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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課程 
活動 如何啟發孩子的潛能 

日期 A班: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 B班:2018年11月20日(星期二) 

時間 早上10:00-11:30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3-6歲孩子之家長 

內容 
1.了解孩子的個性 
2.掌握幾個關鍵期 
3.潛能開發要知的幾件事 

形式 活動體驗，討論分享、講解 

費用 $250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活動 如何協助自己或孩子面對焦慮 

日期 A組: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B組: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時間 早上10:00-11:30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16歲以上人士 

內容 
1.認識焦慮 
2.如何走出焦慮﹖ 

形式 活動體驗，討論分享、講解 

費用 $250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活動 孩子品格，由愛建立 

日期 2018年10月12日、10月26日、11月9日(每兩星期的周五，共三節)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家長(名額:6-8名) 

內容 
以小組形式與家長分享由美國著名家庭教育專家麥道衛博士研究的6A品格
教育原則(一套完整實用的子女教育模式)，讓家長掌握有效的教育原則。 

費用 $750 

講員 連珮瑩姑娘(Ms. Lin) 

備註 出席達80%之家長將獲出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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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課程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服務 

 
玩具是兒童的語言，而遊戲是兒童表達內心世界的一種方式。本中心採
納美國心理學家愛思蓮(Axline, 1969)所發展的「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服
務(Child Centered Play Therapy)，讓兒童在一個具備接納、同理心及安全
的環境裡透過遊戲表達內心的需要及疏解負面情緒。 

(二)小組兒童遊戲治療服務 

日期 
A班:2018年10月6日至27日 
(逢星期六，共四節) 

B班:2018年10月6日至27日 
(逢星期六，共四節) 

時間 早上11:00-12:00 下午:3:00-4: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K2-K3學童(名額:4名)  6-8歲學童(名額:4名) 

費用 $1400 

講員 郭寶兒姑娘(Ms Polly Kwok) 

備註 參加者需經輔導員初步評估後方可參加兒童遊戲治療服務(小組)。 

服務流程 

你的孩子是否 

(一)個別兒童遊戲治療服務 

對象 幼稚園學生(2-5歲)  小學生(6-12歲)  家長面談  

費用 $450  $500 $600 

時間 45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關係建立課程 
活動 處理夫婦衝突錦囊 

日期 2018年10月5日、10月12日(星期五，共兩節)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夫婦 

內容 
1.了解衝突的不同舞步 
2.處理衝突的守則 
3.化解衝突的技巧 

形式 工作坊(活動體驗，討論分享、講解) 

費用 $500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活動 吾言愛語 

日期 2018年11月2日、11月16日(星期五，共兩節)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夫婦(名額:2-4對夫婦) 

內容 
「愛的五種語言」是一位婚姻輔導專家蓋瑞‧巧門在二十年的婚姻輔導中歸
納出來的理論。所謂知己知彼，當了解到自己及伴侶之愛的語言，溝通才會
見效。本小組以認識及實踐愛的語言為目標，讓夫妻重燃愛火。 

費用 $1000(每對夫婦) 

講員 連珮瑩姑娘(Ms. Lin) 

備註 費用已包括製作「愛·念」之禮品乙份 

活動 婚前。婚後 

日期 2018年10月-12月(個別約見) 

時間 按夫婦需要個別約見輔導員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結婚一至五年之夫婦(名額:不限) 

內容 
採用Prepare/Enrich專業評估，根據問卷結果，由資深輔導員與夫婦一同探索
維繫婚姻的推拉因素，以鞏固關係及維繫婚姻美滿。 

費用 $800 

講員 連珮瑩姑娘(Ms. Lin) 

備註 
費用包括 $350 Prepare/Enrich 婚前/婚後網上評估費用及一節輔導員個別面見，
分析報告，並按需要轉介小組跟進。 



活動 園藝治療體驗工作坊(初階) 

日期 A: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 B: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3:30-5:00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對園藝治療或輔導有興趣人士 

內容 

園藝治療是透過園藝活動作介入手法，從而促進參加者在生理、心理、社交、
認知及經濟五大範疇的效益。園藝治療的服務多元化，應用層面廣泛亦具研
究數據支持其成效。 
完成工作坊後，你能認識到園藝治療的基本理論、課程設計及內容體驗。 

費用 $800 

講員 郭寶兒姑娘(ACP註冊園藝治療師) 

備註 費用包括所有課堂物資及講義，出席者將獲出席證書乙張及園藝製成品。 

活動 減壓如此「梘」單 

日期 
A組: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及 
        2018年9月20(星期四) 

B組: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及 
        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時間 晚上 7:15-9:15 早上 9:30-11:3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有興趣人士 

內容 
1.手工皂的基礎認識 
2.手工皂與身心靈及友愛關係                                               
3.經驗製造手工皂的滿足感與壓力舒緩 

形式 講解親手打手工皂 

費用 $500(包400g製成品)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活動 給心靈一個SPA-浮油花 

日期 A組: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B組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C組 :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崇恩匯 

對象 有興趣人士 

內容 
1.製作浮游花，讓心情放鬆，體會內心的愉悅 
2.觀賞浮游花的轉動，恰似心靈正在spa 

形式 講解、親手製作浮游花 

費用 $450(包一瓶製成品及燈座)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個人抒壓課程 



個人抒壓課程 

活動 「植物的療愈」系列- 滋潤心田 

日期 22/10、29/10、5/11、及12/11/2018(星期一)(共4次)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時代論壇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02-608號總統商業大廈十九樓B室) 

