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地下及一樓

G/F, Block 18, Site 2,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owloon
電話 Tel : 2356 2133  傳真 Fax : 2334 9963
電郵 Email : fscit@hkcys.org.hk 網址 Website : http://www.hkcys-fscit.org.hk

印刷數量：16,000本
印刷日期：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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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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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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7 練琴及練Band服務、自修室服務、電腦借用服務
8 年度服務報告

9 服務承諾報告

10 - 12 活動花絮

13 童軍活動

14 - 15 2013年暑期活動及興趣班報名須知
16 - 17 暑期活動行事曆

18 課餘託管服務

19 寄養服務

20 - 21 特別計劃

22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介紹

兒童及家庭活動
23-25 陽光．家．油站

26 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

27-45 兒童及家庭活動
　 - (正面抗逆系列)
　 - (和諧社區系列)
　 - (發展潛能系列)
　 - 兒童活動
　 - 親子及家座活動
　 - 參觀活動
learn&play系列

46 多元智能興趣班

47-60 1. 身體運動智能系列
2. 兒童廚藝系列
3. 音樂旋律智能系列
4.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5.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興趣班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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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合作機構及導師簡介

75 班/組/活動報名表
76 家庭活動報名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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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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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機構及中心簡介 � 機構及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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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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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在開放時段前到遊戲
室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亦可電話預約，但須
於該時段開始前5分鐘到達，逾時不候。

日期：逢星期日
時間：2:30pm-5:30pm 
對象：3-12歲幼兒及兒童
         (6歲或以下需由家長陪同)
地點：遊戲室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遊戲室借用玩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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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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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Band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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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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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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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報告
    

Statistics on Integrate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Centre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統計數字

(April 1, 2011 to March 31, 2012)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  Membership會員人數

Member會員
Children Member Aged

     14 or below                         
14歲或以下之兒童會員

Youth Member 青年會員 Parent 
Member               
家長會員

Total
總數Aged 15 to 24

15-24歲
Aged 25 or above

25歲或以上

No. of New & 
Renewed member
新/續會員

1914 527 29 1312 3782

　2.  Core Programme核心活動

Type種類

Group小組

No. of Groups
小組數目

No. of Persons 
to be Served
服務人數

No. of Sessions
節數

Total Attendance
出席總人數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Service
指導及輔導服務 19 270 120 699 

Supportive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in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
服務

37 544 216 1694 

Socialization Programmes
社群化服務 51 621 382 3441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tence
發展社會責任及才能

52 710 376 3209 

Total總數 159 2145 1094 9043 

Type種類

Activity 活動

No. of Activities
活動數目

No. of Persons to 
be Served
服務人數

No. of Sessions
節數

Total Attendance
出席總人數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Service
指導及輔導服務 36 1300 153 1992 

Supportive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in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
服務

49 1703 150 2588 

Socialization Programmes
社群化服務 138 8623 614 15896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tence
發展社會責任及才能

60 876 253 3105 

Total總數 283 12502 1170 23581 

服務承諾報告
    

服務承諾報告

4/2012 - 3/2013

服務標準 達成程度

1. 每年一次向服務使用者收集對中心整體服務的意見。 100%

2. 於開放時間，中心服務及活動的查詢，中心職員會即時作出回應或跟進。 100%

3.
除突發情況外，活動如有日期更改或取消，已報名者將於活動舉行前三個
工作天接獲通知。

100%

4.
所有報名活動如因日期更改或取消，已報名者可於活動原定日期起計十五
個工作天憑收據正本領回所繳費用。

100%

5. 遺失會員証或借書証者，於繳交費用後可即時補領。 100%

6.
主動尋求輔導的服務使用者，社工會盡可能立即接見，如需要等候，亦不
會超過半小時。在緊急情況下，例如情緒不穩定、遭受虐待或意圖自殺，
社工會即時提供輔導。

100%

7.
由家人、學校或其他專業人士轉介接受輔導的服務使用者，在收到轉介通
知後的五個工作天內，社工會聯絡有關人士和轉介者，十個工作天後會通
知轉介者有關個案的跟進工作。

100%

8.
若有任何投訴，將於三個工作天內作初步回覆，十個工作天內通知當事人
跟進結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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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煮一餐
由構思菜式、準備食材、煮食到清潔執拾也是
由七位8-12歲的參加者親自負責，工作員鼓勵
他們分擔家務及照顧自己。有部份參加者在家
中未曾參與煮食及清潔碗碟的工作，他們在小
組裡均加以學習及主動參與。最後他們精心炮
製16人份量的午餐，當中包括蜜汁雞翼、白汁
意粉、蟹柳湯烏冬及豆腐粟米湯等，並邀請家
人到中心一同品嚐，家人對他們的付出表示欣
賞和滿意。參加者本身也有很大的滿足感，他
們表示在活動中學會了煮食及洗碗外，更體會
到家人於日常家務的付出和辛勞，他們更承諾
於日後會為家務工作付出多一分力。

「成長的天空計劃」再戰營會 -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本中心獲教育局撥款，與區內的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合辦了「成長的天空計劃」，計劃為期
三年，為參加計劃的學生提供一連串有連貫性的成長活動，主要目標是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
今年，計劃共有二十一名小四學生參
加。參加者於計劃內的輔助小組、親
子活動、成長日營及宿營等均表現得
十分積極和投入。於是次宿營前，參
加者已從輔助小組中學會解難技巧、
團隊合作精神、情緒管理技巧、處理
衝突的技巧及訂立目標技巧等，然後
再於宿營中作出實踐，進一步提升了
參加者的效能感、樂觀感和歸屬感。
參加者表示宿營中的活動很刺激又具
有挑戰性，讓他們有機會挑戰自己，
自信心亦有所提升。

健康爸媽家長工作坊 
健康爸媽家長工作坊於本年3月9日在本中心舉行，對象是區內家長，共有10位參加者，在活動當
中，工作員介紹幼兒成長的心理和需要，以及透過遊戲讓家長認識與幼兒溝通的技巧，鼓勵家長
以遊戲進入孩子的世界。此外，工作員亦邀請了嘉賓分享管教子女的心得，讓家長認識在管教子
女時，控制自己情緒的重要性。是次活動家長表現十分投入，他們均分享日常管教子女遇到的困
難，讓工作員逐一解答及一起討論。家長表示在是次家長工作坊讓他們獲益良多，他們希望中心
舉辦更多有關管教子女的工作坊。

土瓜灣探索之旅
今天的香港，放眼街道都是連鎖店，是城市發展之故，亦是通脹
和加租之果。難得土瓜灣仍有讓小店存活的空間，居住本區的
青年義工更覺多年老店的可貴。於2013年1月至3月期間，10
位20至24歲青年義工親身到土瓜灣發掘了一些有幾十年歷史
的小店，包括 : 荳品店、甜品店、涼茶店、粥麵店等。他們
除了品嚐傳統的食物外，亦細心觀察店內的擺設和裝修，提
高了對區內老店的關注和了解。店鋪的老闆更與參加者分享
對店舖及區內街坊的感情，淡然地表示自己是「搵兩餐，服
務街坊而已」。

在3月尾，本中心更與九龍社團聯會合辦「活化土瓜灣」導賞
活動。參加者更認識了北帝街和十三街唐樓的發展，亦了解牛
棚藝術村的建築特色。參觀宋皇臺公園和聖三一堂後，參加者對
九龍城歷史和社區的變遷加深了解。所有參加者都認同是次活動有
助他們提升對社區保育的意識，並且對九龍城區更有歸屬感。

參加者的感想：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陳舊的東西往往最值得人懷念, 道路錯綜複雜的土瓜灣當然也深藏了不少老店, 就像超過50年歷史的蘇記一樣, 留下的人情味任重而道遠! 

 Kelvin Yip

今天老店的存
在是幸運，面

對

財團收樓重建
，業主加租再

加

租，他們只能
默默地接受。

不

知道那天會悄
悄地消失而不

留

半點痕跡。小
店的老闆們，

就

算有天你們撐
不下去，也有

我

們為你記錄下
來，你們曾經

存

在過。

 
Karen Kwok

新潮的,容易找尋,在旺角,四處都是珍珠奶茶；

古老的,容易失去,在全港,哪裏才找到白糖糕；

新事物總是令人注
目,舊事物總是令人錯過

。

這次"旅程",讓我重投往事,這次"經驗",讓我學懂珍惜。

因為,不知是何時會是我最
後一次踏足"舊"土瓜灣區。

 
Ho Chung

土瓜灣，一個
典型既舊區，

是

陪伴我成長既
地方。這裡亦

開

始面對舊區重
建和加租的問

題，老鋪開始
買少見少。是

次

活動難得地到
訪充滿人情味

的

荳品廠、很有
心經營的小食

店、自家製的
蛋卷店; 而最重

要是老闆沒有
把交租金的開

支

轉稼到小市民
身上，他們亦

很

願意分享他們
的故事，令我

尋

回不少小時候
的回憶。

 
Elain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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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梘」易減壓 (皂基DIY)

「補習、考試、興趣學習」已成為小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家長的期望也為小朋友帶來不少壓力。
為了小朋友健康的成長，我們於2013年3月期間在中心舉辦了「梘」易減壓(皂基DIY)， 7名兒童
參加者參與活動，他們透過製作手工減壓，同時亦學會壓力的來源、減壓方法等。 參加者表示
在小組中能對自己的壓力來源更為了解，也學會一些減壓的基本態度以及正面處理讀書壓力的方
法。他們認識到有些壓力是來自家人或自己過高的期望、欠缺規劃及時間管理等方面造成的。他
們也明白要認清壓力來源才可尋找正確方法來處理壓力，包括與人傾訴、注意時間管理等，參加
者表示活動有助他們更有信心應付學業及成長中面對的挑戰。

通識事件簿
在活動中，參加者透過不同的體驗遊戲，如製作報紙屋，
使他們了解和嘗試體驗到更多現時社會情況，如香港的貧
窮、環境污染等問題，過程中，參加者表示活動有助他們
學習多角度思考，亦有助他們提升對社會關心的心志。計
劃讓參加者對社會實況更為了解亦讓他們明白到自己比很
多人都幸福，社會上到有很多值得他們關注的人和事，並
在活動中訂立實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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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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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詳 情
‧ 本年度暑期活動報名日為 2013 年 5 月 19 日 ( 星期日 )。
‧ 所有兒童、家庭活動及多元智能暑期興趣班將以抽籤方式接受報名。入籤者 ( 經由電腦抽籤 )將獲
安排當日進入中心報名之時間。
‧ 多元智能長期興趣班則按各班之新生報名日期到達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 凡欲報名暑期活動及興趣班之人士，所持會員證之有效日期必須為所報活動舉行之日期或以後。
例如欲報名之活動日期為 2013 年 8 月 30 日，其會員證有效日期為 2013 年 8 月 15 日，此會員
必須於報名日前先辦理續會手續。

抽籤報名之程序

2013年暑期活動及
興趣班報名須知

填妥之抽籤表格須 4 月 23 日下午 2 時至 5 月 11 日下午 6 時期間交回本中心，方法如下：

‧親身 ~ 於中心開放時間內，將抽籤表格交回本中心接待處；

‧郵寄 ~ 必須於 5 月 11 日或之前將抽籤表格寄抵本中心；

‧傳真 ~ 將抽籤表格傳真至 2334 9963；

‧電郵 ~ 將抽籤表格電郵至 fscit@hkcys.org.hk
每個入籤申請均獲發編號及確認，親身辦理者會收到回條，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法遞交抽籤表
格者，中心會於收到表格後三天內以電話確認申請，入籤者如未獲確認，可致電本中心查詢。如
有郵寄、傳真或電郵遺失情況，本中心恕不負責。
註： 請保留抽籤回條及記下入籤編號，因為抽籤結果只會顯示入籤編號及會員編號，不會顯示入
籤者姓名，敬請留意。

遞交抽籤表格方法步驟三：

‧中籤者須於指定時間內，攜同會員證及活動費用到逹本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同一報名時段將以先到先得形式進場報名。
‧報名日將不設電話查詢活動報名情況。
‧報名者需以準確之款項及自備輔幣繳交所需之活動費用。
‧ 所有活動及興趣班之報名，一經繳費作實，一律不得退出、改名或改班，請於報名前留意活動
及班組之日期，以免相撞。
‧ 如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填寫『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或 『香港青少年服
務處』。（以支票付款可獲得禮物一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18 歲以下會員可由家長代為報名，如家長未能出席，家長須以授權書授權另一成年人代為辦
理手續，請於報名當日將授權書交予中心職員，並須携同該名報名人士之有文。
‧ 如報名當日於早上 7:00am 天文台仍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中心將順
延一星期 ( 即 5 月 26 日 ) 舉辦暑期活動報名日。

報名及繳費步驟七：

所有活動餘額將於 5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00 起於中心公開接
受報名，名額不限，額滿即止。本中心將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恕
不另行通知。

暑期活動及興趣班報名日程

日期 事項

4月23日 – 5月11日(6:00pm) 入籤

5月11日(9:00pm) 於中心進行抽籤

5月12日 於中心及網頁公佈抽籤結果

5月19日 報名日 ( 請依中籤時間到中心報名 )

