活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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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彼思之約 (3/035)

日期：13/11/2021 (星期六)

時間：上午9:45 - 下午1:30

堂數：1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 香港科學館

對象：8 - 12歲兒童

人數：10位

目的：提升兒童對動畫創作之興趣，發掘藝術才能

內容：參觀彼思(Pixar)展覽，認識迪士尼動畫製作。

費用：$2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門票

2. 車費自付，參加者需自備已增值之八達通

 

聖誕大派對 (3/029)

日期：23/12/2021 (星期四)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00

堂數：1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6 - 12歲兒童

人數：10位

目的：透過派對活動，讓參加者暫時放下繁瑣之學業，紓緩學習壓力；一同歡度

聖誕節，享受節日氣氛

內容：與參加者一起玩團體遊戲，邊聽著聖誕兒歌邊吃聖誕大餐，慶祝愉快的聖

誕節!

費用：$3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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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學家(小一至小三)(2021年10-12月) (3/030)

日期：2/10 - 6/11/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就讀小一至小三之學童

人數：6位

目的：提升學童對學習科學之興趣

內容：透過科學實驗、工作紙、小手作等，進行4種不同自然科學實驗及探

索當中之原理。

費用：$16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星級導師Samuel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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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學家(小四至小六)(2021年10-12月) (3/031)

日期：2/10 - 6/11/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1: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就讀小四至小六之學童

人數：6位

目的：提升學童對學習科學之興趣

內容：透過科學實驗、工作紙、小手作等，進行4種不同自然科學實驗及探

索當中之原理。

費用：$16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星級導師Samuel Sir



英語小教室(小三及小四) 

(2021年10-12月) (3/033)

日期：13/11 - 18/12/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

中心

對象：就讀小三至小四之學童

人數：6位

目的：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興趣

內容：透過遊戲、短片、工作紙等互動教

學形式學習日常英文用語，藉以鞏

固英文基礎。

費用：$16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星級導師Samuel Sir

英語小教室(小一及小二) 

(2021年10-12月) (3/032)

日期：13/11 - 18/12/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

中心

對象：就讀小一至小二之學童

人數：6位

目的：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興趣

內容：透過遊戲、短片、工作紙等互動教

學形式學習日常英文用語，藉以鞏

固英文基礎。

費用：$16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星級導師Samuel Sir

英語小教室(小五及小六)(2021年10-12月) (3/034)

日期：13/11 - 18/12/2021 (逢星期六)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1:00

堂數：6

地點：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對象：就讀小五至小六之學童

人數：6位

目的：提升學童對學習英語之興趣

內容：透過遊戲、短片、工作紙等互動教學形式學習日常英文用語，藉以鞏固英文基礎。

費用：$160/位

負責同工：陳慧如姑娘

備註：星級導師Samuel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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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1樓106-107室

106-107室 (港鐵鑽石山站A1出口)

電話：2326 3339 / 9317 3848 (只供WhatsApp發放訊息)

傳真：2320 4004

電郵：csc2@yot.org.hk

網址：http://csc2.yot.org.hk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三、五：上午9:30 – 下午5:30

(只提供電話查詢及預約式服務，不設偶到服務)

星期四：上午9:30 – 下午1:00、下午2:00 – 5:3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地址：九龍黃大仙睦鄰街七號 (港鐵黃大仙站D1出口)

電話：2326 3339 / 5721 2320 (只供WhatsApp發放訊息)

傳真：2326 3779

電郵：csc3@yot.org.hk

網址：http://csc3.yot.org.hk

開放時間：

星期一、三：上午9:30 – 下午1:00、下午2:00 – 5:30

星期二、四至六：上午9:30 – 下午5:30

(只提供電話查詢及預約式服務，不設偶到服務)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編 輯：高級活動工作員陳慧如
督印人：高級主任盧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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