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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BUS：
 3B 紅磡碼頭←→慈雲山(中)
 5D 紅磡碼頭←→德福花園
 7B 紅磡碼頭←→樂富
 15 紅磡碼頭←→平田
 85X 紅磡碼頭←→馬鞍山市中心
 269B 紅磡碼頭←→元朗/天水圍市中心
 297 紅磡碼頭←→坑口(北)
 8A 黃埔花園←→尖沙咀碼頭
 12A 黃埔花園←→南昌鐵路站
 30X 黃埔花園←→荃威花園

 115 黃埔花園←→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212 黃埔花園←→深水埗(東京街)
 E23 黃埔花園←→東涌/機場

專線小巴Minibus：
 2 黃埔花園←→又一城(達之路)
 6 黃埔花園←→尖沙咀漢口道）
 13 紅磡碼頭←→廣播道）

小輪 Ferry：
 新渡輪  （紅磡碼頭←→北角）

中心位置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特定開放之公眾假期
時間

星期

  
* 同工用膳時間為1:00pm-2:00pm及6:00pm-7:00pm，此段時間不設報名及收費。

中心休假：14/10/2013(一)、25/12/2013(六)、26/12/2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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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中心簡介

機構簡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為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服務包括綜合家庭服務、臨床心理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兒童之家、寄養服務、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課餘託管、青少年
中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深宵外展服務及濫用精神
藥物者輔導中心。

服務宗旨及目標
綜合青少年服務旨在提供機會及支援，讓青少年透過參與及體驗，各展所長，成為愉
快、成熟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一群。綜合服務主要目標為：
①  培育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協助他們了解自我、掌握情緒，培養處理困難及壓力的
能力及充份發展個人潛能。

②  培養青少年積極的價值觀，建立和諧的人際及家庭關係。
③  促進青少年關心社會，貢獻社會。
④  為處於不利環境或面對困難的青少年提供支援及輔導。
⑤  與社區人士緊密合作，共同建立一個關心青年人的社會及締造有利青年成長的環
境。

服務對象
本處綜合青少年服務對象為九龍城區三至三十歲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

服務範圍
按地區特色和需要，透過中心服務、駐校及
外展等不同形式，以個人輔導、小組及社區
活動之社會工作方法，籌劃和推行下列四項
核心服務：
①  指導及輔導服務
②  為處於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③  培育青少年自我發揮、個人成長及建立和
諧人際關係的小組及活動

④  培養青少年關心及參與社會的小組及活動

中心亦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康樂活
動、興趣班與小組、自修室及閱讀室設施
等，輔助上述服務的推行。

頁數 內容

1 機構及中心簡介

2 申請及退出服務手續、會員申請及續會須知

3 活動報名及退款程序、優惠介紹、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颱風訊號、暴雨及雷暴警告訊
號下之活動安排

4 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報名須知

5 服務意見表、SQS服務質素標準

6 練琴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7 練Band服務、自修室服務、電腦借用服務

8-10 活動花絮

11 寄養服務

12-13 Stand by me 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

14 課餘託管服務

15 童軍活動

16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介紹

17-19 特別計劃

20-21 偶到服務 - Sunday鬆一鬆

兒童及家庭活動
22-24 陽光．家．油站

25 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

26-28 兒童活動

29 家庭活動

青少年活動
31-33 義工活動

33-34 青少年活動

興趣班
35-49 1.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2. 語文智能系列

3. 身體運動智能系列

4. 音樂旋律智能系列 

5. 青少年及成人系列

6. 鋼琴班

50 合作機構及導師簡介

51 班/組/活動報名表

52 家庭活動報名表

53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各服務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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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中心簡介機構及中心簡介

申請及退出服務手續
①   服務使用者可親臨中心及駐校辦事處，或以電話或書面方式，向中心或駐校社工申請服務。
②  社工亦會主動認識在服務區域範圍內經常流連及聚集的青少年，經過評估手續，衡量服務需要
後，便會與他們開展有計劃的介入工作，他們亦即成為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③  凡年齡由三至三十歲的青少年均可申請成為中心會員。
④  凡子女年齡介乎零至三十歲之家長均可申請成為家長會員。
⑤  單親家庭人士、綜援家庭人士、來港居住不足三年之新扺港人士及經社工轉介之人士均獲豁免
會員年費。

⑥  服務使用者如因各種原因退出服務或活動，可向負責工作員提出，中心會按個別情況處理。

活動報名及退款程序

優惠價介紹
為照顧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讓身處不利環境的人士及家庭都同樣享有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創
建共融社區，本中心會選取部份活動，設有半費的優惠價收費，每名合資格人士，每季可以優惠
價報三個活動或興趣班，請留意活動收費欄，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優惠價對象必須符合以下的資格：
綜援人士及家庭（須出示有關證明，例如:醫療豁免紙）
低收入人士及家庭（須符合政府每季所定的入息標準，即家庭入息中位數之75%）

颱風訊號、暴雨及雷暴警告訊號下之活動安排

註一：黑色暴雨訊號解除後及在一般情況下，戶內活動及「中心開放」服務將於三小時後恢復進行。

註二：如於上午七時前改掛三號風球，上午之戶內活動及「中心開放」服務將恢復進行；

　　　如於中午十二時前改掛三號風球，下午之戶內活動及「中心開放」服務將恢復進行；

　　　如於下午五時前改掛三號風球，晚間之戶內活動及「中心開放」服務將恢復進行。

在暫停活動情況下，服務使用者會盡快被安排返家，或在職員/導師陪同下，留在安全的地方。個別活

動之最新安排，請留意中心公佈，如有疑問，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有關補堂事宜
所有興趣班及活動若因上述天雨關係而取消，將安排補堂。如因某些原因而未能安排補堂，中心

將會安排退款。

會員類別
兒 童 會 員︰14歲或以下人士
青少年會員︰15–24歲人士
成 人 會 員︰25歲或以上人士
家 長 會 員︰有子女年齡介乎0–30歲之家長

會籍有效期
自行選擇一年或兩年會籍

會費
① 個人會員︰一年會籍$30，兩年會籍$45
② 家庭會籍︰一年會籍$60，兩年會籍$90
　（ 家庭會籍須於同一時間申請方可享家庭會

員優惠，名額不多於5人，家庭成員包括
父母、監護人及子女等）

申請手續
① 親臨中心填妥中心會員申請表
② 選擇會籍種類及年期，並繳交有關費用

 下列人士將可獲豁免會費

 a. 單親家庭人士

 b. 綜援家庭人士

 c. 來港居住不足三年之新來港人士

 d. 社工轉介之人士
③  申請者年齡在12歲以下，申請表上必須有
家長簽名同意

①  如欲申請參加中心舉辦之興趣班、小組或
活動，歡迎填寫活動報名表，並連同費
用，到中心辦理報名手續。如以支票付
款，支票抬頭請寫「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②  所有班／組／活動一經繳費，恕不退款。
如有特殊理由，可向社工督導申請，中心
會按個別情況處理。

③  如活動取消或改期，中心會盡早通知參加
者及安排退款，並會於原定活動日期起
計，在十五個工作天內 退回有關款項。參

會員福利
①  以優惠價參加中心舉辦之活動
②  免費享用自修室服務和借用書籍、玩具及
康樂設施

③  免費享用中心提供之偶到服務設施
④  獲寄贈中心之活動通訊
⑤  申請「家長會員」之申請者，其配偶亦可
同時免費獲得家長會員會籍

會員續証申請
到中心繳交新一年度年費及辦理續証手續。

退出會籍手續
會員如欲退出會籍，可攜同會員証親身到中心
辦理。所繳費用，恕不退回。另外未繳交續會
之年費，將作自動退會處理。

遺失會員証
請盡快向本中心報失，以免被盜用而須負上責
任；如要繼續享用本單位設施及服務，請到本
單位辦理補証，補証費用為$10。

加者須於獲通知後一個月內憑收據領取退
款，否則該款項將撥作慈善用途。

④  所有興趣班及活動若因有關熱帶氣旋或暴
雨警告訊號生效而取消，或因導師請假以
致停課，中心將會盡早通知參加者，並另
定補堂日期。如因某些原因而未能安排補
堂，中心將會安排退款。但參加者自行缺
席，則不予以補堂。

⑤  戶外活動參加者如未滿18歲，需出示家長
簽署同意書，否則，中心有權拒絕參加者
出席當天活動，亦不獲退款安排。

會員申請及續會須知

有關訊號生效下 戶內活動 戶外(水上活動) 戶外(陸上活動) 中心開放

雷暴警告 照常 暫停 按情況而定 照常

黃色暴雨 照常 暫停 按情況而定 照常

紅色暴雨 照常 暫停 暫停 照常

黑色暴雨 暫停(註一) 暫停 暫停 暫停(註一)

一號風球 照常 暫停 照常 照常

三號風球 照常 暫停 暫停 照常

八號風球或
更高颱風信號

暫停(註二) 暫停 暫停 暫停(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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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中心簡介機構及中心簡介

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作為本機構的服務使用者，你可享有以下權利：

1.  所有服務使用者，不論性別、性取向、年齡、種族、信仰、背景及能力，均受到我們的尊重
及平等對待。

2.  服務使用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向你提供服務包括通訊、籌款、活動推廣、培訓課程、
義工招募、收集意見及所需援助等用途。除了在特殊情況下包括服務使用者的安全受威脅或
其行為將嚴重危害他人安全，否則將予以保密。詳情請參考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條例及有關
向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提供個人資料事宜通告。

3.  獲知服務單位最新的服務資料包括宗旨、對象、內容、申請及退出服務等用途。如未能為你
提供服務，將會向你交待原因。

4. 有權選擇及決定是否接受服務或專業意見。

5. 如合適，服務使用者可要求轉介以接受適當的服務。

6.  服務使用者參與任何需要繳費的活動，均獲發本會正式收據，並獲服務單位在活動日前知會
有關參加活動細則。

7.  如服務單位因各種原因而須將活動取消或延期，可獲通知及作出安排，或退回已繳費用。所
有服務上的變動，將儘早向你提供資料，讓你作出恰當的選擇及決定。

8.    大眾可從服務單位之通訊或其他途徑(例如告示板)獲知服務單位最新之服務統計數字。

9.  有權知悉有關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政策及程序及參與服務的計劃及評估。服務單位
將定期收集服務使用者意見，有關意見將成為製定未來工作計劃的參考。

10.  享用一個安全的服務環境，認識中心的消防設備及其擺放位置，服務單位會為服務使用者提
供清晰的疏散指示及路線。

11.  服務單位將盡力保障你的私人財物的安全，在未得你同意前，你的私人財物不會被隨意取
用；如因特別情況，需要代管你的金錢財物時，服務單位職員須在交收時與你簽訂文件。我
們呼籲服務使用者自行小心保管個人物品及金錢。

12.  服務使用者有權透過不同渠道例如意見箱、致函、致電給負責職員等提出你對服務單位的建
議或不滿，我們會認真及公正地處理所有意見。服務使用者不會因此而受到不佳的對待。

13.  獲服務單位將盡力保障你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包括任何可能對服務使用者構成危險、損
害﹝言語上、身體上或性侵犯﹞的情況。如你對這方面有任何建議，可向負責職員提出；我
們亦會透過職員鼓勵服務使用者提出有關的關注。

14.    就服務單位政策、程序及履行服務質素標準之表現提出意見。

 * 如大家對以上服務質素標準有任何意見，歡迎聯絡服務單位之社工督導

報名須知
①  所有活動/小組/多元智能學習坊(興趣班)之報名一經繳費作實，一概不得改班、轉名或退出。請
於報名前留意活動及課程之日期、時間，以免相撞。

②  請自行依照通訊列明之日期及時間出席該活動，並於第一次活動或第一堂課程時攜帶收據出
席；若有更改，本中心將另行通知。

③  本中心將於每一節完結前十五分鐘（即逢星期二至日5:45pm，星期二至六9:45pm及星期六
至日12:45pm）暫停所有的報名及借還手續等服務，敬請留意。(*同工用膳時間為1:00pm-