餘額公開報名步驟八：

參加者可選擇以個人或組合為單位填寫抽籤表格：
‧個人籤 – 以個人為一個抽籤單位。
‧組合籤 – 可自由組合成員為一個抽籤單位，每籤填報人數不得超過六名。
‧每位參加者只可選擇以個人或組合方式入籤，重覆入籤將被取消抽籤資格。
‧所有入籤者將獲安排報名的時間，不會落空。

入籤方式步驟二：

抽籤表格可到中心索取、剪下季刊內附之表格、或
於本中心網頁下載(http://www.hkcys-fscit.org.hk )，
抽籤表格可自行影印。

索取抽籤表格步驟一：

於 5 月 11 日 ( 星期六 ) 晚上九時正在中心進行電腦
抽籤，歡迎入籤者到場監察抽籤情況。

電腦抽籤步驟四：

無論以個人或組合為單位入籤，報名限額均以每位
入籤人士計算：

每位中籤人士報名限額

幼兒及兒童活動 最多 4 個
家庭活動 最多 1 個

多元智能暑期興趣班 數量不限

*  若以組合為單位抽籤，每人的限額相同，其中組
合成員所餘的限額亦不能轉讓給另一名成員。

報名限額步驟六：

抽籤結果於 5 月 12 日 ( 星期日 ) 起於中心(http://
www.hkcys-fscit.org.hk) 公佈及張貼於中心內壁報
板上，本中心不會作個別通知。

公佈抽籤結果步驟五：

中籤者之籌號
不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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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月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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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暑期功課輔導：協助學童解決暑期功課之困難
成長小組：透過體驗遊戲及活動，滿足學童之成長需要
興趣培訓活動：由專業導師教授烹飪及手工藝，發展學童的潛能
戶外活動：透過參觀及戶外活動，讓學童學習課外知識

日期
全期：15/7 – 31/8/2013 (逢星期一至五，共35日)
8月份：1/8 – 31/8/2013 (逢星期一至五，共22日)

時間
全日班：9:00am – 6:00pm
上午班：9:00am – 1:00pm
下午班：2:00pm – 7:00pm

對象
九龍城區內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適合來自雙職、單親或有需要家庭之兒童)

名額
全日班 全期：5人 8月份：5人
上午班 全期：11人 8月份：3人
下午班 全期：3人 8月份：3人

費用

全日班： 費用包括到會午膳、茶點、四個成長培訓活動(見上表*)及四
個戶外活動(見下方)

全期：$4,900     8月份：$3,080

上午班： 費用包括茶點、兩個成長培訓活動(見上表*)及四個戶外活動
(見下方)

全期：$2,100     8月份：$1,320

下午班： 費用包括茶點、兩個成長培訓活動(見上表*)及四個戶外活動
(見下方)

全期：$2,450     8月份：$1,540

負責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①  有興趣之參加者請於暑期活動報名日按抽籤時間領取申請表及籌
號。

②  請於26/5/2013(日)之前遞交已填妥之申請表，逾期交表者當作棄權
論。負責職員將於31/5/2013(五)前致電聯絡申請人約見及進行甄
選。成功申請者將於16/6/2013(日)或之前獲電話通知。

③  部分名額會預留給恆常課餘託管服務參加者優先報名。
④  上或下午班學童如需留中心午膳，需另加$740(全期), $440(8月)。
⑤  請午膳之學童自備餐盒及餐具。
⑥  興趣培訓活動及戶外活動之詳情或更改內容，將於開課後派發通告
通知。

⑦  若經濟有困難之家庭，可申請減費，唯須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及經過
負責職員審批，費用則視乎家庭收入而定，詳情可向負責職員查
詢。

課餘託管包括之小組及戶外活動(費用全免)

凡參加課餘託管服務暑期系列，
包括全日班、上午班及下午班，
將可參加下列活動。

細訴鐵路成長歷程

內容
鐵路博物館導賞
香港鐵路演變過程

日期 26/7/2013(星期五)

時間 9:00am –12:30pm

地點 香港鐵路博物館

濕地探索之旅 (暫定)

內容
參觀「濕地探索中心」
濕地生物觀察之旅

日期 9/8/2013 (星期五) 

時間 8:30am – 1:30pm

地點 香港濕地公園

親親大自然

內容 1. 「生態之旅」導賞
2.  大自然小手工

日期 2/8/2013 (星期五)

時間 8:30am – 1:00pm

地點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環保知識你要知

內容
環保教育導賞
「再造紙」DIY

日期 23/8/2013 (星期五) 

時間 9:30am – 1:30pm

地點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時間/內容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am 全日班及上午班：功課輔導及溫習時間

10:30am 茶點時間及小休

11:00am
多元智能發展活動

電影欣賞 康樂活動 個人成長小組* 英語會語* 戶外活動

12:00nn 午膳時間

1:00pm 康樂活動

2:00pm 全日班及下午班：功課輔導及溫習時間

4:00pm 茶點時間及小休

4:30pm
多元智能發展活動

戶外活動 手工藝* 營養小廚師* 康樂活動 電影欣賞

6:00pm 全日班放學

7:00pm 下午班放學

2013年暑期課餘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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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訓練部份 (7/2013)
‧ 「活在紅磡」青少年義工訓練工作坊
 (4/7、9/7、11/7、18/7/2013 / 6:00pm – 7:00pm)
‧ 「活在紅磡」青少年義工訓練營
 (23/7/2013 / 9:00am – 5:00pm)
‧ 「活在紅磡」社區探索訓練營
 (30/7/2013 / 9:00am – 5:00pm)

社區探索部份 (8 – 12/2013)
‧ 「活在紅磡」《五‧拾‧米》─ 
 香港貧窮互動劇場

 (6/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灣仔都市探索活動
 (13/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少數族裔文化活動 
 (20/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社區探索活動 (8 – 12/2013)

技能訓練部份 (9 – 12/2013)
‧ 「活在紅磡」中文學習樂園 (9 – 12/2013)
‧ 「活在紅磡」英文學習樂園 (9 – 12/2013)
‧ 「活在紅磡」家長技能培訓課程 (9 – 12/2013)

社區共融計劃
「活在 」紅磡

日期︰7 – 12/2013
時間︰按活動之舉行時間
地點︰本中心
對象及名額︰‧青少年師友導師︰16 – 24歲青少年，共20名
　　　　　　‧8-14歲兒童及青少年（來自新來港人士家庭），共15名
　　　　　　‧8-14歲兒童及青少年（來自少數族裔家庭），共15名
費用︰全免
職員︰盧嘉輝先生
備註︰ 1. 有興趣參加者，可於接待處先作留名；
  2. 參加者必須面試，合適者可參與計劃；
  3. 參加者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者可獲證書嘉許。
鳴謝︰「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社區體驗部份 (10 – 12/2013)
‧ 「活在紅磡」香港遊踪 (10 – 11/2013)
‧ 「活在紅磡」放眼未來入大學 (10/2013)
‧ 「活在紅磡」發放無限愛 (9 – 12/2013)

社區共融部份

‧ 「活在紅磡」親親大自然 (10 – 11/2013)
‧ 「活在紅磡」一家親 (10 – 11/2013)

分享總結部份

‧ 製作「活在紅磡」心聲集活動 (10 – 12/2013)
‧ 「活在紅磡」嘉年華 (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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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及具關懷性
的和諧社區。

師友導師訓練部份 (7/2013)
 ‧ 青少年師友導師訓練工作坊 
  (4/7、9/7、11/7、18/7/2013 / 
  7:15pm – 8:30pm)
 ‧ 青少年師友導師訓練日營
  (19/7/2013 / 9:00am – 5:00pm)

抗逆挑戰訓練部份 (7 – 8/2013)
 ‧ 抗逆挑戰訓練日營
  (5/8/2013 / 9:00am – 5:00pm)
 ‧ 抗逆挑戰軍事訓練日營
  (29/8/2013 / 9:00am – 5:00pm)
 ‧ 抗逆挑戰桌上遊戲訓練 (8 – 11/2013)

知識傳授部份 (9 – 12/2013)
 ‧ 個人學習發展活動
 ‧ 多元智能發展活動

技能訓練部份 (10 – 12/2013)
【參加者自行選擇一個技能訓練】

 ‧ Art Jamming培訓課程
 ‧ 夏威夷小結他培訓課程
 ‧ 錄像及剪片培訓課程
 ‧ 甜品蛋糕培訓課程
 ‧ 魔術培訓課程

社區體驗部份 (9-12/2013)
分享總結部份 (12/2013)

「與你同行」
青少年師友培訓計劃

「與你同行」青少年師友培訓計劃，計劃以「資產建設」概念協助特別需要的兒童及青少
年累積個人及社會資產，並由社工協助提升抗逆力，師友導師陪著青少年一起成長，發揮
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從而建立正面信念、積極規劃未來。

日期︰7 – 12/2013
時間︰按活動之舉行時間
地點︰本中心
對象及名額︰‧青少年師友導師︰16 – 29歲青少年，共20名
　　　　　　‧青少年參加者︰13 – 16歲青少年
　　　　　　　(來自綜援家庭、單親家庭、書簿津貼全津及半津/或低收入家庭) ，共20名
費用︰全免
職員︰盧嘉輝先生
備註︰ 1. 有興趣參加者，可於接待處先作留名；
  2. 參加者必須面試，合適者可參與計劃；
  3. 參加者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者可獲證書嘉許。
鳴謝︰「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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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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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en「財」Boss小生意營運計劃

引言： 「金錢」可以滿足我們的基本需要,亦可
幫助我們達成夢想。學習合宜的財政管理對我們
的人生有很大影響。是次活動讓大家學習理財風
險管理及體驗當老闆的滋味。
內容： 1. 小生意營運工作坊
　　　2. 小生意籌辦會議
　　　3. 體驗營運一門小生意
　　　4. 分享及檢討會
日期： 生意營運工作坊：11/7/2013 (星期四)
 營運期： 18/7/2013 - 17/8/2013 

(逢星期四及六、共10節)
時間： 3:30 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4-18歲青少年
名額： 8人
費用： $30 (會員) $60(非會員)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參加者分2組，每組可有$1000體驗營

運小生意
 2.  計劃會於分享及檢討會上計算生意的盈

虧,勝出隊伍可獲紀念品

TEEN「財」一日遊

 責任 30分

引言：  「慳得一蚊得一蚊」、「錢是用來使，不
是用來儲」以上哪一句才是正確？理財要
從小學起！讓小朋友培養出正確理財方
法，妥善儲蓄及運用金錢，珍惜一分一
毫。

內容： 1. 學習正確理財的知識和方法
 2. 學習戶外活動日程及財政預算之策劃工作
日期： 小組︰31/7及1/8/2013 (星期三及四)
 戶外活動日︰7/8/2013(星期四)
時間： 小組︰3:30pm-4:30pm
 戶外活動日︰11:00am-5:30pm
地點： 小組︰本中心
 戶外活動日︰ 紅磡及油尖旺區 

(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8至12歲兒童
名額： 8人
費用：  $20 (會員) $50(非會員)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3 人)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參加者於戶外活動日須自備食水、防曬

用品及雨具；
 2.  費用已包括戶外活動日交通費及茶點費

用。

引言／活動特色： 
在炎炎暑假中，透過互動活動增加參加者對南亞裔及華裔社群之
認識，達致兩個族裔的共融和互相包容。同時，透過親子活動促
進一家人的溝通，提升家庭凝聚力。
日期：17 / 08 / 2013 (星期六、共兩節)
時間：上午 9:00－  下午 5:00 
地點：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待定)
 *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9:00 ／  本中心
 * 解散時間／地點：下午5:00　／ 本中心
對象： 低收入或領取綜援的南亞裔或華裔家庭，家庭成員需包括
一名6歲或以上的青少年
名額： 約30名6歲或以上南亞裔或華裔的青少年
 另外約20名其他家庭成員
費用： * 每人$10 (3歲以下不佔車位及膳食者免費)
 * 包括營費、膳食費及交通費      
內容： 1. 親子及共融遊戲
 2. 享用營地設施
負責人：寧嘉美 姑娘（註冊社工）
備註： (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贊助」; 「青年事務委

員會」; 及「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贊助                      
 (2) 自備食水、自備太陽帽、須穿運動鞋及便服

引言／活動特色： 
本中心獲得「童年同悅」基金有限公司的贊助，由該公司安排專業導師教導兒童參加者的英語拼
音，他們可以透過品嚐甜品和認識其相關的英語知識，藉此提升學習英語的動機和能力。本中心亦
會為參加者安排兒童成長小組及家長理財小組，既可提升兒童的理財技巧及其自信心，亦能增進家
長教育子女有關理財品德之技巧。最後一節親子貧富宴，可讓兒童學會珍惜資源及實踐正確的價值
觀，學懂關心及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日期： 3 / 7 / 2013 - 19 / 7 / 2013  (逢星期一、三、五 ) 及 20 / 7 / 2013 (星期日) 共 九 節
時間： 3 / 7 / 2013 - 19 / 7 / 2013  (逢星期一、三、五 )下午3:00 至 下午  5:30 
 20 / 7 / 2013 (星期日) 上午10:00 至 下午 12:30
地點： 本中心活動室
對象：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升讀小二之兒童及家長(來自綜援/低收入家庭優先)
名額： 8名
　　　* (如對活動有興趣，請先登記聯絡資料，報名者須經社工轉介，並須經評估甄選) 
費用： $60                                          
　　　*  倘若兒童及其家長在整個計劃活動出席率達75%或以上，可在最後一節獲頒出席證書及價值

