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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團結同工 爭取權益 改善服務 支持正義

HKSWGU
*如未能瀏覽，請參閱附件 <社總課程 _9-11月_新班)>

2011 年 9-11 月(02/09/2011)

09 月

Website 課程專頁

Facebook 課程詳情

Facebook

1134：IFSC 實戰工作坊

重要公告

導師：梁建雄先生與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

各位可登上網站：

課程專頁

http://www.hkswgu.org.hk

系分會執委會成員

。另外大家亦可透過
對象：從事綜合家庭服務的社工、工作員、輔導員、

FACEBOOK：http://

社福界同工、社工學生或有興趣人士

www.facebook.com/

日期：2011 年09 月09 日至09 月30 日

hkswgu

、致電

27802021或電郵

(9/9, 16/9, 23/9, 30/9，逢星期五)

Office@hkswgu.org.hk

時間：晚上07：30 至09：30 (共4 節，合計8小時)

向社總查詢，網上報

費用：會員$540 非會員$740 社總之友$370

名及會員申請正開放

詳情

網上報名

使用，敬請留意。

表格下載

1135：從院舍服務中探索「管」與「教」之道

社總資訊

導師：吳國輝先生

1.「慈善組織諮詢

對象：兒童及青少年院舍社工、工作員、正 / 代家

文件」圓桌研討會
日期：2011年09月04(日)

長、照顧員、社福界同工、社工學生或有興趣人士

時間：下午02：30-05：00

日期：2011 年09 月10 日至09 月17 日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
李嘉誠樓M1603室

(10/09, 17/09，逢星期六)

詳情及報名：

時間：下午02：30 至 05：30 (共2節，合計6小時)

連結_1

費用：會員$380 非會員$540 社總之友$270

2. 爭取活動工作員

詳情

職位常規化大遊行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連結_2

1136：PW技能增值課程

–反凍結、擴服務

導師：黃強生先生、江貴生先生、曹國強先

時間：下午02：30

生、黃海寧女士、賴仁彪先生、鍾威麟先生

路線：灣仔胡忠大廈

日期：2011年09月04(日)

遊行至 舊政府總部
對象：福利工作員(WW)、活動工作員(PW)、活
動助理(PA)、社區發展幹事、計劃幹事、服務幹

聯絡人：梁靜珊 9220
6326/吳偉釗2780 2021

連結_1

連結_2

事、項目統籌、社工學生及其他有興趣人士

(* 歡迎非社福界人士報名)

3. 長者社區照顧關

日期：2011 年09 月08 日 至 10 月06 日

注組會議

(08/09, 15/09, 22/09, 29/09, 06/10，逢星期四)

日期：2011年09月09(五)
時間：晚上07：00-09：30

時間：晚上 07：30至09：30(共5節，合計10小時)

地點：九龍上海街473-

費用： $ 300

475號上海中心4樓

詳情

網上報名

詳情
表格下載

4. 社總觀點

1137：義工發展實務工作坊

我們就是一窩小雞

導師：趙美艷女士

蛋 —— 就PW常規

對象：社工、工作員、社區幹事、社福界同

化的一次公開對談

工、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詳情_1 詳情 _2

日期：2011 年09 月19 日 (星期一)

珍惜青年卑微的夢—

時間：晚上07：00 至 10：00 (共1節，合計3小時)

—給4個PW的信

費用：會員$180 非會員$260 社總之友$130
詳情

網上報名

詳情_1 詳情 _2

表格下載

1138：課餘托管服務課程

報名方法

導師： 梁翠雲女士

1. 郵寄支票

對象： 從事課餘托管服務的導師、社工、工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
線支票 (抬頭：香港社會

作員、社福界同工、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11 年09 月26 日至10 月10 日

工作者總工會)寄回社
總：旺角上海街 473 475 號上海中心 4 樓

(26/9, 3/10, 10/10，逢星期一)

2. 傳真收據
時間： 晚上07:30 至09:30 (共 3 節，合計6 小時)
費用：會員 $360 非會員 $520 社總之友$26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將學費存入「社總」銀
行戶口：匯豐 001-4237093，把報名表及銀
行收據一起寄回或傳真

10 月

(3007 2595)到社總

Facebook 課程詳情

3. 網上報名

人種誌戲劇

(Ethnodrama)

探索工作坊(新課程)

對象：必須為社總會員 (可即時入會享受優惠)

將學費存入「社總」銀行
戶口：匯豐001-4-237093，
登上www.hkswgu.org.hk –
課程/出版 - 課程一覽，進
入「網上報名」，根據指

日期： 2011年10月22 及10月29日

示填寫報名表格及上載銀
行收據(pdf 或jpg)，按下

(22/10, 29/10，逢星期六)

「提交」遞交表格。

時間： 上午10:00 –下午05:30 (共12小時)

*即時入會立即以優惠
價報讀課程﹗

費用： 免費 (須要先繳交按金, 參考備註)

連結_1 連結_2

查詢： 電話2780 2021 王小姐

課程：09月；10月 ；11月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14日

報名表格：

主辦：社區文化發展中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詳情

課程詳情：

下載_1 下載_2

表格下載

1140：體驗教育(歷奇輔導) -波浪理論、團
體發展階段及工具元素應用工作坊(新課程)

會員資訊
2011年及2012 年

導師：羅達慶先生

入會優惠

對象：社工、福利工作員、活動工作員、歷奇教育導

詳情

師、程序幹事、項目統籌、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2011 年續會優惠
詳情

日期：2011 年10 月04 日 (星期二)

社工畢業學生入會優惠

時間：晚上07：30至10：00(共1節，合計2.5小時)
詳情
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30 社總之友$120