2:00pm及6:00pm-7:00pm，此段期間不設收費服務)
④  報名者請以準備之款項及自備輔幣繳交所須之報名費用，一千元紙幣恕不接受。
⑤  如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填寫「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⑥ 本中心保留此須知最後修改之權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為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及優質的服務，本中心歡迎你將意見填寫於下表，

並交回中心跟進。所有意見盡皆保密，並會由本中心之主任及/以上職級之員工負責處理。

�

�

�

�

�

(請於選擇方格加上  號並請簽署)

本人  同意公開意見內容  簽署： 

本人  不同意公開意見內容  填寫日期： 

歡迎提供下列個人資料，你提供的資料只供本中心處理這次建議和聯絡之用。(可選擇不填寫)

姓名：� � 聯絡電話： 

地址： 

　　　 

請於填妥的意見放於信封內，並投入本中心之意見箱，或寄回本中心中心主任收。

如對本中心服務有任何意見或投訴，請聯絡本中心主任梁偉才先生
電話：23562133　　地址：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18座地下及一樓

SQS 服務質素標準

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

本機構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並根據社會福利署所訂定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制定了相關之工作指引和服務程序。為

落實十六項質素標準，本中心一直於各項服務中推動優質服務精神，如有任何意見或提問，歡迎與中心職員提

出，亦可使用中心意見箱或直接與本中心社工督導王金文女士聯絡。

標準  1：
標準  2：
標準  3：
標準  4：
標準  5：
標準  6： 

標準  7：
標準  8：
標準  9：
標準 10：
標準 11： 

標準 12：
標準 13：
標準 14：
標準 15： 

標準 16：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

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

社區）。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

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服務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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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中心簡介機構及中心簡介

1.  此服務只限中心會員使用，如未申請會員者，必須
申請成為中心會員方可使用此服務。購買節數後，
會員可於當天致電或親臨預約琴室，並於指定時間
內選擇任何時段練琴，每節使用時間為30分鐘，
由中心當日開放時間起開始計算，例如：2:00pm - 

2:30pm或2:30pm - 3:00pm，如此類推。另外，使
用者必須於三個月內完成此租用服務，租用期由即
日起計算至三個月，逾期無效。(*凡於中心開放時
間1:00pm - 2:00pm及6:00pm - 7:00pm期間均暫停
租用琴房)

2.  逢星期五晚上及逢星期六全日暫停租用琴室。

3.所繳費用，恕不退回。

練琴收費如下：

租用節數 會員收費(每節半小時)

租用1-5節 $20
租用6-9節 $18
租用10-14節 $15
租用15-20節 $12

練琴服務

1.  此服務只限中心會員使用，如未申請會員者，必須
申請成為中心會員方可使用此服務。會員可於任何
時間租用中心開放時段之Band房，並可隨意選擇
任何時間，每節使用時段為30分鐘，使用者可以電
話預約並於借用前20分鐘到中心辦理借用手續。

 (*部份時間暫停租用Band房)

2. 所繳費用，恕不退回。

3. 請自備鼓棍

練Band服務

1.		本服務只限中心會員使用，
並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2.		會員可於本中心開放的時間
內使用本服務。

自修室服務
本中心設有電腦借用服務，並附設上網服務，供會員使用。

1.  本服務只限中心會員使用，並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2.  會員可於中心開放的時間內即場使用此服務，不設預約。 
以整點的時間計算，例如﹕2:00p.m.- 3:00p.m。

3.  每次最多只可使用一小時。

4.  本中心保留借用本服務之最終決定權。

有關詳細的借用電腦守則，歡迎向本中心查詢。

電腦借用服務
自修室服務、電腦借用服務練琴及練Band服務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處根據《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已制定了相關的工作指引，以保障閣下個人資料。本處

仍會沿用過去的做法，繼續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等與你保持

接觸包括通訊、籌款、活動推廣、培訓課程、義工招募及收集意見等用途。除了個人（私隱）修

訂條例特定豁免包括保安、防止反偵查罪案、新聞活動及健康等方面範圍外，閣下有權就香港青

少年服務處備存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作出查閱、更改及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但已達成使用

目的後而刪除的個人資料除外。

如閣下不欲本處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包括拒收通訊，請填寫以下「拒收直接促銷／推

廣通知書」，並以　　郵寄／傳真／電郵形式聯絡本處（地址︰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

地下及一樓，傳真號碼：2334 9963，電郵：fscit@hkcys.org.hk），費用全免。

拒收直接促銷／推廣通知書

　本人不同意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用途。

姓名(全寫)  　簽署  

聯絡電話  　日期  

收費詳情如下：

租用樂器 會員收費(每節半小時)

練Band $30
練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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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獲到九龍城區議會贊助，本中心於7月至8月期間舉行「樂意為您」社區傳愛計劃，
希望藉著不同的義工服務把關愛帶社區，是次活動招募了16位12至18歲青少年義工參加，期間
舉行之活動包括有青年義工基礎訓練營、窩心小品製作班、關心您同
樂日、關心您小組。參加者分別學習製作曲奇餅、環保肥皂、祝福掛
飾、祝福布袋等窩心小品，再派發到紅磡區有需要的人士，例如長
者、拾荒者、兒童等對象，參加者表現投入，雖然初開始派發時不
懂得如何與陌生對象接觸，但他
們願意勇敢學習介紹自己及送上
祝福，在過程中參加者表示得到
滿足感，認為「施比受更為有
福」，認識到社區中有不同需要
的社區人士，他們表示學會了
關心別人和社區的精神。 

　　由騰龍青年商會舉行的飛龍騰達2013 -「擁抱挑戰 - 向未來前
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至八月舉行，中心共有5位青少年組隊參與
是次比賽，並於10隊參與對伍中獲得「最佳計劃簡報大獎」。

　　是項活動之目標是讓參加者提高對商業社會企業運作的認
識，從而加強他們對企業理論應用的實踐了解；透過參與不同
的工作坊、製作商業建議書及簡報，培養參加者獨立思考能力
的技巧，從而訓練多角度思考及批判能力。

　　參加者於活動後表示是次參賽有助他們對商業社會企業運作更為認識，他們反映於工作坊
嘉賓的分享中學會了不同的商業企業的專業知識、各行各業的運作經驗及商業資訊；，並反思
到要成功運作一間企業的困難及挑戰。參加者也表示活動也讓他
們對企業理論應用的實踐加強了解，於設計及製作商業建議書
時，能夠把學到的知識運用於計劃書中，加強了他們實踐及應用
的經驗。透過製作商業建議書及短片講解，讓他們學會運用多
角度思考，獨立的批判能力。部份參加者表示學會「要嘗試用
多角度思考，並作獨立分析」、「每個人對事物的看法也可不
同，我學會欣賞他人」及「學會要先作分析及尋找資料，再加
上獨立思考、反思、討論及分享，才能製作出建議書」。

　　不少欺凌事件都是由朋輩之間發生，如沒有進一步處理很可能會傷
害對方自尊，影響身心成長發展。有見及此，中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為24位高小學生舉辦「童心Buddy摯友營」活動。透
過不同的歷奇遊戲、合作及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參加者學習與人相處
的技巧，亦從「欺凌者」或「被欺凌者」的角
度了解身處欺凌事件中的感受及應有的應變方
法。參加者表示，活動讓他們學會人際相處
技巧外，亦認識到認識校園及網絡欺凌問題
之負面影響及正確處理方法，使他們增強對
校園及網絡欺凌的關注。

「樂意為您」社區傳愛計劃

飛龍騰達 2013

童心Buddy摯友營

　　本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共有17位12-19歲青少年參加，活動的目的是
透過不同的歷奇訓練活動，提昇參加者之間的
團體合作性及溝通能力，參加者需要在兩日
一夜的宿營中，須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歷奇挑
戰，另外亦透過模擬遊戲，扮演為不同類型
的服務對象，從而提升青少年對服務受眾的
需要及特性的了解，為未來暑假義工服務作
好準備。參加者亦在訓練營後，分別參與
中心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讓自己善用餘
暇及發展潛能，讓他們可以利用個人的能
力去貢獻社會
及服務他人。

V LOVE 義工領袖訓練營

　　為了鼓勵兒童及家長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本中心聯
同Red Square Education Centre合辦一項名為「同心共
享」中秋義工服務計劃，參與對象為17個親子家庭及8位
企業義工，計劃目的是希望加強參加者對弱勢社群需要
和特性的了解，並鼓勵兒童及家人反思及珍惜現在所擁
有的。是次活動分成兩節，第一節是由親子及企業義工
親手製作窩心的鳳梨酥，活動當天，義工共同製作了百
多個鳳梨酥及心意咭，向
長者表達心意及慰問。
第二節為探訪活動，參
加者分成10組，分別前
往紅磡區的不同樓宇進
行探訪長者活動。參加
者在探訪的過程中，
除了送上親手製作的
鳳梨酥外，亦送上中
秋節禮物及生果，為
長者帶來一個窩心的
中秋節。參加者亦在最後的分享中提及自己的得著，除了學會一些雙向溝通的技巧外，
還體會到應該如何關心長者，就算只是一個笑容，都可以為長者帶來溫暖的感覺，可算
是十分有人情味。

「同心共享」中秋義工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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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他演奏曲」小組共有11位9至12歲兒童參與，於本年7月19
至8月24日舉行，其中包括樂器訓練以及與「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
心」合作推行義工服務。參加者除了學習小結他的指法及技巧，每一次
小組也會為義工服務作準備，他們不單以小結他演奏給長者欣賞，還積
極籌備適合與老友記同樂的遊戲及活動。過程中，參加者了解到要以樂
觀的態度處事，他們表示除了更
喜歡彈小結他，還學會欣賞自己
的努力。小組完結時，參加者對
因幫助別人而感到開心，也反省
到要多關心長者和有愛心。參
加者的態度認真，他們更被邀
請到本中心的嘉年華演出，表
現值得嘉許。

小結他演奏曲

　　為了加強家庭面對困難的抗逆能力，本中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舉辦體驗露
營，共有10個家庭參加。透過學習建營幕和原野烹飪，兒童參加者懂得面對困難時樂觀地解
決，而且成功完成任務後獲得家人的支持，提升了自信心。親子參加者一起經歷繩網陣的挑
戰，亦加強家庭的凝聚力和抗逆力。在家長工作坊環節，家長有效學
到如何成為孩子的生命教練，
培養子女更正面及樂觀地面
對挑戰。生命教育館參觀活
動更加讓參加者明白到「生
命是寶貴的禮物，要好好珍
惜」的道理，所有參加者認
同露營是一個難忘的體驗，
提升了家庭的凝聚力。

「相約在方舟」家庭體驗露營

在今年暑假，本中心與九龍巴士公司合辦「九巴小學堂」活
動，活動共有90名6-12歲的兒童參加，活動目的是希望喚起區
內兒童對身邊長者的關注及提昇環保意識。第一節活動是參觀
九龍巴士車廠及製作環保小手工，認識到巴士廠的日常運作
及車廂內的無障礙設施，讓他們擴闊眼界。參加者還有機
會與九巴士義工一起製作環保小手工。此外，於參加者
與九巴義工前往紅磡邨及家維邨進行長者探訪中，參加
者在服務後表示學懂與長者相處及溝通的技巧，並認識
到長者的需要並不是物質，而是對他們的關心，可見，
此活動有助提升
參加者敬老的
意識。