$50的超級市場現金券。
內容：1)   兒童英語訓練課程 ( 3 / 7 / 2013 - 19 / 7 / 2013逢星期一、三、五下午3:00至下午5:30 )及

兒童成長小組     
 2) 家長理財小組 ( 3 / 7 , 5 / 7 , 12 / 7 , 19 / 7/ 2013星期三及星期五下午3:00至下午4:00)
 3) 親子貧富宴 ( 20 / 7 / 2013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12:30)
負責人： 黃文歡姑娘註冊社工
備註： * 此活動由「 童年同悅」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 請刪除不適用者

互愛共融樂盈營—家庭日營

童年同悅英語訓練(甜品篇)及成長小組

地址：紅磡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電話：2761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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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分享開心派對

FS/13/人際 20分

引言：  暑假當然要開心，更何況是一班「陽光‧
家‧站」的小朋友，現誠邀你到中心聚首
一堂，大玩特玩，同時分享自己的近況。

內容： 1. 團體活動
 2. 小食會
 3. 學習與人分享
日期： 23/8/2013 (星期五)
時間： 3:0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至8兒童
名額： 2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4 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此活動由參與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參

加者協助進行。

「悠」走香港 — 油尖旺區

FS/13/關社 20分

引言：  香港十八區也有其特色及歷史，今次我們
「悠」走最受遊客歡迎的油尖旺區，遊覽
特色街道，認識油尖旺的熱鬧和文化。

內容： 1. 認識歷史的價值及保育的意義
 2. 團體遊戲及定向
日期： 5/8/2013 (星期一)
時間： 11:30am-5:30pm
地點： 油尖旺區(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8至12歲兒童
名額： 8人
費用： $10 (會員)   $40(非會員)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參加者於戶外活動日需自備午膳、食

水、防曬用品及雨具；
 2.  費用已包括交通費及茶點費用。

瑰麗寶貝生日會(7-9月)

FS/13/人際 30分

引言：  每位孩子都是父母最寶貴的禮物，藉著開
心愉快的生日會，讓我們提醒孩子──他
們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瑰麗寶貝，使
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內容： 1.慶生儀式
 2.認識生命的價值
 3.派對遊戲
 4.享用派對美食
日期： 14/7/2013(星期日)
時間： 3:00 pm -4: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10人
費用： $10 (會員)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7-9月生日之小朋友可獲禮物包一份；
 2.  非7-9月生日之小朋友亦可報名參加活

動。

「樂意為您」之關心您同樂日

FS/13/人際 30分

引言：  一班義工哥哥姐姐已預備好精彩的節目與你親親大自然，
共渡歡樂時光，快點報名享受你的暑假吧！

內容： 日營
 1. 義工哥哥姐姐陪你玩遊戲
 2. 午膳
日期： 3/8/2013(星期六)
時間： 8:00am-5:30pm(星期六)
地點：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6至12歲兒童
名額： 8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廖麗雯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九龍城區議會贊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日營及膳食費用；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4. 此活動由本中心之青少年義工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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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須知： 1. 凡參加本中心印有           的活動，出席率達75%或以上，便可成為本計劃的參加者
                    參加者可向該活動之負責職員索取「獎勵紀錄冊」一本﹔
　　　　　 2. 每項活動所得的分數將按活動的性質而定﹔

　　　　　 3. 參加者在該活動之出席率達75%或以上，便可將「獎勵紀錄冊」給予活動
                    的負責職員填寫，以作統計之用。

                4. 計劃參加者可憑新年度之「獎勵紀錄冊」於優先報名日參加本計劃之活動；
                5. 以上優先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關詳情請留意每期季刊的公佈。

「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的目的是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兒童吸收更多課外的知識及技能，
 並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和及早確立正確的價值觀。為回應兒童不同的發展需要，本計劃分為四大範疇，
 各範疇的內容如下﹕ 

社會關愛篇
   關心社會事務及有需要幫助的人，增加對社會不同層面的認識，愛護大自然，保護環境，
   如參與義工服務。

自我責任篇 
   培養個人責任感，提高個人的自我照顧及獨立解決困難的能力，建立積極的處事
   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

人際關係篇
   認識自己、認識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及家庭關係，提昇溝通表達及管理情緒的技巧，
   學習團體合作的精神。

潛能發展篇
   發揮個人潛能及創意，培養多方面的興趣及才能，提高個人的自信心。

時期： 2011年4月1日至 2012年8月31日
(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年度之計劃已結束，有意參加者需在上述期間參加印有         的活動，便可成為今年度之參加者)

對象： 6-12歲兒童

負責職員：庾燕珊姑娘(Sandy)

獎勵須知： 1. 參加者只需在其中一個篇 (如「社會關愛篇」) 獲得至少100分，便完成
                    該篇的要求，獲頒發該篇之嘉許證書一張；

　　　　　 2. 若參加者能累積4個篇均滿100分或以上，便可獲頒發「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
                    畢業證書；
　　　　　 3. 所有證書均在2013年8月底暑期活動義工嘉許禮中頒發，職員將於該年8月20日前
                    統計參加者於「獎勵紀錄冊」內累積之分數。

獎勵分數轉移：1. 為鼓勵家長的參與，作為對子女的支持，每位家長參加指定之活動後，
                         該活動所得之分數可計入子女(1位)的「獎勵紀錄冊」內。例如１位家長
                         與１位兒童參加，活動有10分，該兒童便獲得10分+10分，即20分。
                     

 

時期： 2012年9月1日至 2013年8月31日

對象： 6-12歲兒童

負責職員：李倩明姑娘(Simmy)

「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的目的是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兒童吸收更多課外的知識及技能，
 並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和及早確立正確的價值觀。為回應兒童不同的發展需要，本計劃分為四大範疇，
 各範疇的內容如下﹕ 

社會關愛篇
   關心社會事務及有需要幫助的人，增加對社會不同層面的認識，愛護大自然，保護環境，
   如參與義工服務。

自我責任篇 
   培養個人責任感，提高個人的自我照顧及獨立解決困難的能力，建立積極的處事
   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

人際關係篇
   認識自己、認識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及家庭關係，提昇溝通、表達及管理情緒的技巧，
   學習團體合作的精神。

潛能發展篇
   發揮個人潛能及創意，培養多方面的興趣及才能，提高個人的自信心。

時期： 2012年9月1日至 2013年8月31日
(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年度之計劃已結束，有意參加者需在上述期間參加印有         的活動，便可成為今年度之參加者)

對象： 6-12歲兒童

負責職員：庾燕珊姑娘(Sandy)

參加須知： 1. 凡參加本中心印有           的活動，出席率達75%或以上，便可成為本計劃的參加者
                    參加者可向該活動之負責職員索取「獎勵紀錄冊」一本﹔
　　　　　 2. 每項活動所得的分數將按活動的性質而定﹔

　　　　　 3. 參加者在該活動之出席率達75%或以上，便可將「獎勵紀錄冊」給予活動
                    的負責職員填寫，以作統計之用。

                4. 計劃參加者可憑新年度之「獎勵紀錄冊」於優先報名日參加本計劃之活動；
                5. 以上優先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關詳情請留意每期季刊的公佈。

獎勵須知： 1. 參加者只需在其中一個篇 (如「社會關愛篇」) 獲得至少100分，便完成
                    該篇的要求，獲頒發該篇之嘉許證書一張；

　　　　　 2. 若參加者能累積4個篇均滿100分或以上，便可獲頒發「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劃」
                    畢業證書；
　　　　　 3. 所有證書均在2013年8月底暑期活動義工嘉許禮中頒發，職員將於該年8月20日前
                    統計參加者於「獎勵紀錄冊」內累積之分數。

獎勵分數轉移：1. 為鼓勵家長的參與，作為對子女的支持，每位家長參加指定之活動後，
                         該活動所得之分數可計入子女(1位)的「獎勵紀錄冊」內。例如１位家長
                         與１位兒童參加，活動有10分，該兒童便獲得10分+10分，即20分。
                     

 

暑期活動嘉年華暨
義工嘉許禮2013

引言：  為表揚在暑期內於中心積極服務的義工，並讓曾參與不同暑期活動的會員分享暑期活動學習
成果及得著，中心將於8月25日舉行嘉年華活動，舉行嘉許禮、表演環節及攤位遊戲，歡迎區
內居民前來欣賞及參與。

內容： 1. 義工嘉許禮　　2. 各項暑期訓練班的表演　　3. 攤位遊戲
日期： 25/8/2013(星期日)
時間： 2:00pm-5:00pm
地點： 時尚坊商場(待定)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場內設有座位供公眾入場欣賞表演，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座滿即止。

正面抗逆系列

「展」現色彩大行動

 關社 40分

引言：  Facebook是現代年青人的分享及交流間
資訊的一大渠道，而你又看過哪些有意義
的故事、圖像和名句？現就將網絡上的

Facebook世界帶到生活上，製成展板及
攤位遊戲，和其他人一起分享吧!

內容： 1.義工訓練
 2.義工服務︰ 製作展板、提供攤位遊戲服務
 3.透過義工服務推廣正面人生觀
日期：義工訓練及籌備小組︰

 6/8/2013-20/8/2013(逢星期二、共3節)
 義工服務：

 25/8/2013(星期日)
時間： 義工訓練及籌備小組︰
 4:00pm - 5:00pm
 義工服務：

 2:3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8-14歲兒童及青少年
名額： 8人(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義工服務時數可計算於義工服務記錄冊。

小結他演奏曲

 關社 40分

引言： 音樂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語言,加以動聽
的樂器伴奏更可表達人的內在思想和情
感。你有興趣透過演奏夏威夷小結他將音
樂和生活的美好帶給社區上的人嗎?

內容： 1. 學習夏威夷小結他指法
 2. 自我認識
 3. 義工服務: 表演
日期： 訓練小組︰
 19/7/2013 – 23/8/2013 (逢星期五、共6節)
 義工服務︰

 24/8/2013(星期六)
時間： 訓練小組：11:30pm - 1:00m
 義工服務︰2:00 pm - 5:00pm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義工服務︰本中心
對象： 升小五至中二
名額： 12人(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3人)
費用： $100 (會員) $130 (非會員) $50(優惠收費)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參加者毋須帶備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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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勝時刻

 潛能 20分

引言：  看「決戰一分鐘」的電視節目時，一家
大細都緊張地看著參賽者能否成功完成任
務。你有否想過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分子試
玩? 嫌自己預備太麻煩? 沒有人跟你一起
比賽? 放心! V-Power義工特意設計「中心
版」的遊戲給大家挑戰一下，發揮無窮的
潛能，夠膽就過來啦！

內容： 1. 「中心版決戰一分鐘」個人挑戰
 2. 分組合作挑戰
 3. 賽後檢討及頒獎
日期： 26/7-16/8/2013 (逢星期五、共3節) 
 (9/8/2013除外)
時間： 2:30pm – 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7歲兒童
名額： 12人
費用： $60(會員) $90(非會員) $3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衣服及運動鞋。

快樂成長大本營

 責任 40分

引言：  積極正面的態度使人成長、進步，消極負
面的態度則使人停滯、退縮。能否解決各
種的難題固然重要，懂得以輕鬆正面的態
度面對一些難以處理的困難亦是人生一大
課題。

內容： 1. 團體合作解難遊戲
 2. 自信心提升活動
 3. 樂觀感及抗逆力提升活動
 4. 享用營地康樂設施
日期： 營前會︰14/8/2013 (星期三)
 宿　營︰21/8-22/8/2013(星期三及四)
時間： 營前會︰7:30pm-9:00pm
 宿　營︰11:00am(21/8)-2:30pm(22/8)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宿　營︰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

練營(暫定)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9至13歲兒童及青少年
名額： 2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4人)
費用： $150 (會員) $180(非會員) $75(優惠收費)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

晴雨用品；

 4. 參加者家長必須填寫戶外活動聲明。

「相約在方舟」家庭體驗露營

 責任 30分

引言： 傳說中，挪亞建造方舟避過一場災難。在
香港的挪亞方舟盛載著「生命力」，讓我
們體會在逆境中如何珍惜生命。究竟在方
舟內露營的感覺是如何? 現在就讓你和家
人在這方舟內經歷新的挑戰，發揮家庭的
正能量!