入會詳情 網上申請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表格：下載_1 下載_2

1141：關社非刻板，可以好好玩-當關 2011至2012 年度
「社總之友」開始
社遇上歷奇工作坊 (新課程)
接受申請

導師：羅達慶先生

詳情
對象：社工、工作員、從事關社、青少年或社區發展
服務的同工、社區幹事、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入會詳情 網上申請
表格：下載_1 下載_2

09 月 – 會員福利

日期：2011 年10月24日 (星期一)

1. 基本福利資訊
時間：晚上07：30至10：00(共1節，合計2.5小時)

詳情

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30 社總之友$120

2. 最新福利資訊

詳情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42：與青少年一起成長的日子-青少
年服務入門工作坊 (新課程)
導師：羅達慶先生
對象：社工、福利工作員、活動工作員、從事
青少年服務的同工、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日期：2011 年10 月31 日 (星期一)
時間：晚上07：30 至09：30 (共1節，合計2 小時)
費用：會員 $130 非會員 $180 社總之友 $9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43：弱勢社群「增權」 - 勞工法例
應用課程 (新課程)
導師：黃強生先生
對象：從事職工發展、展翅青見、就業支援、青年見
習、僱員輔助、再培訓、新來港人士、社會企業等服務
計劃的同工、社工、工作員、組織幹事、社工學生及有
興趣人士
(*歡迎任何界別人士報名參與，共同提升勞工權益意識)

日期：2011 年10 月12 日至11 月02 日
(12/10, 19/10, 26/10, 2/11，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07：30 至09：30 共 4節，合計8小時)
費用：會員$520 非會員$720 社總之友$36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39：性/別教育 - 反思與實踐工作坊
導師： 蔡泳詩女士、譚嘉瑛女士、羅懿明女
士、蘇嘉儀女士
對象： 從事性/別教育服務的社工、工作員、計劃幹
事、組織幹事、項目統籌、教師、其他服務的同工、
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11 年10 月13 日至11 月03 日
(13/10, 20/10, 27/10, 03/11，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07：30 至09：30 (共4節，合計8小時)
費用：會員$500 非會員$700 社總之友$35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17：學校社會工作（學生輔導）課程
導師： 蕭藹怡姑娘、張文穎姑娘、杜藹慈姑
娘、陳婉芝姑娘
對象： 學校社工、輔導人員、社福界同工、
社工學生或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11 年10 月11 日至11 月01 日
(11/10, 18/10, 25/10, 01/11，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07：00至09：30(共4節，合計10 小時)
費用：會員$580 非會員$780 社總之友$39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32：社會工作者實用法律課程 (二)
導師： 廖成利律師、陳業森律師、嚴芷佳律
師、陳尚德律師、鄧偉棕律師
對象：社福同工、社工、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11 年10 月07日、11月04日及12
月02 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07：30 至09：30 (共3節，合計6小時)
費用：每節 - 會員$140 非會員$200 社總之友 $100
全部-會員$340 非會員$480 社總之友 $240
* 可選擇報讀1節或以上課堂
* 請使用指定表格報名 (暫不接受網上報名)
詳情

表格下載

11 月
Facebook 課程詳情
1144：程序設計 - 創意．活動．帶 動 - 跳 工作坊 (新課程)
導師：曾凱倫先生
對象：社工、福利工作員、活動工作員、項目統
籌、課程/訓練導師、社工學生或有興趣人士

日期：2011 年11 月08 日至11 月29 日
(8/11, 15/11, 22/11, 29/11，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7：30 至9：30 (共4 節，合計8 小時)
費用：會員$540 非會員$740 社總之友$37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45：自助組織的能力建設(新課程)
導師：伍杏修先生、梁綺薇女士
對象：社工、福利工作員、活動工作員、從事復
康服務及自助組織同工、社工學生或有興趣人士

日期：2011 年11 月07 日至11 月28日
(7/11, 14/11, 21/11, 28/11，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7：30 至9：30 (共4 節，合計8 小時)
費用：會員$500 非會員$700 社總之友$350
詳情

網上報名

表格下載

1132：社會工作者實用法律課程 (二)
導師： 廖成利律師、陳業森律師、嚴芷佳律
師、陳尚德律師、鄧偉棕律師
對象：社福同工、社工、社工學生及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11 年10 月07日、11月04日及12
月02 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07：30 至09：30 (共3節，合計6小時)
費用：每節 - 會員$140 非會員$200 社總之友 $100
全部-會員$340 非會員$480 社總之友 $240
* 可選擇報讀1節或以上課堂
* 請使用指定表格報名 (暫不接受網上報名)
詳情

表格下載

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473至475號 上海中心４樓
電話：2780 2021

傳真：3007 2595

網站：http://www.hkswgu.org.hk

電郵：office@hkswgu.org.hk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hkswgu

辦公時間：上午09：30至下午06：30 (逢星期一至五)
歡迎社福界同工隨時回來社總坐一坐、打打氣或消消氣！


As this email is sent by a mass-mail system, it is not available to reply e-mail directly.



If you want to contact us, please send e-mail to HKSWGU or Office of Hon K. C. Cheung：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電話：2780

2021 電郵：office@hkswgu.org.hk 網站：http://www.hkswgu.org.hk

立法會（社福界）張國柱議員辦事處
電話：2537

3608 電郵：info@cheungkwokche.hk 網站：http://www.cheungkwokche.hk



請你將本電郵廣傳給你認識的社福界同工、舊同工、社工同學、老師、舊同學……



如果你想讓同工朋友收到以上資訊，請發電郵至 director@hkswgu.org.hk 通知社
總，寫上姓名（社工 / 社福界同工 / 社工學生) 及 電郵



如果不想再收到的電郵，請發電郵至 director@hkswgu.org.hk，通知我們把閣下從
「名單」中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