九巴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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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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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韻成長於單親在職家庭，母親為了子女，一直堅持工作，唯母親收入不足以應付家庭支出
。由於家境清貧，紫韻自幼很少有機會參加課外活動。紫韻在小學時曾學習小提琴，但升上中學後
，因為小提琴學費昂貴而放棄。「貧窮」這兩個字對年幼的紫韻已有很深的感受，看見其他同學可
以發展不同的興趣及技能，但對紫韻來說，興趣這種東西實在太奢侈了。踏入中二的成長階段，紫
韻因與家人經常有磨擦，以致她經常流連街頭，至深夜時份亦不想回家，加上欠缺學習動力及生活
目標，成績亦一落千丈。 

      參加了「伴我創TEEN才」計劃的初期，紫韻對初相識的友師也很冷淡，但其友師寶姨卻沒有
放棄，不斷的關心和鼓勵她，每年為她慶祝生日更令她感受到被重視，寶姨長途跋涉到北區與紫韻
見面；透過社交媒體關心紫韻；到紫韻家中作客，與母親傾談紫韻的近況。寶姨的關心漸漸令紫韻
開放自己，接納寶姨，在寶姨的鼓勵下，紫韻與家人的關係逐漸得到改善。經過3年以來，紫韻參
加了計劃中不同類型的活動來擴闊視野，包括義工服務、MIND MAP、六頂帽子思考法等，她慢慢
地建立明確的人生目標與方向：希望成為一位社工，以她的經歷感染成長中需要支援的年青人。

      有了當社工的目標，紫韻要追回過去浪費的時間，在社工及寶姨的鼓勵下，她開始搜集社工的
資料，從過程中，她了解到提升語文能力有助她升讀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系的機會，因而在兒童發展
基金的支持下，她決定把儲蓄用作進修英語，提升語文能力。現在的紫韻與三年前已有很大的分別
，今年她的學業成績有明顯進步而獲得「進步獎」，滿意的成績推動了紫韻繼續努力向考上大學的
目標邁進。

      成長於單親家庭的軒仔，年幼喪父，母親有長期病患。軒仔於中二輟學，及後曾參與跳舞課程
培養對舞蹈的興趣。軒仔有跳舞的天份，他希望日後可以成為舞蹈員，但成為舞蹈員的道路很漫長
，必須參與不同的訓練，學習不同種類的舞蹈，而當中的費用也很昂貴，如果要實現這個夢想，軒
仔和家人也未能負擔得起這些費用。在堅持與放棄兩者選擇之間，「伴我創TEEN 才」讓軒仔選擇
了堅持目標這條路，為自己儲蓄了一筆款項，同時也得到一筆配對基金，讓軒仔有能力報讀舞蹈課
程，向夢想邁前一步。

      透過與計劃友師Jacky的認識，讓軒仔接觸到一些平日沒有機會接觸的事物，例如友師分享他
在外國的生活和經歷、在大學讀書的樂與苦等，這些分享擴闊了軒仔對外國的認識，軒仔亦希望自
己日後能以舞蹈員的身份到外國表演，認識不同國家的舞蹈文化及風土人情。軒仔曾與外展社會工
作隊的其他青年人為「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周年晚宴」作表演，而友師Jacky也是席上的嘉賓，看
到在台上充滿自信的軒仔，Jacky也為他感到喜悅。

      現在的軒仔與過去有很大的改變，以往沒有工作及學習動機，上堂總是遲到、沒有責任感，到
現在軒仔願意獨自參與跳舞課程並且不斷自行練習，因為他已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

       本機構在2010年10月獲勞工及福利局「兒童發展基金」撥款資助，在大埔及

北區推行為期三年的「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約有一百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

少年參與計劃，透過在首兩年每月定額儲蓄$200，培養定期儲蓄的習慣及學習妥善

理財的概念。其間導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訓練，包括「目標儲蓄計劃」、「抗逆力及

自信心培訓」、「與專業人士對談」，在三年間，計劃亦招募了多達一百位來自各行

各業的友師，成為導生的生命師傅，鼓勵他們建立人生目標，積極向上。進入第三年

，導生運用儲蓄及配對基金實踐「個人發展計劃」，有導生利用儲蓄發展音樂才華、

亦有導生報讀課程以實現考入大學的理想。在友師的鼓勵及同行下，各導生得到多元

化的發展機會，逐步建立個人發展目標。

      這個計劃在2013年7月13日假粉嶺禮賢會中學舉行結業禮，並獲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蒞臨致辭及頒授結業証書，並獲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李

沛良先生，本機構執行委員會主席譚張潔凝女士担任主禮嘉賓，一同見証導生的成長

及踏上人生新一頁。

      每個導生的成長及改變經歷都是教人感動，以下是其中兩位導生在友師鼓勵及薰

陶下，生命蛻變的故事，並獲他們的答允，與大家一同分享。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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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九龍第四十二旅成立於1993 年，主辦單位為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

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屬於公開旅團，至今已成立兩個支部，包括童軍團及幼童軍

團，現時集會人數約四十人。本旅團的宗旨為透過歡愉而富吸引力的進度性訓練，促

進童軍的身心精神的陶冶與啟發。因此，除一般集會外，本旅團會定期舉辦戶外活

動，例如：遠足、參觀、度假營、歷奇活動、露營、服務等。

抱負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志願團體，致力培育青少年的工作，造福社會。

使命
本旅團致力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促進青少年

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

訓練
童軍支部
童軍訓練採取小隊制度形式，配合歡愉

富吸引力而有價值之有進度性的訓練，

引導11 至16 歲之成員按部就班地從戶

外群體活動與訓練中一同策劃、學習和

經歷，鍛鍊領導才能，並確認及表揚一

起實踐的成果，以促進這個階段之少年

人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以貫徹整個

童軍運動連續性訓練，達成童軍支部訓

練之目的。

幼童軍支部
生活多姿多采，在幼童軍領袖的領導

下，透過野外活動、認識社區、嘉年華

會等歡愉的活動，一起從遊戲及小組中

學習童軍及生活技能，關懷及幫助別

人，培養責任感， 發展潛能和創造力，

以促進7 歲半至12 歲之少年身心及精神

之陶冶與啟發，貫徹整個童軍運動年限

的連續性訓練計劃，達到幼童軍支部的

宗旨。

備註：
1.    凡有興趣者須先填表留名登記，旅團需視乎領袖及團員人數比例，方安排面試入隊。

2.  參加者須接受面試，順利通過面試後，方可加入。

3.  團費為每半年$90 ( 須為中心有效會員)。

4.  參加者須購買童軍制服，如經濟困難者可向旅團申請制服資助。

5.  新入隊之團員，另需購買一件活動T-shirt ($40)，以便戶外活動穿著之用。

童軍團
對　　象：11至16歲青少年

集會地點：本中心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2:30pm–4:30pm)

九龍第42旅旅團

幼童軍團
對　　象：7.5至12歲兒童

集會地點：本中心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3:30pm–5:30pm)

童軍活動14 15

服務宗旨：
為九龍城區有需要家庭的小學生提供服務，幫助家長減低既要面對工作，又要面對照顧子女的

雙重壓力。

本著服務社群的專業精神，本中心努力為閣下的子女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也著重培養小朋友

的良好品格及積極的學習態度。

服務內容：
　1. 功課輔導　

　2. 成長活動及多元智能訓練　

　3. 戶外活動　

　4. 茶點　

　5. 家長導師會或親子活動　

　6. 輔導服務　

　7. 獎勵計劃及生日會　

對　　象：
九龍城區內小一至小六學生，每班8名學童。

服務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高小班（Ａ）：3:30pm – 7:00pm　

　初小班（Ｂ）：4:00pm – 7:30pm　

　初小班（Ｃ）：3:30pm – 7:30pm　

費　　用：
　學　　　費：$1,100 /月　

　接　送　費：$200 /月　

　延長照顧費：$80 / 4小時，$120 / 8小時　

職　　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　　註：
1） 有興趣之參加者請到中心接待處填寫及遞交申請表，輪候入讀。如有課託服務空缺，負責職
員將安排約見及入讀事宜；

2）如有特別情況需要其他服務，可向負責職員查詢；

3）若經濟有困難者，可申請減免，惟須出示證明文件及經中心批准方可。

課餘 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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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讓青年人認識社區共融的理念，了解弱勢社群（如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的生活需要
及居住環境，學習互相尊重及互相包容；並學習推行社區參與及義工服務的技巧，為弱勢居民
家庭舉辦社區共融活動，讓不同社群有更多正面接觸及相互瞭解的機會，讓大家學習互相關
懷、彼此包容、促進社區融合，合力建立一個包容差異、以人本及具關懷性的和諧社區。

職員︰盧嘉輝先生 • 鳴謝︰「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技能訓練部份　

「活在紅磡」中文學習樂園
　 
為兒童提供中文學習課程，以打穩學習其他科
目的能力和提昇學習興趣。
　 
日期︰ 5/10, 12/10, 19/10及26/10/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11:30am-12:30pm
地點︰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 8至14歲兒童及青少年   

（來自少數族裔家庭）
人數︰10人

「活在紅磡」英文學習樂園
　 
為兒童提供英文學習課程，以打穩學習其他科
目的能力和提昇學習興趣。
　 
日期︰ 18/10, 25/10, 1/11及8/11/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4:00pm-5:15pm
地點︰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 8至14歲兒童及青少年   

（來自新來港人士家庭）
人數︰10人

「活在紅磡」家長技能培訓課程
　 
接受語言技能培訓，並掌握更多親子知識和管
教子女的技巧，建立自信和效能感。
　 
日期︰ 5/10, 12/10, 19/10及26/10/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11:30am-12:30pm
地點︰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少數族裔家長
人數︰8人

「活在紅磡」家長技能培訓課程
　 
接受語言技能培訓，並掌握更多親子知識和管
教子女的技巧，建立自信和效能感。
　 
日期︰ 18/10, 25/10, 1/11及8/11/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4:00pm-5:15pm
地點︰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新來港人士家長
人數︰8人

　社區體驗部份　

「活在紅磡」香港遊踪
　 
以城市追蹤及任務解決的形式訓練兒童的應變
能力，活動會透過走訪香港區不同地方，參加
者需要完成被委派的指定任務，加強兒童對日
常生活基本認知程度及處理問題的判斷力，藉
以強化及加深他們個人能力及認識社區。
　 
日期︰9/11/2013（星期六）
時間︰9:00am-5:00pm
地點︰香港區
對象︰ 8至14歲兒童及青少年   

（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家庭）
人數︰30人

「活在紅磡」發放無限愛
　 
透過組織服務和活動，增加少數族裔及新來港
人士家庭兒童與青少年的社區參與，以貢獻和
服務社區內有需要人士。
　 
日期︰5/10/2013（星期六）
時間︰2:15pm-4:30pm
地點︰九龍城區
對象︰ 8至14歲兒童及青少年   

（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家庭）
人數︰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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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母面對壓力、子女不聽勸教時，可以怎樣舒緩壓力? 用什麼方法才是有效促進和諧
的家庭關係?
本中心與本處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讓親子義工透過
訓練及探訪服務學習溝通的技巧，並身體力行去關心社區上
有需要的家庭；另一方面透過製作攤位及展覽了解和諧家庭
的元素，向社區宣揚保護兒童的訊息，傳遞關愛的文化。參
加者更可從家長工作坊及親子日營體驗正面親子關係的重
要，提升家庭的凝聚力！
　 
日期︰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
對象及名額︰社區探訪組：12對親子義工（共24人）
　　　　　　攤位義工組：10對親子義工（共20人）
費用︰$10（包括社區探訪訓練及服務 / 攤位義工訓練及服務、家長工作坊、親子日營）
職員︰李倩明姑娘（Simmy）、陳志健先生（Louis）
備註︰1） 有興趣之參加者請先到本中心接待處登記，職員將致電留名者確實參加的事宜。
　　　2）所有家長參加者須出席家長工作坊，所有親子參加者須出席親子日營。
　　　3）活動費用已包括日營當日之營費、膳食費及來回交通費。
　　　4） 參加者在整個計劃之出席率達80%或以上及表現良好者，可於親子日營獲頒嘉許證書乙張