內容： 營前會：1. 團體合作訓練
 　　　　2. 認識露營當日內容及準備事項
 露營：1. 解難歷奇訓練
 　　　2.  家長分享: 如何成為子女的生命

教練?
 　　　3. 在生命教育館經歷體驗活動
 　　　4. 親子營地活動
日期： 營前會：13/7/2013(星期六)
 露　營：20/7-21/7/2013(星期六及日)
時間： 營前會：7:00pm – 8:15pm
 露　營：1:00pm(20/7) - 5:00pm(21/7)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露　營： 馬灣挪亞方舟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3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4位兒童及4位家長)
費用： $150 (兒童會員)  $180 (兒童非會員)
 $75 (兒童優惠收費)
 $180 (家長會員)  $210 (家長非會員)
 $90 (家長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何寶賢姑娘(資深學校社工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費、膳食費、露營物

資、歷奇訓練費及生命教育館之參觀
費；

 2. 參加者需自費午膳(21/7);
 3.  21/7之下午時段為親子活動時間，參

加者可選擇自費參觀其他展館。

瑰麗寶貝生日會(7-9月)

 人際 30分

引言：  每位孩子都是父母最寶貴的禮物，藉著開
心愉快的生日會，讓我們提醒孩子──他
們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瑰麗寶貝，使
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內容： 1.慶生儀式
 2.認識生命的價值
 3.派對遊戲
 4.享用派對美食
日期： 14/7/2013(星期日)
時間： 3:00 pm - 4: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10人(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7-9月生日之小朋友可獲禮物包一份；
 2.  非7-9月生日之小朋友亦可報名參加活

動。

奪寶奇兵

 潛能 50分

引言： 在兩日一夜的時候裡，參加者成為探險
家，在營中會有好多難題同困難，如果你
有信心覺得自己可以克服所有阻礙，得到
寶藏，快點參加啦。

內容：1. 推理活動
 2. 營地定向
 3. 營地活動
日期： 營前會︰8/8/2013 (星期四)
 奪寶奇兵營︰14/8-15/8/2013(星期三及四)
時間： 營前會︰ 12:00nn-1:00pm
 奪寶奇兵營︰11:30am(14/8)–4:00pm(15/8)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奪寶奇兵營︰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 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9至12兒童
名額： 24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6 人)
費用： $90 (會員) $120(非會員) $4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

晴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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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區系列

EQ playground

 人際 40分

引言：  你的孩子生氣時會怎樣? 不開心時會表達出
來嗎? 孩子年紀仍小，遊戲和工具有助他們
表達及分享情緒。作為父母的你，亦可以嘗
試把遊戲技巧帶到家中，建立有意義的親子

playtime!
內容： 小組：
 　1. 玩具遊戲 (Toy fun)
 　2. 手指偶製作 (Puppets)
 　3. 講情境故事 (Story telling)
 家長分享會：

 　1. 孩子的表現如何?
 　2.  我該如何處理自己和孩子的負面情緒?
日期： 小組：24/7-14/8/2013(逢星期二、共4節)
 家長分享會：16/8/2013 (星期五)
時間： 小組：3:45pm – 5:00pm
家長分享會：7:15pm-8: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組：6-8歲兒童
家長分享會：兒童參加者之家長
名額： 8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 1 0 0 (兒童會員 )  $ 1 3 0 (兒童非會員 )  
 $50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費用包括小組活動及家長分享會內容，家長

出席後可額外獲得「兒童全面發展獎勵計
劃」之10分。

Peace Zone和諧遊戲區

 人際 40分

引言：  Peace Zone讓大家在此享受輕鬆、和諧、
友善的玩樂時間，推薦家長帶同小朋友前來
參加！

內容： 1. 透過玩遊戲學習人際相處
 2. 透過玩遊戲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3. 遊戲包括wii、board game、團體遊戲
日期：  26/7/2013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4:0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5歲兒童及青少年及其家長
名額： 4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遊戲及禮物先到先得，參加者可事前留

名參加，同時歡迎即日到場排隊參與；

 2.  歡迎大朋友前來協助教導小朋友人際相處
技巧。

親子開心樂悠遊

 人際 20分

引言：  透過活動讓一家人親親大自然之餘，亦讓親
子間有更多的溝通時間，一同共樂，並參與
群體活動的機會。

內容： 1. 參觀南生圍
 2. 親子攝影比賽
日期： 11/8/2013(星期日)
時間： 9：00am-5:00pm
地點： 濕地保護區-南生圍
對象： 6至12兒童及家人
名額： 24人
費用： $80(會員) $110(非會員) $40(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資及膳食費用；
 2.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

用品；

 3. 活動必須與家長不同出席。

童心buddy 摯友營

 人際 40分

引言：  家人以外，朋友是孩童最常接觸的社交圈
子。友情能讓小朋友培養歸屬感、互信及樂
觀感。透過宿營活動，小朋友有機會學習
朋輩相處及溝通技巧，做個真心摯友，建
立愉快的社交圈子，向校園及網絡欺凌say 
“NO”。

內容： 1. 團體合作遊戲
 2. 學習朋輩相處及表達技巧
 3. 校園及網絡欺凌正確處理方法
 4. 享用營地康樂設施
日期： 營前會︰16/7/2013 (星期二)
 宿營︰ 24/7至25/7/2013(星期三及四)
時間： 營前會︰ 5:45pm-6:45pm
 宿營︰ 2:00pm(24/7) – 3:00pm(25/7)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宿營︰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於中心集合及
解散)
對象： 9至12歲兒童
名額： 2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4 人)
費用： $150 (會員) $180(非會員) $75(優惠收費) 
職員：徐志源(Mor)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童」一個夢—DJ廣播

 潛能 30分

引言： 有興趣發表意見和好動的你有機會出外訪問
紅磡區小朋友，請他們分享一下自己的夢想
和願望，並在中心進行現場廣播，訓練一下
自己的口才、應變能力和自信心。

內容： 1. 正確發音及說話表達技巧訓練
 2. 出外訪問及資料搜集
 3. 於中心進行現場廣播
日期： 小　組︰25/7至8/8/2013
 　　　　(逢星期四，共3節)
 廣播日︰10/8/2013(星期六)
時間： 小　組︰2:30pm-3:30pm
 廣播日︰11:00am-12:1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0至13歲兒童
名額： 8人
費用：  $40(會員) $70(非會員)  
 $20(優惠收費)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小組︰ 參加者須出外在區內進行訪問及資

料搜集；

 2. 廣播日︰ 參加者分成兩組，只須參與廣
播日其中一個時段；

 3.  誠邀參加者家人於廣播日親臨本中心收
聽廣播。

樂智親子義工服務

 人際 40分

引言：  家長在暑假可安排和子女一同參與義工服
務，接觸社會上有需要人士(輕度至中度智障
人士)，從中學習同理心，提升關愛別人的情
操。

內容： 1. 義工訓練及籌備探訪智障人士活動
 2. 與智障人士玩遊戲及做手工
日期： 訓　　練︰13/7至27/7/2013 
 　　　　　(逢星期六，共2節)
 義工服務︰10/8/2013(星期六)
時間： 訓　　練︰4:00pm-5:30pm
 義工服務︰1:00pm-5:30pm
地點： 訓　　練︰本中心
 義工服務︰樂智協會藍田服務處

 　　　　　(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0至13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費用： $30 (每對親子會員)
 $60 (每對親子非會員)
 $15 (優惠收費)(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對親子)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義工服務當日會安排參加者乘搭公共交

通工具前往樂智協會，請參加者自備車
費；

 2.  義工服務時數可計算於義工服務記錄
冊；

 3.  樂智協會為輕度至中度青少年及成人智
障人士之社區中心，為智障人士提供社
交康樂活動。

親子廚房

 潛能 20分

引言：  教授親子製作既可口又美味的食品，在暑假
中享受下廚的樂趣，藉此增進親子的感情。

內容： 1. 甜品製作
 2. 美食分享
日期： 20/7/2013(六)
時間： 11:00am – 12: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12兒童及其家長一名
名額： 5對親子,共10人
費用： 每位 $50 
 非會員 $80
 優惠收費 $25
職員： 張瀞文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2. 參加者需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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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潛能系列

「3R」足球培訓計劃

 潛能 30分

引言：  「足球」是一項能夠感動人心的運動，很多人都會為它而著迷。像美斯、沙維、C.朗拿度等球星都
是經過長久的訓練，本計劃將「足球」傳授給有興趣的小朋友。

內容： 1.  增加兒童對足球運動的興趣，加深對足球的了解及認識
 2.  由註冊足球教練教授足球個人技巧，了解及掌握技術及戰術之變化
 3. 培養參加者的團隊合作及體育精神
日期： 19/7 – 23/8/2013 (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 4:30pm – 5:45pm
地點： 大環山公園足球場
對象： 9至12歲兒童
名額： 20人
費用： $150 (會員) $180 (非會員) $75(優惠收費)
職員： 李家恒先生
備註： 1.  參加者第一節會於中心集合，第二

堂開始自行前往球場；
 2.  本計劃由香港足球總會註冊教練培

訓及指導；
 3. 請穿著運動衣著及自備食水。

Cook tonight

 人際 30分

引言：  準備升中一的你，今個暑假和以往不一樣，
需要適應中一課程、校園生活及交新朋友。
誠邀你們參加「Cook tonight」，親自下
廚，感受升中生活的甜酸苦辣。

內容： 1. 分享升中適應及準備心得
 2. 親自下廚，輕鬆一下
日期： 6/8至20/8/2013 (逢星期二，共3節)
時間： 6:00pm-8: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學生
名額： 8人
費用： $40 (會員)   $70(非會員)  $20(優惠收費) 
職員： 庾燕珊姑娘(Sandy)
備註： 1. 請參加者自備食物盒及餐具。

拆彈專家

 責任 30分

引言：  家長又沒有覺得當小朋友發脾氣時，好似個
炸彈爆炸。其實可能是小朋友遇到一些困
難，此活動教導他們處理自己情緒，成為一
個拆「彈」專家。

內容： 1. 情緒認識及管理
 2. 解難遊戲
日期： 初級組16/7, 30/7,6/8, 13/8/2013 
 (逢星期二、共4節)
 高級組19/7, 26/7, 2/8, 9/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初級組︰4:00pm–5:15pm
 高級組︰4:15pm–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初級組︰ 6至8兒童
 高級組︰ 9至13兒童
名額： 8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家務先鋒－初小篇

 責任 30分

引言：  孩子仍然依賴別人照顧? 怎樣可以訓練他的
責任感? 透過實踐家務，有助培訓小朋友的
自理能力，以及培養對家庭的責任感。

內容： 1. 簡易早餐製作
 2. 整理衣物技巧
 3. 家居清潔練習(清潔桌面及掃地)
 4. 家課︰家務實踐
日期： 18/7 -1/8/2013 (逢星期四、共3節)
時間： 11:30am – 12: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8歲兒童
名額： 8人 (計劃優惠報名名額2人)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衣服及運動鞋；
 2.  參加者於31/7/2013帶備便服一套及襪一

對。

家務先鋒－高小篇

 責任 30分

引言：  孩子仍然依賴別人照顧? 怎樣可以訓練他的
責任感? 透過實踐家務，有助培訓小朋友的
自理能力，以及培養對家庭的責任感。

內容： 1. 洗衣、掛衣、熨衣、摺疊衣服
 2. 掃地、拖地、家居清潔
 3.  飯前飯後工作(沖洗、切、洗碗)，
      簡易午餐製作
 4. 平日家務實踐
日期： 8/8 -22/8/2013 (逢星期四、共3節)
時間： 11:30am – 12:4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9-12歲兒童
名額： 8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衣服及運動鞋；
 2.  參加者於15/8/2013帶備便服一套及襪一

對，於22/8/2013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長幼環保傳聲筒

引言：  一個飲品玻璃樽或膠樽可以怎樣處理，除了
把它回收外，我們還可以作甚麼用途呢？參
加者可以自己決定想保留原色定添上不同色
彩，再加上創意裝飾成為實用而美麗的擺
設。

內容： 1. 環保常識問答比賽
 2. 製作環保小手工
日期： 18/7/2013 (星期四)
時間： 2:00pm–3: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0至13兒童
名額： 20人
費用： $20 (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1.  活動由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義

工及本中心青少年義工協助；

 2. 每位小朋友自備1個玻璃樽或膠樽。

童在野

 人際 50分

引言：  大家可以透過欣賞美麗的大自然，減慢生活
節奏，令人精神一點，野外還是一個訓練子
女獨立的好地方，讓他們養成一個健康的嗜
好外，更可以讓他們學會獨立和全面發展

內容： 1. 認識野外危機意識
 2. 學習解決困難的步驟
 3. 學習行山及露營裝備使用
 4. 野外烹飪
日期： 訓練小組︰ 25/7 , 8/82013
 　　　　　(逢星期四、共2節)
 行山活動：12/8/2013
 露　　營︰ 20/8-21/8/2013(星期二及三)
時間： 訓練小組︰ 2:00pm-3:00pm
 行山活動︰ 9:30am – 4:00pm
 露　　營：12:00nn(20/8) – 2:00pm(21/8)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行山活動︰麥理浩徑第一段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露　　營：大嶼山貝澳營地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9至12兒童
名額： 12人 
費用： $90 (會員) $120(非會員) $4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費用包括裝備費用及膳食費用；
 2.  戶外活動請自備車費、食水、防蚊、防曬

及晴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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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製勝

 潛能 30分

引言：  遊戲是兒童不可缺少的活動，遊戲可培養兒
童良好的品格，亦有助兒童學習人際相處的
方法，日後成為出色兒童的第一步。

內容： 1. 歷奇遊戲。
 2. 在分享中，學習表達自己。
日期： 12/7/2013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 2:30pm-3:4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9兒童
名額： 10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發展潛能系列

自理新煮法

 責任 30分

引言：  想你的子女懂得「自己的事自己做」，那就
要參加者這活動了。由準備食材、烹調健康
食物到清理場地都由他們一手包辦，讓他們
成為自理小廚師。

內容： 1. 學習自理技巧
 2. 製作健康食品
日期： 19/7, 26/7, 2/8, 9/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1:15pm-2:4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9兒童
名額： 8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90(會員) $120(非會員) $4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物材料費用；

小領袖訓練計劃

 責任 50分

引言：  想自己更有自信，更懂得與人合作，又或者
想自己更強壯？那你就快點藉暑假，參加小
領袖訓練計劃，讓自己成為一個領袖!

