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 年度 第九
第九期
1.華康共
華康共融樂

8 月至 9 月活動

出版日期 2018
2018 年 7 月 6 日

截止登記 7 月 18 日(三)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義工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義工服務目的

義工服務內容

出席前預備

義工時數

適合 K1 或以上 首次參與義工服務之成員參加。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由於場地所限 為讓更多成員及長者參與 是次活動只限一位家長陪同 敬請合作。

2018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
下午 1:45 至 4:15
香港仔華富邨 (本處服務單位–華康安老院)
1. 促進長幼共融
2. 提升與長者溝通技巧
3. 發揮潛能 增加自信心。
1. 召集有演藝潛能的小天使展示歌唱、跳舞、演奏樂器、魔術等才藝潛能
為長者表演 傳揚歡樂氣氛。
2.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及聊天分享 提升長者的正能量。
3. 由導師帶領發揮自家製精神 親子共同製作小禮物 完成後於活動中送贈給
長者。
4.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 包括服務前簡介、與長者共樂及
服務後總結經驗分享。
1. 準備一項表演
每位小天使請準備一項表演 表演時間約 1-3 分鐘 表演項目以能帶動氣氛為
佳。鼓勵自由創作 發揮小天使潛能 最重要是小天使亦能樂在其中。活動場地
表演的空間較為狹窄 當日不設綵排時間 如需播放音樂、器材及道具請自備。
2. 帶備小禮物
每位小天使請帶備 4 條全新棉質方型毛巾 毛巾尺寸約 10 至 12 寸方型 顏色
以鮮色為佳 建議與小天使一同揀選。
3. 活動當日 請小天使及家長們穿著輕便衣服。
4. 請家長預先向小天使說明參與的活動性質及意義 令小天使能投入地參與及幫助
加強學習效果。
2.5 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 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 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7月18日(星期三)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2jLh0UU6K7zp0Wz53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7月19日(星期四)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 請最遲於7月20日(星期五)中午前致電秘書處。
4. 經抽籤後 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7月20日(星期五)下午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5.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 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 若逾期未有回覆者 則視同放棄參加
資格 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6.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2.長幼同樂
長幼同樂笑盈盈
同樂笑盈盈

義工對象

截止登記 8 月 1 日(三)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適合 K2 或以上之成員參加。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由於場地所限 為讓更多成員及長者參與 是次活動只限一位家長陪同 敬請合作。

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 至 4:30

地點

觀塘彩福邨 (本處服務單位–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義工服務目的

1. 促進長幼共融
2. 學習與「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的技巧
3. 發揮潛能 增加自信心。

義工服務內容

1. 與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一起玩遊戲及聊天分享 鼓勵長者積極參與
享受活動的歡樂。
2. 展示小天使的才藝潛能(如 獻唱歌曲、演奏樂器、功夫及魔術等) 為長者
表演 傳揚歡樂氣氛。
3.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 包括服務前簡介、與長者共樂及
服務後總結經驗分享。

出席前預備

1. 帶備小禮物
每位小天使請帶備 2 份小禮物分別送給 2 位長者 每份小禮物包括水果 2-3
個 請以袋盛載以便長者攜帶 並鼓勵小天使自製心意咭貼在禮物上增添
心意。
2. 有意表演的小天使
請預先報名及填寫表演項目 表演時間約 1-3 分鐘。 鼓勵自由創作 發揮小
天使潛能 最重要是小天使亦能樂在其中。
活動當日不設綵排時間 如需播放音樂、器材及道具請自備。請留意是次
活動場地表演的空間較為狹窄。
3. 小天使及家長們請穿著輕便衣服出席。
4. 建 議 家 長 預 先 向 小 天 使 說 明 參 與 的 活 動 性 質 及 意 義 令 小 天 使 能 投 入 地
參與及幫助加強學習效果。

義工時數

2.5 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 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 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8月1日(星期三)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se59EmuVCQxfGx4Q2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8月2日(星期四)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 請最遲於8月3日(星期五)中午前致電秘書處。
4. 經抽籤後 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8月3日(星期五)下午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5.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 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 若逾期未有回覆者 則視同
放棄參加資格 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6.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3.「中秋創藝傳關懷
中秋創藝傳關懷」
創藝傳關懷」手工創作義工服務
義工對象

截止登記 8 月 26 日(日)

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
適合任何年齡成員參加

義工服務性質

小天使與家長按興趣及專長製作慶中秋的作品 送上祝福和關懷給予獨居或
非活躍的長者 讓長者在節慶的時候感受到社會人士的關愛。
為提升小天使對義工服務的興趣及對成長有正面的幫助 請讓小天使在製作過程
中有充份的參與 並向其說明送贈對象和原因等。

義工服務目的

1. 學習向他人表達關懷
2. 發揮創造力與動手實踐能力
3. 親子共樂及溝通

參加安排及
服務時數計算

1. 不設參加的小天使人數上限 但小天使仍須預先登記 以便秘書處能預計作品
數目以安排受惠長者人數。
2. 作品製作要求
2.1 尺寸 以 30cm X 30cm 為限
2.2 內容 以中秋節為題材加以創作及添上心思 請於作品寫上關懷和祝福
語句及小天使的中文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亦歡迎小天使夾附其相片以增加親感。
2.3 材料 材料和工具由小天使自備。請避免使用過於殘舊的紙張、由打印機
列印咭內的全部圖片及只有黑白兩色的心意咭。
3. 義工服務時數計算
每件作品計算半小時服務時數(每位成員最多可遞交兩件作品)
*如遞交的作品為現成購買之產品或不符合製作要求 本處將保留取消給予
是次義工時數之權利。
4. 秘書處會在服務完結及送出作品後 以電郵通知成員所獲義工時數 另外部分
作品將刊登於本處網頁。
5. 歡迎額外夾附應節或健康的食物一併送給長者。請選取易於保存及輕巧的
種類 例如麵食、麥皮等 食用有效期須最少 個月或以上。

交回作品方法
及限期

於 2018
郵寄或親身交回作品至「希望小天使」
2018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
星期一)或之前
秘書處 讓秘書處能趕及在節日前將作品送到關懷對象手中。
逾期遞交作品者將不獲義工時數
為使郵件能妥善送達 請確保郵件貼上足夠郵資及註明回郵地址。
* 收件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 樓
* 收件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午膳下午 1-2 時除外)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不設上限 但仍須預先登記。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報名日期為 8 月 26 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rrxMrFL0LgaeZ32x2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8 月 27 日(星期一)或之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
我們的確認通知 請於 8 月 29 日(星期三) 中午前致電秘書處。
如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 2731-6369 李小姐 。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
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 樓 ; 電話 2731 6369 ; 傳真
電郵 angelofhope@hkcs.org

2731 6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