以作鼓勵。
　　　5） 本活動與紅磡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合辦，並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計劃內容：
① 義工訓練及服務實踐（二選一）

 ⅰ）社區探訪組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訓練：

12/10-2/11/2013(逢六,共4節)
服務實踐(四選二)：

14/11/2013(四)
15/11/2013(五)
15/11/2013(五)
16/11/2013(六)

訓練：

10:00am-11:30am
服務實踐：

10:00am-12:00nn
2:30-4:30pm
7:00-9:00pm
10:00am-12:00nn

1）義工探訪技巧

2）探訪內容籌備

3） 關懷弱勢家庭及鄰居

訓練：本中心

服務實踐：
紅磡區屋村或
舊式樓宇

 ⅱ）攤位義工組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訓練：

12/10-2/11/2013(逢六,共4節)
服務實踐(二選一)：

a) 9/11/2013(六)
b)10/11/2013(日)

訓練：

12:00nn -1:30pm
服務實踐：

2:30pm-5:00pm

1） 搜集保護兒童及和諧家庭
資料

2） 製作及帶領攤位遊戲及展覽

訓練：
本中心
服務實踐：
紅磡區

② 家長工作坊 （所有家長參加者）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23/11/2013(六) 2:30pm-4:00pm 1） 舒緩壓力方法

2） 正面處理親子衝突技巧

3） 過來人分享

本中心

③ 親子日營暨嘉許禮（所有參加者）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22/12/2013(日) 9:3am-4:30pm 1）親子溝通遊戲

2）頒發嘉許證書

3）分享計劃得著

4）營地活動

保良局
北潭涌渡假營

「保護兒童 愛兒愛回家」活動計劃

特別計劃

「知情識性」— 藝術體驗計劃  
項目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人數

「愛。家人」
性教育藝術小組 

(6節)

1.�認識愛滋病及性病預防知識

2.� �透過黏土藝術創作，以說故
事形式說性教育，讓參加者
學習保護自己及如何愛家人
的方法。

9/11-
14/12/13

(六)

4:00-
5:30p.m

本中心 6至

10歲
兒童

8人

「愛。好奇」
性教育藝術小組 

(6節)

1.� �認識愛滋病及性病預防知識

2.� �透個面譜創作，讓參加者認
識自我及正確戀愛及性價值
觀

9/11/13-
14/12/13

(六)

3:00-
4:30p.m

本中心  11至

13歲
青少年

8人

「愛。故事」
性教育話劇小組 

(6節)

1.� �認識愛滋病及性病預防知識

2.� �透過話劇活動，讓參加者學
會分享自己的戀愛故事，學
習以說故事形式向子女談性
教育

9/11/13-
14/12/13

(六)

8:00-
9:30p.m

本中心 家長 8人

「知情識性」
藝術體驗計劃
嘉許禮
及作品展

1.� �參加者藝術作品展覽，表達
正確戀愛及性價值觀

2.� �參加者分享活動得著

3.� �向社區人士宣傳關注愛滋病
的預防知識

21/12/2013
(六)

2:30-
5:30p.m

本中心

/紅磡
區

全體
參加者
及
社區
人士

50人

「惜人生‧愛自己」健康生活社區教育計劃  
項目 內容 日期 時間 收費 地點 對象 人數

「惜人生‧愛自己」
魔術小玩家

1. 學習魔術玩法

2.  透過學習魔術的過
程，  建立兒童健康
的生活態度，並懂得
如何面對不良風氣。

27/11/2013(五)
7:30pm-8:30pm

全免 本中心 6-12歲
兒童

8人

「惜人生‧愛自己」
樂隊體驗

1. 音樂體驗活動

2.  利用體驗音樂活動，   
讓兒童學習合作及團
隊精神，並建立正面
價值觀，學會如何面
對社會上的不良風
氣。

28/11/2013(六)
3:00pm-3:30pm

及

3:30pm-4:00pm

全免 本中心 6-12歲
兒童

8人

「惜人生‧愛自己」
街舞體驗

1. 街舞體驗活動

2.  透過體驗街舞活動，
讓兒童培養興趣及正
面價值觀，加強對不
良風氣的抗逆力。

28/11/2013(六)
6:30pm-8:00pm

全免 本中心 6-12歲
兒童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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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玩．同玩」
引言：  童年回憶人人有，70後、80後的

童年充斥益智手製玩意，簡陋但
生動，讓兒童返回沒有電玩的年
代，感受最原始的快樂。

內容： DIY各式小玩意  
日期：  3/11/2013－24/11/2013  

(逢星期日，共四節)
時間： 2:30 p.m.- 3:30 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0歲兒童
名額： 25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黃雪瑩姑娘(Monique)、  

崔文豪先生(Billy)
備註﹕ 1.    是次活動分成四節，參加者每

參加一節可獲蓋印一個，齊集
兩個或以上蓋印可獲贈神秘大
獎一份。

　　　2.     出席滿三節者可額外獲贈禮物
一份。

Wii 運動休閒勝地
引言：  閒時來Wii運動，開心又好玩！遊

戲共有12種不同項目的運動，劍
道、乒乓球和滑水等，除了對戰
還有團隊合作的玩法，培養個人
興趣和合作精神。

內容： 1. Wii Sports Resort
 2. 學習與別人合作的技巧  
日期： 20/10/2013 (星期日)
時間： 2:30pm – 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12歲兒童
名額： 6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兒童活動

泉TEEN機地
引言：  星期日想輕輕鬆鬆同朋友聯誼

下，泉TEEN機地就可以滿足你
喇! 你可以到中心挑戰不同的遊
戲，享受同人合作的樂趣喇!

內容：  合作為主的Xbox360遊戲，如解
難、運動遊戲等。

日期： 20/10/2013(星期日)
時間： 3:45pm-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2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活動前到中心接待處留名的參加

者可優先參與遊戲，工作員會致
電確定。

桌遊世界之「妙不可言」
引言：  運用你的天賦及直覺吧！「妙不

可言」的圖畫都圍繞著不同的主
題，其主題由你定奪，玩家需要
一些想像力，更要屏氣凝神，躲
開其他玩家所設下的陷阱！

內容： 1. 玩家輪流擔任故事者

 2. 考驗玩家的共同默契  
日期： 3/11/2013 (星期日)
時間： 2:30pm – 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2 – 18歲青少年
名額： 6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別出心裁Pop-up Card
引言：  聖誕節將近，齊來製作立體聖誕卡片，

發揮無限創意，並把這份心意送給身邊
的人吧！

內容： 1. Pop-up Card製作

 2. 學習加強親子溝通的元素  
日期： 8/12/2013 (星期日)
時間： 2:30pm – 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12歲兒童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兒童活動

青少年活動

20 21偶到活動 偶到活動

每逢星期日，本中心都會有「Sunday鬆一鬆」的時間，以各種玩樂的形式，並滲入學
習的元素，發掘個人潛能及興趣。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兒童及青少年參加！

備註：1）歡迎參加者即場報名；
　　　2） 活動採取先到先得的形式，如已報名之參加

者在活動開始10分鐘後仍未出席，本中心將
轉移名額給後備參加者或即場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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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家．油站』的建立是為社區上身
處不利環境之人士及家庭提供支援，使他
們同樣享有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於人生
的旅途上為他們打打氣、加加油。故此，
『陽光．家．油站』之專屬活動會以免費
或低廉價錢提供予合資格人士參加，故不
設優惠收費。

『陽光．家．油站』對象︰
A.綜援人士及家庭(須出示有關證明，例

如︰醫療豁免紙)
B.低收入人士及家庭
C.單親家庭兒童及家長
D.新來港人士及家庭
(  B-D項須符合政府每季所訂的入息標
準，即家庭入息中位數之75% )

引言：  Listening是考試的科目之一，其實聆聽也
是人際溝通的重要元素。「A+聆聽」除
了協助提升英文聆聽水平，懂得真正的聆
聽，還能享受到和諧美好的人際關係。

內容： 1）學習有效聆聽技巧
　　　2）聆聽英文，互動對話
　　　3）英語遊戲
日期：  19/10/2013 – 2/11/2013  

（逢星期六、共3節）
時間： 4:3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9歲兒童
名額： 6人
收費： $10（會員）；$40（非會員）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A+聆聽 (初小組)
引言： Listening是考試的科目之一，其實聆聽也

是人際溝通的重要元素。「A+聆聽」除
了協助提升英文聆聽水平，懂得真正的聆
聽，還能享受到和諧美好的人際關係。

內容： 1）學習有效聆聽技巧
　　　2）聆聽英文，互動對話
　　　3）英語遊戲
日期：  16/11/2013 – 30/11/2013  

（逢星期六、共3節）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10至13歲兒童
名額： 6人
收費： $10（會員）；$40（非會員）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A+聆聽 (高小組)

引言：  學習英語可以有很多方法，透過視覺、動覺、聽覺和觸覺等來認識英
文詞彙，一起邊學邊玩，從而建立自信，愉快地學習英語！

內容： 1）英語遊戲
　　　2）閱讀有趣的英語故事
　　　3）學習日常用語
日期：  8/11/2013 – 22/11/2013（逢星期五、共3節）
時間： 4:3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12歲兒童
名額： 8人
收費： $10（會員）；$40（非會員）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英語認字攻略

兒童及家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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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父母，也希望關注子女多方面的發展，滿足他們成長上的需要。因此，本中心選取
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其中三個部份，透過此計劃，提供多元化的發展機會，讓
兒童吸收更多課外的知識及技能，並回應個人成長上的需要。其三大範疇的內容如下： 

人際關係篇
   建立良好的人際及家庭關係，提升溝通、表達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學習團體合作的精神。
         

關懷社會篇 
   學會分享、推己及人，關心社會及有需要幫助的人，並參與義工
  服務以回饋社會，提升個人潛能，建立理想。

個人成長篇
   提升自信及自尊感，增加自我照顧及解決困難的能力，建立積極
  的處事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

計劃時期：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

對象：6-12歲兒童

負責職員：蘇佩盈姑娘(SoSo)

參加方式：
1.參加者只要完成5個中心所舉辦之活動或小組，必須於三大範疇活動
  中各參加一項活動，另外2個可自由組合，便可獲發嘉許證書一張；
2.每個活動的出席率必須達75%或以上，並把「紀錄冊」給予負責職員簽署；
3.成為本計劃的參加者可憑「紀錄冊」於暑期活動優先報名日報名；
4.優先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引言：  相信大部份的人都喜歡聽音樂，而很多時
下流行音樂中，結他是最常用的一種樂
器，大家可以藉這次的活動來認識這個樂
器，來挑戰自己喜歡的歌曲。

內容： 1. 教授結他的基本彈奏方法
　　　2. 看簡譜的方法
日期：  2/11/2013 – 14/12/2013  

（逢星期六、共7節）
時間： 5:00pm-6: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2 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5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1） 因樂器有限，參加者需輪流練習。
　　　2） 參加者可免費享用Band房作練習用

途。
　　　3） 如進度理想會於中心聖誕派對活動作

演出。

結他初體驗（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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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朋友平日可以享受家人為自己預備的美
食，很少機會會自己買餸煮飯。現在你有
機會嘗試一手一腳，運用有限的資源自家
製屬於自已的飯局。

內容： 1）學習理財技巧
　　　2）親自煮食
　　　3）到市場買餸
日期：  設計菜色﹕16/11/2013 （星期六）
　　　烹飪活動﹕23/11/2013 （星期六）
時間： 設計菜色﹕ 3:00pm-4:30pm
　　　自家製活動﹕ 2:30pm – 4:30pm
地點： 本中心及附近超級市場
對象： 9至12兒童
名額： 8人
收費： $20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費用已包括活動物資費用