內容： 1. 領袖訓練活動
 2. 體能訓練
 3. 團體合作訓練
 4. 露營活動
日期： 誓師會：20/7/2013
 訓練小組︰27/7/2013 – 17/8/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露營︰ 23/7-24/7/2013(星期二及三)
 畢業禮：23/8/2013 (星期五)
時間： 誓師會：7:30pm-8:30pm
 訓練小組︰3：00pm-4:30pm
 露營︰ 12:00nn(23/7)-2:00pm(24/7)
 畢業禮：7:00pm-8:00pm
地點： 誓師會、訓練小組、畢業禮︰本中心
 露營︰西貢灣仔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9至12兒童
名額： 14人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露營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2.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

用品；

 3.  參加者需繳交$200按，參加者出席率達
80%，可退回按金$200

 4.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青年
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贊助。

兒童活動

「Smart Boys」性教育小組  

引言：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遊戲和故事將性教育生活化，讓兒童更容易吸收性知識，令學習性教育
更有趣味，並從中確立健康而正面的性觀念，把所學的知識活用在日常生活中。

內容： 1. 認識自己身體互動遊戲
 2. 生命的起源故事分享
 3. 學習保護自己技巧訓練
 4. 性別角色的討論活動
日期： 25/7-15/8/2013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3:45pm-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至9歲男孩子
名額： 1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盧嘉輝先生

責任 30分

健康孩子 生活體驗營  

引言：  每一個父母都希望小朋友能健康地成長，而心靈健康尤其重要，如果想孩子到大自然體驗一
下健康生活的重要，快點參加啦!

內容： 1.  團隊合作訓練
 2. 原始原野烹飪
 3. 挑戰自我歷奇活動
日期： 營前會：17/8/2013
 宿　營：18-19/8/2013
時間： 營前會：4:00-5:30pm
 宿　營：1:00-2:30pm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宿　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對象： 9-12歲兒童
名額： 15人
費用： $150(會員)   $180(非會員)  $12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潛能 40分

「魔術小子」性教育小組  

引言：  透過有趣的魔術將性教育生活化，讓兒童更容易吸收性知識，令學習性教育更有趣味，並從
中確立健康而正面的性觀念，把所學的知識活用在日常生活中。

內容： 1. 有趣魔術技巧訓練
 2. 學習接納自已的互動遊戲故事
 3. 學習與家人及朋友相處技巧訓練
日期： 25/7-15/8/2013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2:15pm-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0至12歲男孩子
名額： 1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80 (會員)   $110(非會員)  $40(優惠收費)
職員： 盧嘉輝先生

責任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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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寓言大智慧之處世篇  

引言：  「書中自有黃金屋」，我們可從書中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透過故事藉此反思自身處世為人
的態度。還等?!快來參與吧!

內容： 1.分享故事 驕者必敗 
 2.分享故事 指鹿為馬 
 3.分享故事 楚王擊鼓 
 4.分享故事 惻隱之心 
日期： 7/7/2013-28/7/2013(逢星期日、共4節)
時間： 2:30pm - 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至8歲兒童
名額： 8人(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楊茜期姑娘

人際 20分

「窮富翁 小作戰」 體驗活動  

引言：  貧窮是否代表不快樂?不一定的，知足才會常樂，趁著暑期，讓我們一起關心一下區內的弱勢
社群，如果你想子女學習珍惜及節儉的生活態度，記得唔好錯過報名參加啦~

內容： 1.三節貧窮體驗訓練活動
 2.社區採訪活動
日期：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23/7、30/7、6/8(逢星期二)
 社區採訪活動：9/8(五) 
時間：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7:30-9:00pm
 社區採訪活動：4:30-6:00pm
地點：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本中心
 社區採訪活動：紅磡區
對象： 8至12歲 兒童，共10名
名額： 10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關社 40分

「Kids' Voice童心唱童話」唱歌小組  

引言：  通識教育並非一朝一夕，要由兒童階段做起。利用音樂創作的方式，讓兒童唱出對社會時事
的意見與心聲，學習多角度思考與分析，同事透過創作，學習表達個人意見與感受。

內容： 1. 由專業音樂導師教授歌曲創作技巧
 2. 唱歌訓練
 3. 公開表演
日期： 唱歌小組：18/7、25/7、1/8、8/8、15/8、22/8/2013 (逢星期四 、共6 節)
 公開表演：25/8/2013(星期日)
時間： 唱歌小組：4:00pm-5:15pm
 公開表演：12:00noon-3:30pm
地點： 本中心及紅磡區商場
對象： 升小四至升中一
名額： 10人(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250(會員)   $280(非會員)  $225 (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出席率80%或以上之參加者，可獲邀於25/8暑期活動閉幕禮演出。
 3.  出席率80%或以上之參加者，可獲退回$200活動費用。

潛能 30分

迎接升中大個仔計劃  

引言：  升中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不單體驗到新高中學制的課程和學習模式，更會接觸到
新環境、新老師和新同學，預早準備可讓自己更有效地滿足學習和成長的需要。

內容： 1. 自主學習及自我管理訓練
 2. 人際相處技巧訓練
 3.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訓練
日期： 訓練小組︰26/7、2/8及16/8/2013  (逢星期五、共3節)
 訓練日營︰9/8/2013 (星期五)
時間： 訓練小組︰2:15pm-3:30pm
 訓練日營︰9:00am–5:00pm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訓練日營︰香港青年協會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1至12兒童 (即將於2013年9月升讀中學)
名額： 12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60(會員) $90(非會員) $30(優惠收費)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費用已包括車資及膳食費用；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九巴小學堂  

引言：  透過體驗活動及參觀，讓兒童學習環保意識及綠化社區、道路及乘搭巴士之安全意識，以及
關愛長者的重要性。小朋友，切勿錯過這次難得體驗活動啦!

內容： 1. 參觀九巴車廠，了解環保設施及日常運作。
 2. 環保工作坊
 3. 長者探訪活動
日期： 14/7及11/8/2013 (逢星期日 、共2 節)
時間： 14/7 : 9:00am-1:00pm
 11/8：9:30am-1:00pm
地點： 本中心、九巴車廠及九巴總部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50人(優先報名名額10人)
費用：$30(會員) $60(非會員) $15(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備註： 1.  此活動與九龍巴士(一九三三)合辦。
 2.  出席率100%之參加者，可獲發證書乙張。

關社 30分

「甜姐兒」性教育小組  

引言： 透過輕鬆的活動，與參加者討論有關性的話題，學識如何保護自己，及建立個人自信。
內容： 1. 每節均有小食製作
 2. 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
 3. 學習自我保護
 4. 建立個人性價值觀
日期：23/7、30/7、6/8、13/8 (逢星期二 、共 4節)

時間： 4:0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女孩子
名額： 10人(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80(會員)   $110(非會員)  $40 (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人際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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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奇「園」工作初體驗  

引言：  透過職業模擬遊戲，體驗不同行業真實工作崗位而拓展視野，以培養團隊合作和正確的社會
價值觀。

內容： 1. 學習訂立個人目標
 2.  參加童夢城通識學園Dream Come True體驗活動，親身體驗不同工作例如:「機場特警、外科

醫生、飛機師及消防員等。」
日期： 7/8、14/8、21/8/2013(逢星期三 、共3節)
時間： 工作坊 : 3:45pm-4:15pm
 童夢城通識學園體驗活動 : 11:15pm-5:30pm
地點： 本中心及Dream Come True童夢城通識學園
對象： 升小四至升中一
名額： 25人(優先報名名額5人)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 (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備註： 1.  凡參觀童夢城通識學園之參加者必須出席2節工作坊。
 2.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3.  參加者自備清水或飲料。
 4.  活動費用包括童夢城通識學園Dream Come True入場費用、體驗活動當日茶點及交通費用。

責任 40分

「甜心寶寶」性教育小組  

引言：  兒童成長過程中，對性會產生好奇或疑惑，因此及早灌輸正確的性知識，讓他們從小培養健
康的自我形象及對性有正確的態度。

內容： 1. 認識身體
 2. 了解生命的起源
 3. 學習保護自己
 4. 建立正確性價值觀
日期： 23/7、30/7、6/8、13/8 (逢星期二 、共 4節)
時間： 2:30pm-3: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二至小四女孩子
名額： 10人(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 25(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人際 40分

「快樂小豆丁」小一適應小組  

引言：  從幼稚園升上小一，一般孩子都需要經歷適應過程。適應小組有助小朋友順利適應小學生
活，協助他們更易掌握及適應新的學習環境，為來年小一生活作好準備。

內容： 1. 課堂常規訓練
 2. 認識自己
 3. 解難能力
 4. 培養自信心
 5. 建立友誼
日期：  19/7、26/7、2/8、9/8/2013 (逢星期五 、共四 節)
時間： 4:15pm - 5:1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一學生
名額： 10人(優先報名名額2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 (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責任 40分

奇妙雙手看未來  

引言：  今年暑假齊齊踏入夢想探索之旅吧！透過小組遊戲及手工製作可讓大家認識自己多一些，有
助尋找自己的夢想！

內容： 1. 小組遊戲
 2. 手工製作
 3. 自我認識
 4. 尋找夢想

日期： 11/7/2013 –1/8/2013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4:00pm-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至8兒童
名額： 1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40 (會員)   $70(非會員)  $20(優惠收費) 
職員： 廖麗雯姑娘

責任 40分

大踏步‧築起我天地  

引言：  生涯規劃有如規劃遠足路線一樣，需要有目標、有方法、有妥善的時間管理，還要預計困難
及應變措施，今個暑假不妨透過遠足啟發你計劃未來吧！

內容： 1. 學習規劃遠足活動
 2. 透過遠足經驗學習訂立生涯規劃的基本方法
日期： 小組︰18/7/2013 –1 /8/2013 (逢星期四、共3節)
 遠足日：30/7/2013(星期二)
時間： 小組︰ 2:30pm-3:30pm
 遠足日：10:00am-5:00pm
地點： 小組︰本中心
 遠足日：山頂環迴步行徑
對象： 8至12兒童
名額： 1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10 (會員)   $40(非會員)  $5(優惠收費) 
職員： 廖麗雯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責任 40分

扭扭樂分享愛  

引言：  你曾否想過自己能扭出不同款式的汽球？一同來學習扭汽球及做義工的基本知識和技巧， 把
你的心意與歡樂帶給社區人士，學會分享愛，建立健康正面生活態度吧！

內容： 1. 義工訓練
 2. 學習基本扭汽球技巧
 3. 義工服務-送汽球分享愛行動
日期： 小　組：19/7/2013 –9 /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服務日︰16/8(星期五)及25/8(星期日)
時間： 小　組︰ 11:00am-12:30nn  
 服務日︰ 2:30pm-4:30pm(17/8)、12:30nn-5:30pm(25/8)
地點： 小　組︰本中心
 服務日︰黃埔區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8至13兒童
名額： 10人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 2 人)
費用： $10 (會員)   $40(非會員)  $5(優惠收費) 
職員： 廖麗雯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 出席率達80%，並完成義工服務之參加者，可獲證書嘉許；
 3.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關社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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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爸媽」親子性教育講座  

引言：  小朋友對世界充滿好奇，當然亦包括了對性的好奇。有專家認為，愈早對孩子進行性教育愈
好。與其讓子女受社會上錯誤的性觀念影響，不如幫助他們從小學習正確性知識和正確的性
觀念。

內容： 1. 認識孩子成長的需要
 2. 學習與子女溝通技巧
 3. 學習如何與子女談性
 4. 分享兒童性教育小組內容及片段
日期： 17/8/2013(星期六)
時間： 7:00pm-8: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二至升中一學生之家長
名額： 15人
費用： $20(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 Tina)
備註： 「甜姐兒」性教育小組、「甜心寶寶」性教育小組、「Smart Boys」性教育小組及「魔術小

子」性教育小組參加者之家長可免費參加此活動。

畫中情  

引言：  人類是先創造圖畫再創造文字的，幼兒也是先會畫圖再學文字的，一幅圖畫可能更勝千言
語。家長可透過讀圖了解子女的情緒狀態，從而促進彼此了解，加強溝通。

內容： 1. 透過繪畫的手法，與參加者一同認識自己
 2. 家長分享會
日期： 19及26/7/2013(星期五)
時間： 兒童小組：3:00pm-4:00pm
 家長分享會：7:30pm-9: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8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8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葉玉敏姑娘

親子及家庭

「迎接升中要準備」家長講座  

引言：  升中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很多家長都會關注子女日後如何適應中學課程的轉變，
家長的預早準備能更有效地幫助即將升讀中學的子女於學習和成長的需要。

內容： 1. 如何協助子女面對新高中的轉變
 2. 如何協助子女提升英語能力
 3. 如何協助子女應付升讀中學帶來的挑戰
日期： 3/8/2013 (星期六)
時間： 7:00pm–8:1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1至12兒童之家長 (有子女即將於2013年9月升讀中學子女的家長)
名額： 20人
費用： $20 (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迎接升中大個仔計劃參加者之家長可免費參加此活動。

「健康家庭」親子日營  

引言：  想與孩子一起增強抗逆能力，不要錯過這個活動啦! 除了可以增強親子關係，又可以如何教導
子女如何面對逆境，讓他們健康地成長!

