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使飢餓的人住在那裏，好建造可住的城邑。

又種田地，栽葡萄園，得享所出的土產。」 

             (詩篇 107：36-37) 

本中心於 2014 年由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教堂 (聖士提反堂、聖路加

堂、聖提摩太堂) 成立，並聯同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在香港仔區內提供

社會服務和福傳的服侍，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社區服務及教會的關愛行動，滿足

兒童及青少年心靈的成長需要，協助他們全人發展；促進親子關係及改善溝通，

推動家庭的和諧生活；建立社區支援網絡，共建關愛共融的社區。 

 

招募「伙伴同行師友計劃」參與家庭 

計劃目標：建立師友互助的生活平台，導師與居於港島南區參與的家庭配對，透

過朋輩式的關係，作知識和生活經驗交流，以愛影響生命。 

計劃對象：居於港島南區的有需要家庭，並願意與參與計劃的導師同行，接受朋

輩式的關懷及支援。 

計劃年期：2016 年 10 月開始，為期一年，內容計劃將分三部份進行，詳情如下： 

籌備篇 
 社工將家訪參與計劃的家庭並進行評估，以了解家庭的需

要，安排導師與計劃的家庭配對。 

執行篇 

 導師會定期接觸參與的家庭，並會運用其知識與技能提供

適時協助，例如學生補習、親子教育等，幫助如何處理問

題及鼓勵參加教會生活。 

 推薦參與的家庭參與小領袖訓練計劃，幫助兒童提升自

信，學習與他人和融共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培養兒

童積極、進取的精神。 

重聚篇  舉行聚會，以增加師友的互動機會，促進彼此情誼。 

 

報名及查詢：歡迎與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禮拜堂各牧者、葡萄園幹事

廖子冲先生(電話：3565 5430)或黃玉君姑娘 (電話：2818 3717) 聯絡。 

禮拜一至五 
上午 11:00-下午 1:00 

下午 2:00-7:00 

禮拜六 上午 10:00-下午 2:00 

主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葡萄園開放時間： 

聯絡我們： 

地址：香港香港仔大道 216-218 號永發商業大廈 13 樓 

電話：3565 5430               傳真：3565 5432 

電郵：vineyard.skh@gmail.com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vineyard.skh 

 

服務理念：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協作 

(VY054) 功課輔導班 (2017 年 1 月 3 日開課) 
服務目的：為學童提供下課後的照顧及功課指導，讓他們在學習和人際相處上

得到全面照顧。 

服務內容：為學童進行功課輔導，並設立獎勵計劃及學生手冊等溝通機制，讓

學童和家長均能了解自己和子女的功課或日常表現之進展。中心亦

會為學童提供小茶點、按個別情況提供個人輔導等，以支援學童的

身心靈需要。 

 
日期：禮拜一至五 (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下午 4:00-6:30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費用：$1,000 (每月)        

名額：7 人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備註： 需填寫報名表格，負責職員會聯絡約見家長及學童，接納報名後才繳付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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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055) 創意利是封手工班 

日期：14/1/2017 (六) 

時間：上午 11:45-下午 1:30 

對象：6-12 歲   名額：7 人       

費用：$30     堂數：1 堂 

內容：農曆新年又到了！有沒有想過

原來新年常用的利是封，都可

以製作不同類型的東西？想知

道如何就要參加了！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56) 英語拼音進階班 (1-4/2016) 

日期：7/1-8/4/2017 (逢六)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2:30 

對象：6-9 歲         名額：4 人 

費用：全免     堂數：12 堂 

內容：教授英語拼音(Phonics)的進階

技巧和發音訣竅，提升兒童學

習英文的動機及信心。 

鳴謝：學濟社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57) 英語拼音初班 (1-4/2016) 

日期：7/1-8/4/2017 (逢六) 

時間：上午 10:15-11:15 

對象：6-9 歲    名額：4 人 

費用：全免    堂數：12 堂 

內容：教授英語拼音(Phonics)的初階

技巧和發音訣竅，提升兒童學

習英文的動機及信心。 

鳴謝：學濟社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58) 英語拼音高階班(1-4/2016) 

日期：7/1-8/4/2017 (逢六) 

時間：下午 12:45-1:45 

對象：6-9 歲       名額：4 人 

費用：全免        堂數：12 堂 

內容：此課程為英語拼音初班、進階

班之延續，教授英語拼音

(Phonics)的進階技巧和發音訣

竅，提升兒童學習英文的動機

及信心。 

備註：曾報讀拼音初班之兒童優先 

鳴謝：學濟社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負責職員：廖子冲幹事 

 

 
(VY059) 蝶古巴特拼貼 

日期：18/2/2017 (六) 

時間：上午 11:45-下午 1:15 

對象：6-12 歲          名額：6 人 

費用：$60             堂數：1 堂 

內容：裁剪精美的餐巾紙，拼貼出獨

一無二的筆袋，美觀又實用！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60) 桌上遊戲大對決 Ι 

日期：11/3/2017 (六) 

時間：上午 11:45-下午 1:15 

對象：6-12 歲       名額：5 人 

費用：$10          堂數：1 堂 

內容：各式各樣的桌上遊戲種類實在

太多了，要知道哪一款最適合

你玩？就要來葡萄園大玩一番

了！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61) 桌上遊戲大對決 II 

日期：25/3/2017 (六) 

時間：上午 11:45-下午 1:15 

對象：6-12 歲       名額：5 人 

費用：$10          堂數：1 堂 

內容：各式各樣的桌上遊戲種類實在

太多了，要知道哪一款最適合

你玩？就要來葡萄園大玩一番

了！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62) 吞拿魚壽司製作班 

日期：10/4/2017 (一)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對象：6-12 歲    名額：6 人 

費用：$70         堂數：1 堂 

內容：壽司人見人愛，出街食得多，

但又有沒有嘗試過自己落手落

腳整呢？現在是機會了！美味

的吞拿魚壽司將會由你親自造

出！ 

備註：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63) 朱古力鬆餅製作班 

日期：10/4/2017 (一) 

時間：下午 2:00-下午 4:00 

對象：6-12 歲        名額：6 人 

費用：$90      堂數：1 堂 

內容：由義務導師 Irene 姨姨教授製

作朱古力鬆餅的做法，讓兒童

親自參與和學習，享受入廚的

樂趣。 

備註：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VY064) 籃球基礎訓練班 Ι 

日期：29/4/2017 (六)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對象：6-12 歲         名額：7 人          

費用：$20            堂數：1 堂 

內容：籃球這類運動非常熱門，經常

打籃球的你，基本功訓練亦非

常重要，現在有機會讓你接觸

專業的訓練，日後能夠跟隨這

個訓練模式鍛鍊！ 

備註：整齊運動裝備、毛巾、水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家長查經班 
日期：隔週四 

時間：上午 9:30-11:00 

對象：6-12 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內容：查考聖經、分享 

負責職員：黃潔芳姑娘 

(VY065) 農曆新年親子新春團拜 

日期：4/2/2017 (六) 

時間：上午 10:30-下午 12:30 

對象：親子            名額 30 人          

費用：$40 一對親子    堂數：1 堂 

內容：新一年新氣象！團拜中進行遊

戲、茶點招待，讓親子和葡萄

園友好一同熱熱鬧鬧地過

年！ 

負責職員：幹事廖子冲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