自家製飯局

引言： 「香港信愛慈善基金」讓學生體驗，以理
解謙虛、溫柔、忍耐和寬容，發展品格及
道德判斷能力，付諸實行，成為一個對自
己、家庭、社會、國家負責任的人。

內容： 1. 聆聽集中力訓練

 2. 處境反應考驗

 3. 人際語意猜測

 4. 最佳意見徵集
日期： 16/10/2013 – 18/12/2013

 (逢星期三、共8節)

 (13/11/2013及20/11/2013除外)
時間： 5:15pm-6:1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A班：7至8歲之兒童

 B班：9至10歲之兒童
名額： A班：8人

 B班：8人
收費： $10 (會員)   $40(非會員)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品格學長」訓練

引言： 相信大部份的人都喜歡聽音樂，而很多時
下流行音樂中，不可缺少的樂器可算是爵士鼓，
大家可以藉這次的活動來認識這個樂器，發掘自
己在音樂的才能。
內容： 1）教授爵士鼓的基本演奏方法
　　　2）自我認識活動
日期：  31/10/2013 – 12/12/2013  

（逢星期四、共7節）
時間： 5:00pm-6: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3 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5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因樂器有限，參加者需輪流練習。
　　　2） 參加者可免費享用Band房作練習用

途。

鼓之初體驗（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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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照片
引言： 透過體驗活動，小遊戲及影片分享，讓兒

童了解香港舊有的面貌，生活情況及兒童
玩具等，讓參加者了解舊有香港的文化，
珍惜現在擁有的資源。

內容：1. 老香港節日體驗活動
　　　2. 了解舊香港生活情況
　　　3. 影片分享
　　　4. 品嚐懷舊小食
日期： 26/10/2013-16/11/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11:30 p.m.- 12:30 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6-10歲兒童
名額：10人 
收費：$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黃雪瑩姑娘(Monique)

聖誕FUN大派對
引言： 又到一年一度的聖誕節，我們已經為你準

備了一個充滿歡樂的大派對！一班青年義
工一同與我們玩遊戲，分享聖誕派對，感
受聖誕節所帶來的喜悅！

內容：1. 集體遊戲
　　　2. 豐富聖誕美食
　　　3.製作聖誕小手工
日期：22 /12/ 2013 (星期日)
時間：2:30 p.m.- 4:30 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6-10歲兒童
名額：30人 
收費：$10 (會員)   $20(非會員)  $5(優惠收費)
職員：黃雪瑩姑娘(Monique)

感官樂園
引言： 兒童是多感官學習者，他們透過運用五

官－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和味覺去接
觸世界，小組會利用多感官遊戲，讓兒童
享受學習的樂趣。參加者透過小組活動能
掌握學習方面的強弱，讓潛能可以更全面
發揮。

內容：1. 視覺學習活動
　　　2. 音樂遊戲
　　　3. 小小創作家
　　　4. 花花世界小香包 
日期： 3/11/2013－24/11/2013   

(逢星期日、共4節)
時間： 11:30pm-12: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8歲兒童
名額： 10
收費：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黃雪瑩姑娘(Monique)

齊齊學做戲
引言： 想小朋友能在課堂以外愉快學習？話劇不

單讓小朋友享受表演的樂趣，透過適當的
訓練，還有助提升表達能力和自信心。

內容：1. 一起學習設計劇本、對白
　　　2. 製作道具
　　　3. 話劇排練
　　　4. 於聖誕派對表演
日期： 訓練小組︰ 16/11/2013 –7/12/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表演日︰15/12/2013 (星期日)
時間： 訓練小組︰2:30pm – 4:00pm
　　　表演日︰2:00pm – 5:00pm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表演日：本中心
對象： 6至12歲兒童
名額： 8人
收費： $60 (會員)   $90(非會員)  $30(優惠收費)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備註： 1.  表演日：在聖誕派對中演出，歡迎家

長參加其派對欣賞話劇；
　　　 2.  參加者表演完畢可參與派對之遊戲及

享用美食。

兒童活動

親子「燒」遙黃昏營
引言： 秋高氣爽的日子，最好一家人去BBQ，

到戶外舒展身心! 小朋友更可在活動中學
習加強自理的能力，做個有責任感的小幫
手。

內容：1. 親子解難任務
　　　2. 燒烤樂
　　　3. 家長分享：如何訓練小朋友的責任感
　　　4. 享用營地設施
日期：27/10/2013(星期日)
時間：3:30pm-9:30pm
地點： 鯉魚門公園及渡假村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6至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20人
收費：$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優惠收費)
職員：李倩明姑娘(Simmy)、蘇佩盈姑娘(SoSo)
備註﹕1.  費用已包括燒烤材料、營費、來回旅

遊巴費用；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裝、自備防蚊用品

及雨具。

哈囉「喂」食派對
引言：  有冇想過跟家人共渡一個開心的萬聖節夜

呢？ 還有一起製作有趣的萬聖節主題食
物，如果有興趣就不要錯過這個活動啦。

內容： 1. 製作萬聖節主題食物

 2. 親子分組遊戲 
日期： 31/10/2013 (星期四)
時間： 8:00PM-9: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3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4人)
收費： $60/家庭
職員： 崔文豪先生(Billy)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製作材料及小禮物

 2. 參加者需要自攜食物盒

「活在紅磡」親親大自然
引言：  加強親子參與元素，鼓勵他們透過活動強

化親子關係，加強家庭的互動及欣賞，學
習彼此分享及溝通，建立互相支持的家
庭。

日期： 24/11/2013（星期日） 
時間︰ 9:00am-5:00pm
地點︰ 一對手農莊
對象︰ 新來港人士家庭
名額： 20人
費用︰ $20(會員) $50(非會員)
職員：盧嘉煇先生

別出心「才」聖誕親子派對
引言： 今年聖誕節特別為大家而設的聖誕派對將

有豐富的遊戲、禮物及美食，還可以透過
表演讓小朋友學習珍惜身邊的事物! 千萬
不要錯過，同你地家人一齊參加喇!

內容：1. 欣賞話劇及短片
　　　2. 親子遊戲
　　　3. 小食會
　　　4. 音樂表演
日期：15/12/2013(星期日)
時間：3:00pm-5:00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6至10兒童及家長
名額：20人
收費：$30(會員)   $60(非會員)  $15 (優惠收費) 
職員：徐志源先生(Mor)

親子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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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此項為全年義工計劃，目的是鼓勵青少年參與社區義務工作，服務他人。讓青少年發

揮關懷互助精神，增進義工個人成長，並使社區上有需要的社群得到支援。

登記資格：6至30歲，不論學歷及職業，均可登記成為本中心義工。

登記手續：1. 填妥義工登記表，親身交回本中心，並進行初步見面；

　　　　　2.  每位義工第一次服務將獲派一本由本中心發出的「義工服務紀錄冊」（已擁有其他

機構發出之義工服務紀錄冊者，無需再開）；

　　　　　3.  「義工服務紀錄冊」作為記錄義工服務時數、參與本中心義工嘉許及填報參加「社

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嘉許計劃之用；

　　　　　4. 本中心轄下所有義工小組已自動成為義工運動獎勵計劃成員。

服務時數計算準則：服務時數由201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所有為本中心提供之義工服務。

獎勵計劃嘉許準則：

1. 按義工的服務時數計算，全年累積至下列指定時數，將獲本中心嘉許以作鼓勵。

2.  如全年義務工作時數達50小時或以上，本中心將代為填報參加「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全

港）之嘉許。如全年義務工作時數達30小時或以上，本中心將代為填報參加「九龍城及油尖

旺區義工嘉許禮」（地區）之嘉許。

進行服務：

1. 本中心將有關服務的資訊張貼於中心及刊登於每季的通訊內供義工選擇服務；

2. 如有興趣者可向負責職員或接待處職員查詢及登記；

3.  本中心職員亦會透過電話聯絡個別義工，通知有關最新服務消息及詢問義工是否願意參與服

務；

4. 如有任何問題及查詢，可致電2356 2133與本中心職員盧嘉輝先生聯絡。

可獲嘉許狀類別 義工服務時數

義工服務嘉許金狀 200小時或以上

義工服務嘉許銀狀 100	–	199小時

義工服務嘉許銅狀 50	–	99小時

義工服務嘉許優異狀 30	–	49小時

「會心．行義」義工服務獎勵計劃 – 2013年第四季服務
如果你對義工服務有興趣，但又未必能夠定期參與義工活動，又或者想嘗試做義工的滋味，我們
十分歡迎你按自己的時間自由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內容 義工對象 名額

21/12/2013
(星期六)

9:00am
– 12:00nn

賣旗日
活動

紅磡區 協助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賣旗籌款

14歲或以上
青少年

10人

對象：14至24歲，中一或以上青少年（賣旗活動義工必須年滿14歲）
費用：全免
職員：李倩茵姑娘
備註：1. 所有賣旗日活動，本中心只負責轉介義工予有關機構，協助聯絡或分發旗袋。
　　　2. 義工們必須於活動兩星期前至中心留名。

「I can read」親子平衡小組
引言：  親子閱讀不單可以增進親子關係，還可以

擴闊知識，提升認讀能力，為日後學習打
好基礎。如果你都想成為子女人生中的其
中的一位良師，為孩子將來的成功銷路，
就同孩子一同參加啦!

內容： 家長組： 學習親子閱讀技巧、如何建立閱
讀習慣及克服挑戰及朗讀實習

 兒童組： 主題學習遊戲及親子閱讀
日期：  12/11、19/11、26/11、3/12/2013  

(逢星期二，共四節)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10對親子 
收費： $50(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蘇佩盈姑娘(So So )

2013溫暖大行動
引言：  中心一年一度「溫暖大行動」又即將展開

啦!一如既往，本中心需要一群熱心的義
工參與此項有意義活動。透過探訪有需要
家庭，將你們的愛心送到本區有需要的居
民，為他們於寒冬中添上溫暖，令這個冬
天變得不平凡。

內容： 1.  活動簡介：於當日出發探訪前，為義
工提供探訪技巧簡介及服務須知。

 2.  家居探訪：到區內有需要人士家中表
達關懷，並將禮物贈送他們。

日期： 15/12/2013(星期日)
時間： 9:30am-1:00pm
地點： 本中心及紅磡區
對象： 青少年義工、親子義工
名額： 30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關慧儀姑娘 ( T i n a )、黃雪瑩姑娘

(Monique)、蘇佩盈姑娘(So So )

「讓孩子愛上學習」家長講座
引言：  每當孩子做功課時間，父母就好像拉牛上

樹一樣，盡量唇舌才能勉強完成。孩子為
什麼不喜歡學習，甚至逃避做功課？出現
學習問題後，又應該如何處理?其實孩子
的學習動機是可以培養的，一齊來分享和
嘗試如何讓孩子愛上學習啦!