內容： 1.營前會
 2.日營親子歷奇活動
 3.親子溝通活動
日期： 營前會:3/8/2013
 親子日營:4/8/2013
時間： 營前會:8:00-9:00p.m
 親子日營:9:00-5:00p.m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親子日營: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24人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50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快快樂樂升小一」家長講座  

引言：  小一適應對孩子來說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大挑戰，如果你想你的小寶寶升讀小一前作好準備，
這個家長講座會讓你為你的幼兒輕輕鬆鬆適應小學生活。

內容： 1. 了解子女升上小一後將會面對的適應難題
 2. 協助子女適應小學生活方法
 3. 家長所須作出的心理準備
日期：10/8/2013 (星期六)
時間：晚上7:00-8: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一學生之家長
名額： 20人 
費用： $20(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關慧儀姑娘(Tina)
備註： 「快快樂樂升小一」適應小組參加者之家長可免費報名此活動。

親子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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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Play
系列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對象 名額 活動內容 職員

4/8/2013 歌唱傳球
4-6歲
兒童

8
你喜歡唱歌嗎?
今次活動考你反應,還可大展歌
喉!快來參與吧!

楊茜期
姑娘

11/8/2013 畫出理想家園
4-6歲
兒童

6
你心中理想的家是怎樣
的呢?有沒有打算如何達成呢?
一起來分享吧!

楊茜期
姑娘

18/8/2013 Board Gmae之
猜猜畫畫

8-12
歲
兒童

6
你的想像力有幾豐富，可以答
對多少題? 現在就黎試一試吧!

李家恒
先生

25/8/2013 Board Gmae之
快手鬼鬼

8-12
歲
兒童

6
這是個考腦筋反應的遊戲，有
信心能成為大贏家，就來參加
吧!

李家恒
先生

潛能 10分

逢星期日下午，中心特設免費玩具借用服務供會員享用。現在趁著暑假的來臨，舉辦各類玩樂活
動，務求讓各位會員盡興而歸!有興趣參加的你，不妨透過遊戲結識新朋友，又可消磨夏日參加有益
身心的遊戲，真的一舉兩得，快點報名吧。

日期：4/8-25/8/2013 (逢星期日，共4節)
時間：2:30pm – 3:30pm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免費
職員：李倩明姑娘(Simmy)

此服務只限中心3-12歲幼兒及兒童會員使用
(6歲或以下需由家長陪同)，費用全免。逢
星期日開放時段 (2:30pm-5:30pm)到遊戲室
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亦可電話預
約，但須於該時段開始前5分鐘到達，逾時
不候。如當日舉行「Learn & Play」活動，
借用玩具服務暫停，敬請留意。

遊戲室借用玩具服務

參觀活動

消防員的故事

 關社 20分

引言：  當一埸火災發生，所有人都會設法逃離火
場，但有一班勇士卻千方百計進入火海，
捨身相救被困於水深火熱的市民，他們就
是「消防員」，透過參觀消防局會讓小朋
友了解消防員的工作。

內容： 1. 參觀消防局
 2. 了解消防員局設施及消防員的設備
 3. 與消防員對話
日期： 8/8/2013 (星期四)
時間： 10:45am – 12:45pm
地點： 九龍塘消防局(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8至12歲兒童
名額： 25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李家恒先生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來回旅遊巴接送﹔
 2. 請參加者自備食水

海防小先鋒

 關社 20分

引言：  海防博物館的前身是舊鯉魚門砲台，是百
多年前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亦是香
港保衛戰的一個重要戰場。今次我們會帶
大家參觀砲台等軍事設施，認識香港六百
年的海防歷史。

內容： 1. 參觀舊鯉魚門砲台
 2. 認識香港海防歷史
日期： 30/7/2013 (星期二、共1節)
時間：  2:15pm-4:30pm
地點： 香港筲箕灣海防博物館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6至12兒童
名額： 25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李家恒先生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資；
 2. 活動由專業導賞員帶領。

史前探索之旅

 關社 20分

引言：  地球歷史中曾經出現過的史前生物，只有
少數以化石的形態，才能被保存至今。現
在，讓我們從化石的碎片中拼湊出一段段
的史前故事吧!

內容： 1. 「史前故事館」導賞
 2. 認識三葉蟲、恐龍及始祖鳥等史前生物
日期： 21/8/2013(星期三)
時間： 10:30am – 11:30am
地點： 史前故事館 (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15人
費用： $50元(會員) $80(非會員) $25元(優惠收費)
職員： 李家恒先生
備註： 1. 請自備食水
 2. 費用己包括來回車費
 3. 活動由導賞員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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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公園生態教育團

 關社 20分

引言：  香港未受污的海灣已經非常之少，然而位
於西貢的海下灣因有天然屏障而不受污染
影響，故孕育極多珊瑚品種，更可以找到
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此外，在海下村附
近落了兩座石灰窰，我們更可以了解昔日
石灰的生產過程及石灰的功用。

內容： 1.  介紹珊瑚群的生態價值，海岸公園內
保護珊瑚的措施及我們如何協助保護
珊瑚

 2.  認識可灰窰的生產過程及石灰窰工業
對海洋環境的影響

日期： 20/8/2013 (星期二、共1節)
時間： 12:15pm – 4:30pm
地點： 西貢海下灣(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8至12兒童
名額： 25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梁家充先生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來回旅遊巴接送服務、導

賞及活動費用；

 2. 活動由專業導賞員帶領；
 3.  由於行程中會經過山路，參加者需穿

著便服、運動鞋，以及帶備足夠食
水、防哂用品及防蚊用品。

電力世界

 關社 20分

引言：  日常生活都會需要使用電力，但你知道電
力是怎樣製造出來嗎？這次有機會可近距
離認識發電機及了解電力公司如何為社會
提供可靠電力。

內容： 1. 認識發電廠運作
 2. 了解生產電力原理
日期： 31/7/2013 (星期三、共1節)
時間： 12:45pm-5:15pm
地點： 屯門青山發電廠(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0至13兒童
名額： 25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梁家充先生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資；
 2. 活動由專業導賞員帶領。

珍愛動物

 關社 20分

引言：  你喜歡動物嗎?有些被人遺棄的動物會怎
樣呢?想了解牠們多些嗎?快來參加是次
活動吧!

內容： 1. 聽講座
 2. 參觀動物房
日期： 20/8/2013(星期二)
時間： 10:00am – 2:00pm
地點： 愛護動物協會(於中心集中及解散)
對象： 8-12歲兒童
名額： 25名 (計劃優先報名名額4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楊茜期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來回車費
 2. 請自備食水
 3. 請注意會否對動物敏感
 4. 此活動由賽馬會慈善基金贊助

保護物種大行動

 關社 20分

引言：  你知道一些動植物物種因國際貿易而受到
威脅嗎？你又可以怎樣保護這些瀕危物
種？想知更多關於瀕危物種的資料﹖快來
參加這次瀕危物種之旅。

內容： 1. 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2. 認識何為瀕危物種
日期： 16/7/2013(星期二)
時間： 11:00am – 12:00nn
地點： 漁農自然護理署 (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6-13歲兒童
名額： 15人
費用： $50元(會員) $80(非會員) $25元(優惠收費)
職員： 李家恒先生
備註： 1. 請自備食水
 2. 費用己包括來回車費
 3. 活動由導賞員帶領

「樂意為您」之收集月餅大行動

引言：  中秋節過後還剩下很多月餅？誠邀你今年中秋節前夕作出一個決定，貢獻出你願意分享的月
餅！不論你送出一個還是一盒月餅，我們都會把從募捐收集而來的月餅送到基層人士和有需
要的人手中。此舉既可避免浪費月餅，又可物盡其用，一起為紅磡區建立愛分享的精神！

內容： 1. 貢獻出你願意分享的月餅
 2. 邀請親朋好友一起貢獻月餅
收集方式： 歡迎於27/8-13/9/2013(中心開放時間)，把月餅交到本中心接待處，凡捐出月餅的參加

者，均獲得精美紀念品乙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對象： 兒童、青少年及家長
職員： 廖麗雯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九龍城區議會贊助；
 2. 此活動只接收有效日期生效之獨立包裝傳統月餅：
 3. 歡迎報名參加13/9受14/9/2013「樂意為你」之中秋愛分享關懷之旅。

「樂意為你」之中秋愛分享關懷之旅

 關社 20分

引言：  中秋節人月兩團圓，與親朋好友賞月吃月餅已成為我們的習俗，但社會上有很多基層人士卻
是孤單地渡過。今年一起去走訪社區，送上祝福與關懷，一起為紅磡區建立愛分享愛關懷的
精神！

內容： 1. 與基層人士慶祝中秋節，分享中秋節的氣氛
 2. 為基層人士送上月餅與祝福
日期/時間：義工簡介會及訓練日：12/9/2013(星期四) 7:00pm-8:00pm
　　 　　　愛分享關懷行動(探訪無家者)：13/9/2013(星期五) 7:30pm-9:00pm
　　 　　　愛分享關懷行動(探訪基層家庭)：14/9/2013(星期六) 2:00pm-5:00pm
地點： 本中心及九龍城區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15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廖麗雯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九龍城區議會贊助；
 2. 12歲或以下參加者於探訪活動中需有家長陪同；
 3. 請參加者自備交通費；
 4.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樂意為你

獻

中 禮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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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幼兒芭蕾舞班
簡介： 課程會以活潑、新穎的方法令學員學習基本的芭蕾舞動作，著重學生的創作，參與及想像，

增加對芭蕾舞的興趣，同時提升自我信心及個人表達能力，遊戲手法帶領學生投入舞蹈世
界，著重學生利用舞步動作表演自己；更透過這些啟蒙課堂提高小朋友對不同舞蹈的認識及
興趣。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5/01 18/7 – 22/8/2013 3:15pm – 4:15pm 
(逢星期四) 6 $480 (會員)

$510 (非會員)

對象：3 – 4 歲幼兒
名額：15 人
導師：培藝芭蕾舞學校之導師

夏日奇色小食班
簡介： 導師利用不同種類的材料，耐心地教授兒童製作多款消暑健康、香噴美味的小食和冰涼飲

品，包括椰絲蜜糖旺旺球、蟹柳蜜桃船、紫菜麵包吞拿魚卷、香軟朱古力小蛋糕等等，簡單
易學，味道可口怡人，精神喚發。兒童親自調製，由淺入深，完成每堂食品後滿足感不可言
喻，與同學分享成果樂趣無窮，亦培養對烹飪的興趣。導師更教導兒童認識不同材料和食物
的英文生字，充實兒童在生活上的英文詞匯，是一次別開生面，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學的
消暑課堂。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2/01 15/7 - 12/8/2013 2:15 - 3:15pm 
(逢星期一) 5 $320 (會員)

$35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幼兒甜心茶座
簡介： 幼兒喜歡美食佳點，更追求玩樂趣味，故此多變、易做而又色彩豐富的美點小食最適合幼兒

親手製作，看著零碎的食材化成特色主題食物，新奇滿足，朋友間互相分享，親嚐DIY 美食，
猶如下午茶般舒適寫意，樂在其中。耐心的導師按幼兒程度，揀選了甜品、健康食品、香口
小食和飲品四個範疇，分別教授彩虹漢堡卷、雜果啫喱布甸，補鈣魚柳通心麵、小麥胚芽小
蛋糕、蔬菜鮮肉伴飯、朱古力曲奇、B 仔涼粉西米露、派對雜丸、香橙雜果賓治等，每堂均
會製作兩款特色烹調主題。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3/01 15/7 - 12/8/2013 10:15am - 11:15 am 
(逢星期一) 5 $320 (會員)

$350 (非會員)

對象：4-6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身體運動智能系列

兒童廚藝系列

多元智能興趣班

47� 暑期多元智能興趣班



日式新煮意
簡介：日式食品向來以精細花巧見稱，其外觀已相當吸引，味道濃淡得宜，可口健康，故本地有很
多日食的支持者。日食文化與藝術相結合，故呈現食品製作的美感和烹調的精簡心思。本課程以日
式食品介紹給學員，藉此鼓勵食與美的欣賞，內容包括七彩壽司、大福餅、照燒拉麵、金龍船等
等，透過製作過程，讓學員掌握烹飪日式食品的技巧，並訓練精細工藝與兒童耐性。對烹飪有興趣
的兒童，可視之為入門學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4/01 18/7 - 15/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四) 5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歐國情懷美食班
簡介：香港有美食天堂之稱，堪稱中西薈萃之地，其中一個特點是香港有很多機會品嘗到各國佳
餚，其中西方餐膳已植根深厚，過百款西方國家主菜都具美味可口之處，令人唾涎三尺。原來，要
親自下廚製作西式食品並不困難，稍加創意心思，兒童都能烹調別具特色，味道香郁的西餐。導師
除了烹飪的主要教學外，同時配合進食時餐桌禮儀的教授，訓練學員的耐性和禮貌，以及對飲食應
持有的正確態度。課程內容包括香蔥田園牛排伴薯菜、健康多層公司三文治、忌廉雜薈海鮮意粉、
七彩香濃雜菜湯等等。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5/01 18/7 - 15/8/2013 10:15 - 11:15pm 
(逢星期四) 5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兒童廚藝系列