對象 有興趣人士 

內容 

最少有4件成品： 
1.播種-綠意盎然的綠鑽 
2.開花-心花怒放、壓花心心水晶項鍊 
3.豐盛-心中有愛桌上盆栽 
4.發光-壓花小夜燈 

目的 
1. 透過實際參與園藝治療活  動，感受植物的療癒力，讓心情得以放鬆。 
2. 參與過程中與植物接觸，感受造物主的心意。 
(創2:9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 

形式 工作坊(製作最少有4件園藝手作、解說) 

費用 $1560(包材料費 )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活動 「植物的療愈」系列-微景觀夢想玻璃球 

日期 A組:2/11/2018(星期五) B組:10/12/2018(星期一) 

時間 晚上7:30-9:00 早上11:00-12:30 

地點 
時代論壇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02-608號總統商業大廈十九樓B室) 

對象 有興趣人士 

內容 1.微景玻璃球製作 

目的 
1.透過與植物接觸，感受造物主的心意，重新與內在相連，再現夢想庭園。 
(創2:9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  

2.靜觀個人完成的作品，讓植物療愈身心靈，増加正能量，增加成就感。 

形式 工作坊(製作植物盤景，講說) 

費用 $480(包材料費) 

講員 徐玉心姑娘(Ms Sarah Tsui) 



查詢或報名 

活動名稱/活動編號 金額 

每位$________ x ________ 人= $____________ 

每位$________ x ________ 人= $____________ 

每位$________ x ________ 人= $____________ 

每位$________ x ________ 人= $____________ 

每位$________ x ________ 人= $____________ 

• 如有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中心。 
• 填妥以下表格，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中心報名及繳交費用;或郵寄報名表

格及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填寫「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支票
背面請寫上 閣下姓名，並寄回本中心收。 

• 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為報名方法。 

《參加者個人資料》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本中心資訊安排: 
本人同意透過電郵定期接收本中心活動資訊。 
本人不同意透過電郵定期接收本中心活動資訊。此電郵只限是次聯絡活動之用。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 
 訊號  中心開放  中心活動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或黃
色暴雨警告 

  
 

  
 

 (或視乎天氣對活動是否構成危

險而決定 取消 / 廷期 / 終止 ) 

 三號風球或 
紅色暴雨警告 

  
 

  
 

八號風球 或 

黑色暴雨警告 
  

(視乎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安排服務使用者暫時留在安全地方，

並於安全情況下離開，所有活動及班組 取消 / 延期 / 終止) 

如訊號於活動前2小時解除，活動照常; 

   如訊號於活動前不足2小時解除，活動取消 / 延期 / 終止; 

   如訊號於中心開放時間內解除，中心於2小時後重新開放。 



輔導員資歷 
郭寶兒女士 (Ms Polly Kwok) 
   

郭姑娘現任崇恩匯中心主任，為註冊社工，畢業於香港大學的社會工作學士課程，同時擁

有香港中文大學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碩士，從事社會工作及輔導多年，尤其善於處理家長

管教、青少年及兒童成長問題， 現由機構委派於D100《恩典時刻-心靈在線》任網台主持。 

郭姑娘曾擔任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的助理中心主任、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客席實習導

師等，亦經常應邀到不同學校、教會等舉行家長講座、教師工作坊等；並獲得身心言語程

式學(NLP)執行師的資歷、及完成「屋、書、人」、夢境分析、九型人格及MBTI等課程。 

徐玉心女士 (Ms Sarah Tsui) 
    

徐姑娘現任本中心之輔導員，擁有多年牧養教會經驗，亦曾從事幼稚園家長工作數年。自

1985年開始參與家庭關懷與輔導事工，尤擁有豐富經驗管教資優兒童及學習障礙的孩子。

徐姑娘現時主要從事個人成長輔導、婚前、婚姻及家庭輔導，並多次被邀請往中學、小學、

幼稚園及教會提供不同專題講座、工作坊、培訓及成長小組。徐姑娘擁有基督教婚姻與家

庭治療碩士、神學學士、園藝治療師及完成遊戲治療課程的資歷，並曾進修

PREPARE/ENRICH、賭博輔導、完形治療及催眠治療等課程。 

地址:香港上環德輔道西32-36號帝權商業大樓11樓1101室 
電話: 2547 9300  傳真: 2547 9730 
網址: gp.ttmssd.org  電郵: gp@ttmssd.org 

聯絡我們 

連珮瑩女士(Ms. Lin) 
  

連姑娘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的輔導員，擁有註冊社工、社會工作學士、家庭輔導及

家庭教育文學碩士的資格，曾進修PREPARE/ENRICH婚前/婚後評估、6A品格教育講師證書

課程等課程。 

連姑娘擁有多年服務幼兒、兒童、青少年及家長的經驗，亦曾於小學及幼稚園任職駐校社

工，為學校個案提供個人成長的輔導服務。連女士亦曾任大型活動統籌，並多次為應教會

及學校邀請提供家長、教師及學生培訓。 

http://gp.ttmssd.org/
mailto:gp@ttmss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