內容： 培養孩子學習動機
日期： 7/12/2013(星期六)
時間： 7:00pm-8: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0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20位 
收費： $20(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親子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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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齊來送給社會上有需要的兒童一點關愛和貼心的祝福！每年社會福利署都會
舉辦《香港人．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鼓勵義工親手製作手工藝禮物，透
過探訪，學習多關心身邊的人並傳揚愛的訊息。歡迎大家加入這個大行動！

內容： 1. 義工訓練       2. 製作手工藝禮物       3. 探訪義工服務
日期：  訓練小組︰ 23/11及30/11/2013 (逢星期六、共2節)

 義工服務︰7/12/2013(星期六)
時間： 訓練小組︰ 11:45 am – 1:00pm

 義工服務︰10:30 am – 1:00pm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義工服務︰紅磡區（暫定）
對象： 12 – 18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備註：  活動籌備及服務將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2013-14《香港人．香港心》 義工大使行動

引言： 義工精神是貢獻個人時間及精神
在不為任何報酬的情況下提供服
務，你有想過自己擁有這份精神
嗎？服務他人的精神更可以令你
更加了解身邊的人的需要，如果
你有這份動機，就不容錯過這個
小組。

內容：1. 義工技巧訓練
　　　2. 籌備探訪內容
　　　3. 探訪活動(長者或傷健人士)
日期：小　組： 21/11-5/12/2013 

 (逢星期四，共3節)
　　　服務日：14/12/2013 (星期六)
時間：小　組：7:30pm- 8:30pm
　　　服務日：2:00pm – 5:00pm
地點：小　　組：本中心
　　　服務地點：九龍城區 
對象：13-18歲青少年
名額：8人
收費：全免
職員：崔文豪先生(Billy)
備註：1.  活動籌備及服務時數將計算為

義工服務時數；
　　　2.  活動可計算為其他學習經歷

(OLE)時數。

義工少年團

義工活動

引言：  誠邀大家在扮鬼扮馬的哈囉

WIN，做出不同應節造型的手工肥
皂，能發揮個人藝術潛能之餘，
還可以藉著教授兒童，學習關心
身邊的人和感受助人的喜悅。有
你的加入，讓萬聖節再不是搗
蛋，而是與眾同樂的大日子！

內容： 1. 學習製作手工皂

 2. 義工帶領兒童的技巧

 3.  義工服務：教授兒童製作手工
肥皂

日期： 義工訓練： 18/10/2013 及 

25/10/2013  

(逢星期五、共2節)

 義工服務：1/11/2013 (星期五)
時間： 義工訓練：7:00pm – 8:15pm

 義工服務：5:30pm – 7: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2-18歲青少年
名額： 6人
收費： $10 (會員)   $40(非會員)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
備註：  收費已包括製作手工肥皂的材料

費。

哈囉WIN SOAP SOAP

引言： 聖誕節是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你
們願意把這種歡樂帶給區內小朋
友嗎？

　　　 現在有機會讓年青人大展身手，
由你們一手一腳準備一個開心聖
誕派對！

內容：1. 義工訓練
　　　2. 聖誕聯歡會
日期： 義工訓練︰ 8/11 –29/11/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聖誕聯歡會︰22/12/2013 (星期日)
時間：義工訓練︰ 4:00p.m.-5:30p.m.
　　　聖誕聯歡會︰2:30p.m.-4:30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13-18歲青少年
名額：8人 
收費：全免
職員：黃雪瑩姑娘(Monique)
備註：1. 義工必須出席聖誕聯歡會活動；
　　　2.  活動可簽發其他經歷(OLE)時

數及義工時數。

愛無極義工

引言：  有沒有想過一個活動滿足你3個願
望? 可以學習曲奇製作、與南亞族
裔朋友建立友誼和服務社群! 想一
舉三得的你快快報名參加啦!

內容： 1. 曲奇製作

 2. 與南亞裔人士交化交流

 3. 義工服務
日期：  曲奇製作及文化交流工作坊 : 

23/12/2013(星期一)

 義工服務: 24/12/2013(星期二)
時間：  曲奇製作及文化交流工作坊 : 

10:30am- 1:30pm

 義工服務: 10:30am- 1:30pm
地點： 本中心及紅磡區
對象： 13-21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崔文浩(Billy)

曲奇樂「融融」
青少年義工服務

引言：  歡迎登記成為本中心的義工參加
義工迎新活動，做義工之餘又可
以認識新朋友!

內容： 1. 互相認識遊戲

 2. 義工基礎訓練

 3. 配對中心義工服務
日期：  迎新活動︰15/11/2013 (逢星期五

、共1節)
時間： 迎新活動︰7:30 pm -9:00 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4至24歲青少年
名額： 20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李倩茵姑娘(Kim)
備註﹕ 需登記成為本中心義工者。

中心義工迎新日

義工活動

引言：  音樂可以令人放鬆及抒發情緒，懂
得樂器更可以令身邊的人得到喜悅
和快樂，是次活動希望透過學習音
樂，作為義工探訪的表演，讓身邊
的人感受音樂的歡樂。

內容： 1.教授結他基本彈奏技巧

 2.教授簡單樂理

 3.探訪活動
日期： 課　節： 7/11-12/12/2013 

(逢星期四，共6節)

 服務日：14/12/2013 (星期六)
時間： 課　節：9:00pm- 10:00pm

 服務日：2:00pm – 5:00pm
地點： 課　節：本中心

 服務地點：九龍城區 
對象： 12-17歲青少年
名額： 6人
收費：  $ 3 6 0 (會員 )　 $ 4 0 0 (非會員 )  

$180(優惠收費)
職員： 崔文豪先生(Billy)
備註： 1.  探訪活動可計算為其他學習經

歷(OLE)時數。

 2. 參加者需自備木結他。

 3.  課節內容會根據參加者的進度
而轉變。

結‧他‧手 義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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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秋高氣爽的天氣總令人喜歡接觸大
自然，是次活動將帶領青少年前往
西貢赤徑進行露營活動，並訓練各
參加者的自理能力，使參加者認識
自己獨立的一面和學識與別人合作
的精神。

內容：1. 露營活動
　　　2. 團隊遊戲  
日期：營前會：20/12/2013 (星期五)
　　　露　營： 21/12-22/12/2013 (星期六

及日)
時間：營前會：8:00pm-9:00pm
　　　露　營： 2:00pm(21/12) - 3:30pm 

(22/12)
地點：營前會：本中心
　　　露營地點： 香港西貢赤徑  (於中心

集合及解散)
對象：13-18歲青少年
名額：8人
收費： $120 (會員)  $150(非會員)  $60(優

惠收費)
職員：崔文豪先生(Billy)
備註﹕1.  費用只包括膳食(晚餐、翌日早

餐及午餐)及物資費用；
　　　2. 參加者必須出席營前會；
　　　3. 參加者須自備車資；
　　　4.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

曬及雨天用品。

「赤」色印記 

青少年活動

引言： 你有沒有想過走近大自然，看一
下日落，可以令人心情輕鬆愉
快，有助減壓?有時候出去大自
然映下相仲好玩過在家打機和上
網，如果你有興趣影相同親親大
自然，快點參加啦！

內容：1. 認識有效減壓方法
　　　2. 戶外攝影活動 
日期：健康小組活動︰ 25/10 (星期五)
　　　下白泥健康之旅︰ 27/10(星期日)
時間：健康小組活動︰7:30 – 8:30pm
　　　下白泥健康之旅︰
　　　 11:30am—6:00pm (於中心集合)
地點：健康小組活動︰本中心
　　　下白泥健康之旅︰元朗下白泥
對象：12至18歲青少年
名額：10人 
收費：全免 
職員：李倩茵姑娘(Kim)
備註：1. 攝影器材可用手機或自備相機;
　　　2.  戶外活動請自備車費及食水、

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攝影新體驗 —
　　 下白泥健康之旅

引言： 以中心的多媒體器材，構思各種
好玩的計劃。

　　　 A - A u d i o。 C - C e n t r e。 A C 

Workshop讓一群青少年學習不同
技能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服務
，透過相片、短片與大眾分享義
務工作的喜樂時刻。

內容：1. 中心音響系統訓練
　　　2. 戶外音響系統訓練
日期： 11/10/2013 – 25/10/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7:30pm-8:45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 13至18歲青少年 (對音響系統有興

趣青少年)
名額：8人
收費：全免
職員：盧嘉輝先生

AC Workshop

引言：  睇Running Man就睇得多，相信
你們未試過參加，現在就同你的
朋友組隊接受挑戰，拿走哈佬喂
大寶藏啦!

內容： 1. 合作遊戲

 2. 推理遊戲
日期： 25-10-2013(星期五)
時間： 7:30pm-9:30pm
地點： 本中心及黃埔花園
對象： 13至17歲青少年
名額： 12人
收費：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及  

蘇佩盈姑娘(Soso)
備註﹕ 1.  3至4人為一隊，可自行組隊。

如未有足夠人數自行組隊，工
作員可協助組隊。

 2.  報名方法﹕可到中心接待處報
名，工作員會致電確定。

Running Man @ 
哈佬喂大寶藏

義工活動

引言： 現招募有興趣參與協助本中心日
常服務的義工，例如協助管理借
用玩具等。

內容：1. 認識中心運作
　　　2. 協助中心服務
　　　3. 待人接物的訓練
日期： 義工訓練︰ 1/11及8/11/2013  

(逢星期五、共2節)
　　　義工實習日︰9/11/2013(星期日)
時間：義工訓練︰︰7:30 pm -9:00 pm 
　　　義工實習日︰2:30-6:00 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14至24歲青少年
名額：8人 
收費：全免
職員：李倩茵姑娘(Kim)
備註：1.  通過是次義工訓練及實習活動

合格後，可成為本中心長期協
助服務的中心義工。

　　　2.  是次義工訓練及實習活動可計
算為義工時數。

義工大募集—
　　 中心小幫手

青少年活動

引言： 「以愛互勉」以關愛連繫兩代
人，互助互勉。誠邀一班年輕人
參與活動，藉著探訪和贈送親手
製作的禮物，表達關愛的心，並
了解長者的生活，拉近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

內容：1. 製作鳳梨酥
　　　2. 義工訓練
　　　3. 探訪長者活動 
日期：5/10/2013 (星期六)
時間：9:00am – 1:00pm
地點：本中心及紅磡區
對象：12 – 18歲青少年
名額：10人
收費：全免
職員： 蘇佩盈姑娘(SoSo)及  

徐志源先生(Mor)

「以愛互勉」
　  關心長者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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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親子美術班
此課程利用水彩和不同的物料，讓幼童感受色彩，做出不同圖案，並知道「創意無限」，從小培養他們對
藝術的興趣。也可以增強親子之間的關係。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97/01 8/10 –26/11/2013
2:00pm – 3:00pm

(逢星期二)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25/9/2013(三)

綜合藝術
多元化的藝術工作坊能發揮孩子們好奇的天性，深入地觀察事物。自己親身動手創造出的作品，讓孩子明
白萬物源於自然，啟發孩子們天賦的本能去觀察、感受、觸摸、思考和表達，讓孩子們在愉快的親身體驗
中，自然地懂得學習。創意綜合藝術分為幼兒及兒童，以配合不同年紀的小朋友，相對的程度及課程內
容，更能發揮小朋友的能力。

幼兒創意綜合藝術
課程內容包括各類型的繪畫及創作手工，如素描、繪畫、印刷、設計及手工藝等等。此課程在輕鬆及充滿
趣味性的氣氛下進行，藉此訓練學生的創作、思考、自信及獨立，並接觸不同類型的媒體，擴闊他們的見
識，以便增強其日後的創作力。

C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98/01 5/10– 30/11/2013
2:15pm – 3:15pm

(逢星期六)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9/9/2013(日)

FS/I/13/098/02
7/12/2013 

–26/1/2014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1/12/2013(日)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99/01 5/10– 30/11/2013
3:30pm – 4:30pm

(逢星期六)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9/9/2013(日)

FS/I/13/099/02
7/12/2013 

–26/1/2014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1/12/2013(日)

對象：2至4歲幼兒 (需要成人/家長陪同)
名額：12對親子

對象：3至5歲幼兒
名額：各10人

導師：盧淑儀小姐
備註：1.) 請自備圍裙、手袖及手毛巾；
　　　2.) 請於上課時繳交材料費$40給導師。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1.)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2.) 費用已包括物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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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素描小天地
此乃不一般的素描課程，以不同的角度探討素描，主要訓練技巧及啟發創意，還會加入素描以外的新元
素，接觸一些不同媒介混合的使用及特別效果的創作等，讓學生更能掌握及熟練運作思維，擴闊他們的創
作空間。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01/01 4/10 – 29/11/2013
6:05pm – 7:20pm

(逢星期五)

9
$765 (會員)

$795 (非會員)
28/9/2013(六)

FS/I/13/101/02
6/12/2013 – 

24/1/2014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30/11/2013(六)