特色蛋糕麵包班
簡介： 蛋糕和麵包是兒童經常品嘗的食物，質感軟綿綿的，食用方便而味道可口，有些外型更七彩

繽紛，看到即時令兒童垂涎三尺。有否想過親手設計和焗製這普及的美食? 本課程由專業導師
講解及示範，指導學員在課堂上親自製作頗具特色的蛋榚和麵包，並混合配搭不同食材加強
外型及口感的變化，製成品可供學員即時品嘗，更可透過製作過程培養學員對烘焙的興趣，
珍惜生活上垂手可得的簡單食物。課程內容包括鮮果忌廉蛋糕、葡式農夫包、意大利芝士蛋
糕、濃情軟心乎朱古力包等。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6/01 17/7 - 14/8/201 11:30 - 1:30pm 
(逢星期三) 5 $440 (會員)

$470(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小廚師新煮意
內容： 幼兒對廚房充滿好奇，對親手烹調美食充滿慾望。倘若能有機會彼此聚首一堂，一起合作製

作美點佳餚小吃，必然是興奮歡樂的時光。他們共同去創造美味且有益身心健康的食物，一
定會愛上烹飪。而且烹飪經驗和製成品能令兒童感到成功，也學習到社交技能和創作技巧。
課程導師會與學員一起烹調創新簡單的菜式美食，並分享製作經驗和方法，讓學員輕鬆愉快
地製作多邊形壽司、雜肉班戟伴水果乳酪、比利時薄餅伴肉桂西多、鮮果船、冰涼三色冰、
營養薯茸配雞絲ABC粉等等，幼兒把製成食品回家與父母分享，溫馨動人。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9/01 15/7 - 12/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一) 5 $320 (會員)

$350 (非會員)

對象：4-6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創意朱古力美食
內容： 藝的樂趣。課程導師以朱古力為主題，除教授基本朱古力製作外，更混合不同香料和材料加

入其中，增加朱古力的特色。此外，導師更會教授朱古力曲奇和朱古力小蛋榚的製作方法，
讓學員體會朱古力做味道襯托也別樹一幟的風味。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0/01 17/7 - 14/8/2013 10:15am - 11:15pm 
(逢星期三) 5 $340 (會員)

$37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兒童廚藝系列

48 暑期多元智能興趣班 49� 暑期多元智能興趣班



巧手小菜烹飪室
內容： 在家裏，兒童得到父母的悉心照顧和寵愛，生活愉快地渡過。那曾否想反過來煮一餐家常便

飯逗父母開心呢?經驗導師透過不同的家常小菜和餐湯，教授烹煮炒的廚藝方法和技巧，使兒
童掌握一般烹調常識，並鍛練敏捷而精巧的手藝，領悟廚藝樂趣，更嘗試以行動孝敬父母，
表達心意。菜式有七彩牛柳絲、西施蝦仁配琵琶豆腐、椒鹽炸銀魚、錦繡四蔬伴班塊等等。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1/01 16/7 - 13/8/2013 12:00 - 1:00pm 
(逢星期二) 5 $340 (會員)

$37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甜蜜星級Cupcake
內容： 導師利用不同種類的材料，耐心地教授兒童製作多款消暑健康、香噴美味的小食和冰涼飲

品，包括椰絲蜜糖旺旺球、蟹柳蜜桃船、紫菜麵包吞拿魚卷、香軟朱古力小蛋糕等等，簡單
易學，味道可口怡人，精神喚發。兒童親自調製，由淺入深，完成每堂食品後滿足感不可言
喻，與同學分享成果樂趣無窮，亦培養對烹飪的興趣。導師更教導兒童認識不同材料和食物
的英文生字，充實兒童在生活上的英文詞匯，是一次別開生面，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學的
消暑課堂。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2/01 16/7 - 13/8/2013 10:15 - 11:45am 
(逢星期二) 5 $420 (會員)

$45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曲奇果批制作坊
內容： 曲奇和甜批都是香脆可口，令兒童愛不釋手的甜品。如能同時親手製作這兩類食品，必然有

說不出的滿足感，過程更可加深認識曲奇和批的美味之處，了解素材與調味重要之道。導師
從講解及實習兩方面，教授學員掌握製作曲奇和甜批的要訣，並指導學員製作格格脆曲奇，
鮮雜果批、煙肉薯蓉批、卡通頭曲奇等等，最後學員可品嘗自家製成的食品，或可饋贈親
人，樂在其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3/01 16/7 - 13/8/2013 2:15 - 3:45pm 
(逢星期二) 5 $420 (會員)

$450 (非會員)

對象：6-12 歲
名額：8 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兒童廚藝系列
四季豆豆音樂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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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I/13/002 9/7 – 20/8/2013 11:15am – 12:15am 
(逢星期二) 7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對象：3至4歲幼兒
名額：12人
導師：盧淑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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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I/13/006/03 9/7 – 20/8/2013 10:15am – 11:15am 
(逢星期二) 7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對象：2至4歲幼兒 
 (需一位成人陪同及未入學的幼兒)
名額：8對

導師：盧淑儀小姐
備註： 此課程屬長期班；

兒童美術活動班
內容： 利用水彩和不同的物料，讓兒童感受到色彩，並知道「創意無限」，從培養他們對藝術的興

趣。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04/01 9/7 – 20/8/2013 12:30 - 1:30pm 
(逢星期二) 7 $595 (會員)

$625 (非會員)

對象：5至10歲兒童
名額：12人
導師：盧淑儀小姐

備註： 請於第一堂繳交材料費$35給導師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

展出。

夢幻家居
內容： 你想擁有自己的房子嗎? 本課程以製作部屋場景為主題．所用物料(如:木材、金屬、膠塊及繩

等)配件按原形之比例縮小設計製作，成為一個微縮場景，讓學員瞭解一個溫馨小家之間隔及
擺設，從而啟發學員的創意及提升製作水準，完成後效果豐富細致，複雜真實。快來建立一
個五星級的家，成為一個真正的一家之主吧！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14/01 17/7  - 14/8/2013 111:30 - 12:30pm 
(逢星期三) 5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對象：8至13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匯材軒之導師

備註：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
展出。

音樂旋律智能系列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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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卡通漫畫特區 
內容： 教授繪畫卡通人物，造形為主，四格漫畫，教授線條組合運用、各種姿勢的誇張效果及比

例、色彩最流行動漫風格(包括：本港、台灣、日本、歐美漫畫家...)，工具運用與著色技
巧。全新內容：數碼暴龍、Q版高達、叮噹、大口仔、Space Angry Bird、 迪士尼卡通人
物、Thomas火車、美少女、寵物小精靈、老夫子、咸蛋超人、反斗奇兵、Hello Kitty 、
Melody、.....等等。

A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58/01 15/7 - 19/8/2013 10:15 - 11:15 am 
(逢星期一) 6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59/01 18/7 - 22/8/2013 10:15 - 11:15 am 
(逢星期四) 6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對象：6至10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江耀文先生

備註： 1.  請自備鉛筆、擦膠、ZEBRA 油性極粗(太字)、(細字)幼雙頭 
MARKER 12色一盒 。

 2.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暑期視藝水彩世界
內容： 教授繪畫原理、包括工具介紹、基礎練習及著色步驟，平塗法、混色法、濕畫法和乾畫法、

冷暖色對比構圖與比例、美術基礎練習，從而加強視覺藝術科成績。全新內容：昆蟲世界、
實物寫生、臨幕畫作、風景......

A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0/01 15/7 - 19/8/2013 11:15 - 12:15 am
(逢星期一) 6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1/01 18/7 - 22/8/2013 11:15 - 12:15 am
(逢星期四) 6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對象：6至10歲兒童
堂數 : 6堂
名額：10人
導師：江耀文先生

備註：1.  請自備WATER COLOUR 水彩一盒、水彩筆號 2,8,12 盛水盒一
個、 PENTEL(飛龍牌) 24色以上油粉  彩、A 3 畫簿一本

 2.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輕黏土真實動物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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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包括綿羊仔、北海道乳牛、BB象、可愛灰兔、狡猾狐狸
及澳洲袋鼠。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2/01 13/7 - 17/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六) 6 $420會員)

$450(非會員

對象：6至12歲兒童
名額：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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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戰地坦克模型
內容： 課程導師會教導學員學習坦克廾的拼砌技巧各打磨工序，並指導他們上色及噴油，以及舊化

和迷彩的做法。課程中學生會被安排兩套模型作學習之用。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5/01 14/7 - 11/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日) 5 $370會員)

$400(非會員)

對象：8至12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黏土文具創作室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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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包括小熊留言夾、彩虹相架、彩色手飾盒、玫瑰花相
架、茶具造型及免仔筆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3/01 13/7 - 17/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六) 6 $420會員)

$450(非會員)

對象：6至12歲兒童
名額：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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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軍事太空模型班
內容： 課程讓學員簡單認識科技發展，訓練拼砌技巧，培養設計的興趣。內容包含軍事及太空模型

製作的教授，屬進階模型的設計學習。導師會教導學員接合配件、打磨工序、塗色及平掃、
水貼紙的運等。教材會使用戰鬥機及太空船，完成作品後可作裝飾，為私人空間加添重裝而
美觀的藝術感。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4/01 14/7 - 11/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日) 5 $370會員)

$400(非會員)

對象：8至12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傑仕教育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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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仔檔 ─ 糖果車 
內容： 課程主要教授小朋友利用木板自製車仔檔，用黏土製作小朋友喜愛的各款糖果。又能令小朋

友在運用顏色及配搭上更清晰，又可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及群體生活，並教授搓法﹑混
色﹑黏合等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6/01 13/7 - 17/8/2013 10:30 - 11:30am 
(逢星期六) 6 $480會員)

$510(非會員)

對象：8至11歲兒童
名額：8人

導師：陳麗君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車仔檔 ─ 雪糕車
內容： 課程主要教授小朋友利用木板自製車仔檔，用黏土製作小朋友最喜愛的雪糕。又能令小朋友

在運用顏色及配搭上更清晰，又可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及群體生活，並教授搓法﹑混色﹑
黏合等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7/01 13/7 - 17/8/2013 11:50 - 12:50pm 
(逢星期六) 6 $480會員)

$510(非會員)

對象：8至11歲兒童
名額：9人

導師：陳麗君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水墨畫入門
內容： 教授毛筆的握法、運筆技巧、國畫顏色特質及宣紙水墨效果等。題材以動物、花鳥、蟲魚及

風景為主。每堂可完成一件作品。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8/01 16/7 - 13/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二) 5 $420會員)

$450(非會員)

對象：7至13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創意夢工場之導師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課堂內容有需要時會作先後次序之調動

皮革工藝製作
內容： 利用不同質料的皮革，制作不同技巧之皮藝手工。
第一課：頸鍊飾物
第二課：鎖匙包
第三課：筆袋
第四課：手機套
第五課：小錢包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1/01 16/7 - 13/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二) 5 $420會員)

$450(非會員)

對象：7至13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創意夢工場之導師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課堂內容有需要時會作先後次序之調動

意式Decoupage(拼貼美學)
內容： Decoupage 為義大利DEXORAZIONE裝飾藝術空間設計，意旨將美麗圖形剪下，拼貼裝飾於

家居用品或小巧之飾物之上，展現出創意設計的裝飾藝術技巧。課程教授將生活中之各種素
材，發揮無限之創意，製作出屬於個人風格之生活美學，讓生活充滿雅緻與藝術質感，更讓
浪漫義大利風行之休閒手藝，走進我們的生活空間。

第一課：石頭拼貼
第二課：布藝拼貼－小布袋
第三課：透明玻璃拼貼－餐巾玻璃碟
第四課：瓦碟拼貼
第五課：木器拼貼－飾物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69/01 16/7 - 13/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二) 5 $420會員)

$450(非會員)

對象：7至13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創意夢工場之導師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課堂內容有需要時會作先後次序之調動

綜合畫室
內容： 通過不同繪畫顏料，讓參加者掌握筆觸之運用、調色及繪畫之基本技巧。
第一課：鉛筆素描
第二課：蠟筆畫 
第三課：水彩畫
第四課：水溶性木顏色畫
第五課：油畫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0/01 16/7 - 13/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二) 5 $375會員)

$405(非會員)

對象：4至6歲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創意夢工場之導師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課堂內容有需要時會作先後次序之調動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54 暑期多元智能興趣班 55� 暑期多元智能興趣班



憤怒鳥，憤怒了(黏土篇)(親子班)
內容： 課程主要用軟綿綿的輕黏土製作近年大受小朋友喜愛的“Angry Bird“ 遊戲情景，啟發小朋友

的創意，想像力﹔在運用顏色及配搭上更清晰，又可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及群體生活，並
教授搓法﹑混色﹑黏合等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5/01 7/7 - 11/8/2013 11:45 – 12:45pm 
(逢星期日) 6 $400會員)

$430(非會員)

對象：3-5歲其家長
名額：6對組合
導師：陳麗君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請自備毛巾及膠盒