創意輕黏土製作班
課程透過此手工藝制作，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及群體生活，並教授搓法、混色、黏合等技巧。課程以紙
黏土製作不同的物件或動作。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40/01 13/10 – 24/11/2013
2:30pm – 3:30pm

(逢星期五)

6
$420(會員)

$450(非會員)
現已接受報名

FS/I/13/140/02
1/12/2013 – 

26/1/2014
9

$630(會員)

$660(非會員)
30/11/2013(六)

對象： 素描班之舊生或基礎班之學員(須
由導師推薦)

名額：10人

對象：3至9歲幼兒及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導師：張劍蘭小姐
備註：1.) 請自備剪刀及高身膠盒；
　　　2.)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3.) 15/11/2013暫停上課。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兒童漫畫創作及製作班
此課程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內容從人體結構班不同動作及表情變化的練習、光暗、比例等，如何運
用不同的工具、方法及技巧練習，創作別具風格的版面、文字受比例的分佈，最後如何出版及宣傳策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02/01 2/10 – 27/11/2013
6:30pm – 7:30pm

(逢星期三)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6/9/2013(四)

FS/I/13/102/02
4/12/2013 – 

29/1/2014
7

$560(會員)

$590(非會員)
28/11/2013(四)

兒童創意綜合藝術班
課程內容包括各類型的繪畫及創作手工，如素描、繪畫、印刷、設計及手工藝等等，著重啟發其獨立思
考，創作力及自信心，技巧的訓練及藝術的修養。利用不同媒介作實驗性創作，同時也開展認識藝術歷史
及各國文化作初步探討，為日後個人藝術奠定根基。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35/01 5/10– 30/11/2013
4:30pm – 5:45pm

(逢星期六)

9
$765 (會員)

$795 (非會員)
29/9/2013(日)

FS/I/13/135/02
7/12/2013 

–26/1/2014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1/12/2013(日)

素描小天地(基礎班) 
此課程將採用輕鬆新穎的方式進行，從而學習素描的點、線、面及光暗技巧和構圖、比例等理論，讓學員
由淺到深學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00/01 4/10 – 29/11/2013
7:20pm – 8:35pm

(逢星期五)

9
$765 (會員)

$795 (非會員)
28/9/2013(六)

FS/I/13/100/02
6/12/2013 – 

24/1/2014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30/11/2013(六)

對象：7至16歲兒童
名額：10人

對象：6至16歲
名額：10人
導師：湯蘭萍小姐

對象：7至16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25/12/2013, 1/1/2014暫停上課。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備註：1.)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2.) 費用已包括物料費。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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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Phonics幼兒班
Phonics幼兒班是一個教法生動、全面、有系統的Phonics英文拼音班，讓學生輕地鬆掌握英文語音基
礎、詞彙結構以加強學生發音、讀字和認字的能力。全期課程共八期，每期八堂
內容：第一至四期︰認識元音、英文字母(輔音發音)的認識、拼字和應用
　　　第五至八期︰英文字母組合的發音、拼字、生字應用和詩歌

A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五期
FS/

I/13/130/01

8/10 

–26/11/2013 5:15pm – 6: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5/9/2013(三)

第六期
FS/

I/13/130/02

3/12 – 

28/1/2014
27/11/2013(三)

B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五期
FS/

I/13/131/01

8/10 

–26/11/2013 6:15pm – 7: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5/9/2013(三)

第六期
FS/

I/13/131/02

3/12 – 

28/1/2014
27/11/2013(三)

對象：K2至K3幼兒
名額：10人

對象：K1至K2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趣味英文拼音A班
趣味英文拼音班是一個教法生動、全面、有系統的Phonics英文拼音班，讓學生輕鬆地掌握英文語音基礎
及詞彙結構，以加強學生發音、讀字及串字的能力，更能協助學生培養閱讀的興趣，對學習英語有重要的
幫助。全期課程共五期，每期八堂。
內容：第一、二期︰認識元音、英文字母(輔音發音)的認識、拼字和應用
　　　第三、四、五期︰英文字母組合的發音、雙元音、長音、短音、拼字和應用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一期
FS/

I/13/129/01

8/10 

–26/11/2013 4:15pm – 5: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5/9/2013(三)

第二期
FS/

I/13/129/02

3/12 – 

28/1/2014
27/11/2013(三)

對象：小一至小三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幼兒普通話拼音、故事樂
教導幼兒學習普通話的字音及抑揚頓挫的感情，以不同故事、兒歌及童謠引發幼兒對普通話的興趣及想
像，從而投入角色及表達，增強兒童自信心。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6/01 3/10 – 28/11/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四)

9
$504 (會員) 

$534 (非會員)
27/9/2013(五)

FS/I/13/126/02
5/12/2013 – 

23/1/2014
8

$448 (會員) 

$478 (非會員)
29/11/2013(五)

對象：4 –6歲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

備註：‧26/12/2013暫停上課
　　　‧請帶備文具及筆記薄；
　　　‧ 此班需經導師批淮後方可安排升至兒童普通話初

級證書班。

英國劍橋小學英語
課程採用國際認可的英國劍橋小學英語測試為基礎，並加入精選的外國兒童文章及英語活動。透過文章及
活動進行英語訓練，學生不但可掌握日常英文用語，增強聽說能力，更可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以培養自
發性及持久性的學者態度。
由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籌辦，為一個國際認可的英語考試，包括閱讀與寫作，聆聽及會話三個部分。每
級課程共五期，每期八堂。同學完成五期後，由中心安排報考國際認可的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英國劍橋小學英語測試。

初級預備班及初級 中級 高級

第一期 數目、顏色 認識人物、認識事物 學校及時間表、煮食

第二期 衣服、身體部分 身體與健康、日常工作 物件由什麼造成、職業

第三期 家庭、交通工具動物 形容詞、日期，地方及天氣 假日及旅遊、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第四期 在課室裏、體育活動 動物及特性、家庭及家居 在城市中、活動經歷、大自然世界

第五期 飲食、家庭 地方、進行時態、過去式 過去，現在，將來式、我們的感覺

備註：課程教授的先後次序會按所有學員的程度編排，而作出相應的更改。

初級預備班 (Pre-starters) 
C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三期
FS/

I/13/127/01

4/10 – 

29/11/2013 4:00pm – 5:00pm

(逢星期五)

9
$630 (會員)

$660 (非會員)
28/9/2013(六)

第四期
FS/

I/13/127/02

6/12/2013 – 

24/1/2014
8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30/11/2013(六)

B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三期
FS/

I/13/128/01

4/10 – 

29/11/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五)

9
$630 (會員)

$660 (非會員)
28/9/2013(六)

第四期
FS/

I/13/128/02

6/12/2013 – 

24/1/2014
8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30/11/2013(六)

對象：K2至K3幼兒
名額：各10人

導師：沙士比亞公司外籍導師
備註：A班及B班 31/1/2014於暫停上課
　　　此課程已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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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中文閱讀策略班
閱讀策略是一套幫助學生理解文章的閱讀方法。學生有意識地使用此方法，可促進對文章的理解。「中文
閱讀策略班」透過不同類型的閱讀教材，教授學生有效的閱讀策略，全面提升閱讀的技巧。課程會因應不
同年級編班，全期課程共四期，每期八堂。
【第一期】①預測內容　②找關鍵詞、中心句　③劃分義段、歸納段意
【第二期】①歸納中心思想　②六何法　③回答問題技巧
【第三期】①心智圖法　②聯想法、多感觀觀察法　③回答問題技巧
【第四期】運用不同策略閱讀及綜合練習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一期
FS/

I/13/133/01

7/10-

25/11/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一)

7
$507.5 (會員)

$537.5 (非會員)
2/10/2013(二)

第二期
FS/

I/13/133/02

2/12/2013 – 

28/1/2014
9

$652.5(會員)

$682.5 (非會員)
26/11/2013(二)

對象：小四至小六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14/10/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戲劇遊戲」學中文高班
課程特色：
透過老師設計及編制的教材，配合多元化的互動戲劇遊戲、趣味性的語文遊戲及小組討論等活動，讓學生
掌握有效的學習中文方法，學習中文詞彙、語法、寫作、並訓練閱讀及說話技巧，從而加強學生對學習中
文的興趣，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及組織能力，加強自信心。 
內容：
第一期︰「聽、說、讀、寫」測試、字的部首、偏旁、錯別字、綜合練習
第二期︰ 供詞填充、不供詞填充、閱文填充、看圖造句
第三期︰ 速讀練習、閱讀理解答題技巧、閱讀策略
第四期︰ 語文基礎訓練、近形字辨識、閱讀策略、改正病句
第五期︰ 句子結構、重組句子、改寫句子、綜合練習
第六期︰ 六何法、閱讀理解、故事創造及說話訓練
第七期︰ 聆聽測試、腦力激盪法、修辭技巧、
第八期︰ 腦圖創造法、聯想思考、創意寫作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七期
FS/

I/13/132/01

7/10-

25/11/2013 4:00pm – 5:00pm

(逢星期一)

7
$507.5 (會員)

$537.5 (非會員)
2/10/2013(二)

第八期
FS/

I/13/132/02

2/12/2013 – 

27/1/2014
9

$652.5(會員)

$682.5 (非會員)
26/11/2013(二)

對象：小四到小五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14/10/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課程適合新生插班。

中文小作家初班
課程特色：
採用生動有趣的活動教學形式，加強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教授學生不同的寫作方法，讓學生輕鬆愉快地逐
步掌握有效的寫作技巧。透過由淺入深的多元化寫作練習，加強學生的寫作技巧，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及
對各類文體的閱讀及欣賞，學生作品交流，了解各類文體的特點，加強寫作能力。
內容：
【第一期】：學習作文六步驟(由如何審題到下筆寫作的基本功訓練)
【第二期】：記敘文 – 記事(記敘事件、個人經歷)
【第三期】：記敘文 – 記人(人物外貌描寫、用事件反映人物性格)
【第四期】：記敘文 – 記人(人物心理描寫、用事件反映人物感受)
【第五期】：記敘文 – 記物(動 / 植物、物件) 
【第六期】：記敘文 – 遊記、實用文 – 書信
【第七期】：實用文 – 賀卡、便條、日記、週記
【第八期】：看圖作文，創意寫作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二期
FS/

I/13/134/01

7/10-

25/11/2013 6:00pm – 7:00pm

(逢星期一)

7
$507.5 (會員)

$537.5 (非會員)
2/10/2013(二)

第三期
FS/

I/13/134/02

2/12/2013 – 

27/1/2014
9

$652.5(會員)

$682.5 (非會員)
26/11/2013(二)

對象：小三至小四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14/10/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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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成人系列

青年跆拳道
透過跆拳運動，鍛練學員強健體魄、堅毅不屈精神，學習紀律及團隊合作精神，不單能鍛鍊學員之體能，
更可考取認可証書及參加公開比賽。內容有跆拳道禮儀、熱身運動、基本馬步、踢腿訓練、自由搏擊、套
拳訓練、自衛術及晉升測試。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16/01 3/10 – 28/11/2013
8:30pm – 9:45pm

(逢星期四)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27/9/2013(五)

FS/I/13/116/02
5/12/2013 – 

23/1/2014
7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29/11/2013(五)

對象：12歲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15人

導師：陳志威先生
備註：26/12/2013, 30/1/2014暫停上課。
　　　此課程屬長期班；

活力瑜伽班
這個瑜伽運動不單可以強化肌肉，修緊線條，改善不良姿勢；並透過呼吸和安靜心，能令身體放鬆，舒緩
緊張情緒，減輕壓力，提升學習效率。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17/01 4/10 – 29/11/2013
8:15pm – 9:45pm

(逢星期五)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28/9/2013(六)

FS/I/13/117/02
6/12/2013 – 

24/1/2014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30/11/2013(六)

對象：青少年及成人
名額：15人

導師：謝潔雯小姐
備註：學員請穿著輕鬆衣服，自備食水及毛巾。

Coby Coby sing and dance with me
內容：課程以英語教授，重新將外國民謠編成為富有節拍動感的歌曲，將Hip Hop、Jazz等編為深受小朋
友歡迎的舞蹈，讓他們在熟悉的旋律中更投入地學習英文生字及唱出歌詞，更大的收穫就是增加自信心和
令兒童樂於參與群體活動。

　A班 (對象：3至5歲幼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3/01 7/10-29/11/2013
4:10pm – 5:10pm

(逢星期一)

7
$700 (會員)

$730 (非會員)
2/10/2013(三)

FS/I/13/123/02
2/12/2013 – 

28/1/2014
9

$900 (會員)

$930 (非會員)
30/11/2013(二)

　B班 (對象：3至5歲幼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4/01 7/10-29/11/2013
5:15pm – 6:15pm

(逢星期一)

7
$700 (會員)

$730 (非會員)
2/10/2013(三)

FS/I/13/124/02
2/12/2013 – 

28/1/2014
9

$900 (會員)

$930 (非會員)
30/11/2013(二)

　C班 (對象：6至9歲兒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5/01 7/10-29/11/2013
6:20pm – 7:20pm

(逢星期一)

7
$700 (會員)

$730 (非會員)
2/10/2013(三)

FS/I/13/125/02
2/12/2013 – 

28/1/2014
9

$900 (會員)

$930 (非會員)
30/11/2013(二)

名額：每班15人    導師：COBY DANCE 之導師
備註：14/10/2013暫停上課

四季豆豆音樂初班
內容：透過聆聽故事、讓小朋友認識四季的節日及培養個人衛生；利用音樂遊戲樂理，內容為民族活動、

角色扮演、樂器演奏、分別高低／快慢、並認知音符、節奏及拍子。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2/01 8/10 –26/11/2013

10:00am – 

11:00am

(逢星期二)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現已接受報名

對象：2至4歲幼兒 (需一位成人陪同及未入學的幼兒) 名額：10對
導師：盧淑儀小姐     備註：此課程屬長期班；

學習小園地
內容：課程主要透過故事、兒歌及聆聽活動，提升幼兒的專注力。藉著各色各樣的活動，加強幼兒身體協
調、社交及語言能力。也利用不同的物料及用具給幼兒探索，提升他們的創造力。過導師所訂的學習內

容，訓練他們自理、小肌肉、手眼協調及認知的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139/01 8/10-26/11/2013
11:00am – 12:00nn

(逢星期二)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對象：2至3歲幼兒    名額：12人
導師：盧淑儀小姐    備註：參加者需繳交材料費$40給導師。

音樂旋律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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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班
鋼琴班
內容： 以一對一形式，教授參加者樂理及鋼琴彈奏技巧。

 所有學生均按程度獲保送應考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英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考試。
師資：導師均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或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八級綱琴程度或以上。
每堂收費：

時間/級別 初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六級 七級 八級

30分鐘 $90 $95 $100 $105 $110 / / / /

45分鐘 /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20 $260

課程編號 名稱 日期 時間

FS/I/13/136 鋼琴A班 逢星期六 7:00pm – 9:30pm

FS/I/13/137 鋼琴B班 逢星期六 6:30 pm – 9:30pm

FS/I/13/138 鋼琴E班 逢星期六 1:30pm – 6:00pm

對象︰ 5歲或以上
堂數︰ 每期堂數以雙月費計算
報名須知︰1.由於課程為個別教授，故一經報名及繳費，學員將不獲補課。
　　　　　2.有興趣者請到中心接待處查詢，如額滿將被安排至輪候名單。
　　　　　(  而輪候名單，中心將於三個月內安排有關課程，若於期間仍未收到通知，則表示中心未能安

排輪候者選擇之學琴時段，此申請將會作廢。)

防病強身瑜伽班
這個瑜伽運動不單可以強化肌肉，修緊線條，改善不良姿勢；並透過呼吸和安靜心，能令身體放鬆，舒緩
緊張情緒，減輕壓力，提升學習效率。

A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18/01 7/10-29/11/2013 10:00am – 

11:30am

(逢星期一)

7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2/10/2013(三)

FS/I/13/118/02
2/12/2013 – 

27/1/2014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30/11/2013(二)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19/01 7/10-29/11/2013 11:30am – 

1:00pm

(逢星期一)

7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2/10/2013(三)

FS/I/13/119/02
2/12/2013 – 

27/1/2014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30/11/2013(二)

C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0/01 3/10 – 28/11/2013 10:00am – 

11:30am

(逢星期四)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27/9/2013(五)

FS/I/13/120/02
5/12/2013 – 

30/1/2014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9/11/2013(五)

D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121/01 3/10 – 28/11/2013 11:30am – 

1:00pm

(逢星期四)

9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27/9/2013(五)

FS/I/13/121/02
5/12/2013 – 

30/1/2014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9/11/2013(五)

對象：青少年及成人
名額：15人

導師：王玉珍小姐
備註：14/10/2013, 26/12/2013暫停上課；
　　　學員請穿著輕鬆衣服，自備食水及毛巾。

青少年及成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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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及導師簡介

陳志威先生
香港跆拳道浩正會會長，國際跆拳道聯盟黑帶六段，韓國正道館黑帶五段，以及屬
國際跆拳道聯盟認可教練，教授跆拳道25年經驗，並於中心任教多年。

湯蘭萍小姐
湯蘭萍小姐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曾任海港城的高級美術主任十年多，在職
期間曾為公司奪取4個“奇勝全港聖誕燈飾比賽”優異獎等。

盧淑儀小姐

導師為合格幼稚園教師及大學畢業生，持有兒童藝術教育課程證書、兒童音樂教育
課程證書、美育音樂課程證書等。導師透過不同的合作性遊戲活動，讓幼兒可從
『遊戲中學習』，增進他們各方面的發展，如：身體各部感觀、肢體協調及提昇智
力，並藉著音樂及美術的配合，更能啟發他們的創造力。

香港業餘
武術協會

香港業餘武術協會創辦於1994 年，是一間政府註冊的武術團體，致力提倡一種強
身健體的『實用武術』，這種創新意念，令練武的空間更廣闊。本會亦希望學員
透過練習，培養出個人的自信心、紀律性和責任感，從中學習群體生活應有的禮
貌及相處之道。

培藝芭蕾舞
學校

培藝芭蕾舞學校是由一群富經驗的舞蹈專業人士創辦，以教授兒童舞蹈為主，培育
新一代的藝術修養，讓他們建立自信及提升個人品格。學員除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學習正規舞蹈技巧與知識外，更可藉著群體活動培養紀律性及合群性。

開心互動
教室

由小學老師及社工組成的開心互動教室，以他們專業的知識，專注於發展小學生各
方面的潛能。他們深信每位孩子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只要選擇適合他們的學習方
法，他們必能發揮潛能。各項課程採用創意的活動教學策略，運用多元化的教學元
素、設計獨特的課程、教案和筆記，實行專業的專科專教；以互動學習及輔導的小
組形式，讓孩子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羔保制作
有限公司

羔保制作有限公司是一間多元化制作機構，以關注世情、服務社群、傳達友愛訊
息、為不同的教育福利機構及社區人士提供優質服務。公司曾與多間教育機構／學
校／青少年中心合作舉辦多項不同智能學藝訓練課程，協助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
得到全面發展。

ICYSC/SO/GP03/06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班／組／活動報名表

中心專用： 職員姓名：         日期：  (上午/下午/晚上)

戶外活動及體能活動適用
聲明：
(1) 為確保活動順利及安全進行，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聲明

我聲明︰我的健康及體能狀況，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我因本人的疏忽或健康、體能欠佳，不遵守指示而引致傷亡或
財物損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則毋須負責。

參加者簽署： 日期：

(2) 為確保活動更能照顧參加者的個別需要，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聲明

本人  (家長/監護人) 同意 (參加者) 參加 貴機構之上述活動。

本人清楚明白上述參加者的身體健康狀況，適宜參與是次活動。如因上述參加者的疏忽或健康、體能欠佳，不遵守指示
而引致參加上述活動時傷亡或財物損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則毋須負責。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A. 報名資料

班／組／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 活動日期 費用 收據編號 正選 後備

1.

2.

3.

4.

5.

合共費用： $

 會員（會員號碼： ）  非會員

姓 名： 性 別 ：  年 齡 ：

地 址： (非會員適用)

電 話： 教 育 程 度 ：

如參加者於活動進行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 聯絡人： 與參加者關係：

B. 本人明白及同意
1. 向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作申請參加活動及相關用途。 
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於小組/活動中向本人進行拍照、攝錄及錄音，並可能公開上述有關資料作活動宣傳、
報告及記錄用途。  

3. 遵守主辦團體所訂的規則，如因本人的疏忽或不遵從指示而引致的傷亡或財物損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則毋須負責。 

參加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特別接送安排適用

接送者 : a) ，與參加者關係： 聯絡電話：

接送者 : b) ，與參加者關係： 聯絡電話：

註： 1. 如家長／監護人選擇由指定人士接送參加者，本中心在需要時，有權查核接送者之身份或要求接送者登記其身份。

     2. 如家長／監護人不填寫此部份，即表示同意參加者可自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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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中心簡介

ICYSC/SO/GP04/04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家庭活動報名表
A. 報名資料

活 動 名 稱 ： 活 動 編 號 ：

地 址 ： (非會員適用) 電 話 ： (非會員適用)

姓 名 關係 性別 年齡 收費 會員號碼 收據編號 正選 後備

1 報名者

2

3

4

5

B. 聲明

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健康及體能狀況，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因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不遵守指示

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或財物損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則毋須負責。 

申請人／申請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簽署:

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同意／不同意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公開於小組／活動中所拍攝的相片或影像作活動宣傳、推廣及記錄等用途。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中心專用： 職員姓名：          日期： (上午/下午/晚上)

ICYSC/SO/GP04/04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家庭活動報名表
A. 報名資料

活 動 名 稱 ： 活 動 編 號 ：

地 址 ： (非會員適用) 電 話 ： (非會員適用)

姓 名 關係 性別 年齡 收費 會員號碼 收據編號 正選 後備

1 報名者

2

3

4

5

B. 聲明

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健康及體能狀況，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因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不遵守指示

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或財物損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則毋須負責。 

申請人／申請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簽署:

我及我的家庭成員同意／不同意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公開於小組／活動中所拍攝的相片或影像作活動宣傳、推廣及記錄等用途。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中心專用： 職員姓名：         日期： (上午/下午/晚上)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各服務單位資料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總辦事處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6樓 2366 7271 2721 3563

綜合家庭服務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臨床心理服務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綜合家居服務
沙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地下G2室
新界大埔元邨泰榮樓地下11及12室

2640 1008

2667 7616

2683 5345

2661 9648

兒童之家
於九龍及新界區設立9間兒童之家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G4室 2750 7913 2755 3137

寄養服務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G4室 2750 7913 2755 3137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埔廣福邨廣仁樓220-229室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105-113室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一期第三座平台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地下及一樓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社區中心2-4樓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9號御庭軒政府樓2樓

2653 8514

2679 7557

2414 8283

2356 2133

2642 1555

2668 2138

2638 5370

2671 2206

2412 3570

2334 9963

2643 0476

3125 4677

課餘託管服務
大元課餘託管服務中心

於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均設有課餘託管服務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樂樓地下24-26室 2660 6572 2660 8254

兒童及青年中心
成和青少年中心 香港跑馬地桂成里二十號誠和閣地下 2572 2311 2572 3115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為全港42所中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
請聯絡總辦事處 2366 7271 2721 3563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馬鞍山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3-26室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社區中心2樓

2667 7780

2328 6903

2667 7149

2328 6523

深宵外展服務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3-26室 2667 7780 2667 7149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心弦成長中心 新界荃灣大河道99號16樓03-04室 2402 1010 2614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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