憤怒鳥，憤怒了 (黏土篇)
內容： 課程主要用軟綿綿的輕黏土製作近年大受小朋友喜愛的“Angry Bird“ 遊戲情景，啟發小朋友

的創意，想像力﹔在運用顏色及配搭上更清晰，又可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及群體生活，並
教授搓法﹑混色﹑黏合等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4/01 7/7 - 11/8/2013 10:30 - 11:30am 
(逢星期日) 6 $400會員)

$430(非會員)

對象：6至9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陳麗君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請自備毛巾及膠盒

小小科學家
內容： 課程會教授力學、流力及壓力的基礎原理，提高兒童對科學勞作的興趣。內容包括簡單不倒

翁、五彩繽紛的風車、平衡吊飾、陀螺製作及汽球動力船。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6/01 17/7 - 21/8/2013 10:15am - 11:15am 
(逢星期三) 6 $320會員)

$350(非會員)

對象：6-10 歲
名額：10 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學生需自備剪刀、白膠漿。

戟絨點心
內容： 利用戟絨繨制茶樓點心模型，生動有趣如燒賣、蝦蛟、大包、蛋糕等，從而提升參加者創作

力。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6/01 17/7 - 21/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三) 6 $350會員)

$380(非會員)

對象：6-10歲其家長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木顏色素描畫班
內容： 學習素描基本技巧、訓練兒童之耐性、敏銳的觸角及創作思維。課堂會教授鉛筆木顏色畫的

基本技巧、構圖、配色、混色、光暗及質感表演等。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7/01 18/7 - 22/8/2013 3:45 - 4:45pm 
(逢星期四) 6 $320會員)

$350(非會員)

對象：6-10歲其家長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親子美術班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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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5/03 9/7 –20/8/2013 2:00pm – 3:00pm 
(逢星期二) 7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26/6/2013(三)

對象：2至4歲幼兒 (需要成人/家長陪同)
名額：8對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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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給導師。

小小設計師
簡介：  利用不同的物料，以不同的設計方法和主題，培養學生的視覺美感及創意，部份作品為立體

雕塑。內容包括平面設計，立體雕塑及混合創作。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8/01 15/7 - 12/8/2013 2:30 - 3:30pm 
(逢星期一) 6 $320會員)

$350(非會員)

對象：6-10 歲
名額：10 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 1. 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2. 學生需自備剪刀、白膠漿。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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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7/01 9/7 – 20/8/2013 3:00pm – 4:00pm 
(逢星期二) 7 $560 (會員)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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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給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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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筆書法班
內容： 教授學員學習寫出整齊端正的鉛筆字和原子筆字，集中講授美化中文字形之學問和書寫技

巧，讓學生容易掌握正確的執筆正確方法及筆劃次序，結構骨格，掌握鉛筆及原子筆的運
用。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47/01 17/7  - 14/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三) 5 $380 (會員)

$400 (非會員)

對象：6至10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匯材軒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之作品有機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展出。

記憶法訓練班
內容： 本課程主要讓學童在充滿興趣的環境增強記憶力及學習能力。一切的知識都需要記憶，但記

憶往往給學童的感覺很機械化，這不但加重學童的壓力，還使他們對學習失去興趣。本課程
採用了以『啟導』的模式，有效地使用不同遊戲及工具引導學童掌握記憶法的竅門，增強記
憶力。透過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活動和練習，讓兒童掌握高效能的記憶方法，靈活地
記下課本常識。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56/01 17/7  - 14/8/2013 2:15 - 3:15pm 
(逢星期三) 5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對象：6至10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匯材軒之導師

全方位英文禮儀
內容： 人們均認為懂得禮儀的人才是上等的，但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學會，必須持之以恆。而且小

朋友不只在公眾埸合表現，必須在家保持禮貌的行為，才能不造作地自然流露。所以一定要
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習。本課程以角色扮演的輕鬆手法，讓小朋友認識日常生活所需具備的禮
貌和儀態，並同時教授不同場合需要的簡單英語對話。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57/01 17/7  - 14/8/2013 3:15 - 4:15pm 
(逢星期三) 5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對象：6至10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匯材軒之導師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英語小廚師 
內容： 透過製作不同的宴會小食，健康素食，特色茶點以各款創新配搭的食品，以簡單的煮食方法

及食物配搭，讓小朋友投入於歡樂的過程裡學習英語，增強運用英語溝通的機會。

幼兒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7/01 19/7 - 23/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五) 6 $350 (會員)

$ 380(非會員)

對象：4-6 歲
名額：8 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1. 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2. 課程以英語為主要教授語言。

精靈演說家
簡介： 以輕鬆活潑的遊戲和不同的演繹方式比賽，引發兒童的想像和創作空間，培養兒童的自我表

達技巧及自信心。內容包括趣味角色模仿練習、創作思考訓練、演講、辯論比賽、急口令、
數白欖、說故事等。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89/01 15/7 - 19/8/2013 2:00 - 3:00pm 
(逢星期一) 6 $340 (會員)

$370 (非會員)

對象：7-11歲
名額：10 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學員有機會於中心閉幕典禮中演出 

司儀訓練班
簡介：  增強學員的表達能力及自信心。課程主要教授小朋友基本司儀訓練，發音及舞台表演訓練。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0/01 15/7 - 19/8/2013 3:00 - 4:00pm 
(逢星期一) 6 $390 (會員)

$420 (非會員)

對象：6-10歲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學員有機會於中心閉幕典禮中演出

兒童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78/01 19/7 - 23/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五) 6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對象：7-11歲
名額：8 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1. 學生需自備食物盒
           2. 課程以英語為主要教授語言。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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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魔術ABC
簡介： 以英語為主要教授語言，以不周魔術戲法使小朋友在本輕鬆的環境和氣氛下學習英語。課程

以少量廣東話輔助，以配合學生的英語程度。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1/01 18/7 - 22/8/2013 2:30 - 3:30pm 
(逢星期四) 6 $370 (會員)

$400 (非會員)

對象：6-10歲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之導師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簿。

幼兒英語遊戲小組
簡介： 本課程每節課均設有不同主題, 如野餐、運動會等場景, 導師主要圍繞主題, 透過不同生動有趣

的教學活動, 如遊戲、唱歌、做手工等, 學習及訓練學生的英語聆聽、口語及認字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2/01 19/7 - 23/8/2013 10:15 - 11:15am 
(逢星期五) 6 $540 (會員)

$570 (非會員)

對象：K2至K3學生
名額：10人

導師：Holistic Education之外籍導師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簿。

公開演說班
簡介： 本課程主要讓學生學習不同演說技巧, 如發音、語調、動作, 以至講稿寫作, 再配以不同種類的

公開演說, 如朗誦、故事演講、演講等, 讓學生可體驗和實踐學習而來的技巧。課程提供一些
韻律感、節奏感較強的篇章作教材, 使較內向或欠缺任何朗誦經驗的學生亦能體驗當中樂趣和
得益。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3/01 19/7 - 23/8/2013 11:30 - 12:30pm 
(逢星期四) 6 $540 (會員)

$570 (非會員)

對象：小三至小四學生
名額：10人

導師：Holistic Education之外籍導師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簿

英語面試訓練班
簡介： 本課程每節課均會教授不同面試及對答技巧和禮儀, 並設有不同面試問題啟發學生的思想和訓

練其反應。學生均有機會分組進行個人面試及討論, 在同儕間互相提供意見, 以面試官身份明
白和評論面試如何可恰到好處, 以及面試時一些壞習慣如何影響整體形象。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FS/I/13/094/01 19/7 - 23/8/2013 2:15 - 3:15pm 
(逢星期五) 6 $540 (會員)

$570 (非會員)

對象：小五至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導師：Holistic Education之外籍導師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簿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視覺空間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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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3/02 1/6– 27/7/2013
4:30pm – 5:45pm 

(逢星期六)

9 $765 (會員)
$795 (非會員) 26/5/2013(日)

FS/I/13/013/03 3/8 – 28/9/2013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28/7/2013(日)

對象：6至16歲
名額：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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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4/8/2013及21/9/2013暫停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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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8/02 1/6– 27/7/2013
2:15pm – 3:15pm 

(逢星期六)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6/5/2013(日)

FS/I/13/008/03 3/8 – 28/9/2013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28/7/2013(日)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09/02 1/6– 27/7/2013
3:30pm – 4:30pm 

(逢星期六)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6/5/2013(日)

FS/I/13/009/03 3/8 – 28/9/2013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28/7/2013(日)

對象：3至5歲幼兒
名額：各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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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4/8/2013及21/9/2013暫停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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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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2/02 5/6 – 31/7/2013
6:30pm – 7:30pm 

(逢星期三)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1/6/2013(四)

FS/I/13/012/03 7/8 – 27/9/2013 7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1/8/2013(四)

對象：7至16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12/6/2013及18/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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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3/02 7/6 – 26/7/2013
7:20pm – 8:35pm 

(逢星期五)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1/6/2013(六)

FS/I/13/013/03 2/8 – 27/9/2013 27/7/2013(六)

對象：7至16歲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 20/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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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4/02 7/6 – 26/7/2013
6:05pm – 7:20pm 

(逢星期五) 8 $680 (會員)
$710 (非會員)

1/6/2013(六)

FS/I/13/014/03 2/8 – 27/9/2013 27/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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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湯蘭萍小姐
備註： 20/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畫簿、顏色（木顏色、粉彩）及文具

語言文字智能系列

兒童普通話證書班
讓學生學習基本的漢語拼音，包括聲調、聲母、單韻母、複韻母及鼻韻母等；訓練拼音的拼讀能力、普通
話日常用語、對話方式及簡單的粵語對照詞語。

初級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01/02 6/6 – 25/7/2013
6:00pm –7:00pm 

(逢星期四)
8 $448 (會員)

$478 (非會員)

現已接受報名

FS/I/13/001/03 1/8 – 26/9/2013 26/7/2013(五)

對象：7 –12歲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

備註： 19/9/2013暫停上課
 請帶備文具及筆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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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3/02 6/6 – 25/7/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四)

8 $448 (會員)
$478 (非會員)

現已接受報名

FS/I/13/003/03 1/8 – 26/9/2013 26/7/2013(五)

對象：4 –6歲
名額：10人
導師：羔保製作有限公司

備註： 19/9/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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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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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預備班 (Pre-starters) 
A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二期 FS/I/13/020/02 7/6 –26/7/2013 4:00pm – 5:00pm 
(逢星期五) 8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1/6/2013(六)

第三期 FS/I/13/020/03 2/8 – 27/9/2013 27/7/2013(六)

B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二期 FS/I/13/021/02 7/6 –26/7/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五) 8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1/6/2013(六)

第三期 FS/I/13/021/03 2/8 – 27/9/2013 27/7/201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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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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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9/2013暫停上課
 此課程已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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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 FS/I/13/053/02 11/6 – 30/7/2013
4:15pm – 5: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9/5/2013(三)

第五期 FS/I/13/053/03 6/8 – 24/9/2013 31/3/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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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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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 FS/I/12/054/02 11/6 –30/7/2013
5:15pm – 6: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9/5/2013(三)

第四期 FS/I/12/054/03 6/8 – 24/9/2013 31/3/2013(三)

對象：K2至K3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 17/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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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5/02 11/6 –30/7/2013
6:15pm – 7:15pm

(逢星期二) 8 $580(會員)
$610(非會員)

29/5/2013(三)

第四期 FS/I/12/055/03 6/8 – 24/9/2013 31/3/2013(三)

對象：K1至K3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開心互動教室老師。

備註： 17/9/2013暫停上課。請自備材料費
 (首期$30、其後每期$15)。

64 多元智能興趣班 65� 多元智能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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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 FS/I/12/050/02 3/6 –29/7/2013 4:00pm – 5:00pm
(逢星期一)

8 $580 (會員)
$610 (非會員)

28/5/2013(二)

第六期 FS/I/13/050/03 5/8 – 30/9/2013 30/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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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13及16/9/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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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 FS/I/12/051/02 3/6 –29/7/2013 6:00pm – 7:00pm 
(逢星期一)

8 $580 (會員)
$610 (非會員)

28/5/2013(二)

第一期 FS/I/12/051/03 5/8 – 30/9/2013 30/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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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13及16/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英語故事歷險記

( Reading Adventure )
課程特色 :
‧ 閱讀是小朋友掌握知識的重要工具。本課程透過遊戲、故事演講及角色扮演等活動，加强小朋友閱讀理
解能力、認識音節拼讀，令小朋友能愉快而流暢地閱讀，從小培養對閱讀的興趣。
‧ 小朋友可自行創作故事結局，並進行角色扮演，快樂地享受閱讀樂趣。
‧ 每節課堂也會派發筆記及老師評語(於第二堂開始派發)，讓家長了解小朋友學習進度。
內容：
【第一期】大小寫字母、詞語、簡單句子，故事閱讀(角色扮演)
【第二期】大小寫字母、詞語、簡單句子，故事閱讀(角色扮演)
【第三期】詞語讀寫、拼音、句式，故事閱讀(手偶角色扮演)
【第四期】詞語讀寫、拼音、句式，故事閱讀(手偶角色扮演)
【第五期】詞語讀寫、拼音、句式，故事閱讀(手偶角色扮演)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二期 FS/I/13/042/02 1/6 – 27/7/2013
12:15pm – 1:15pm 

(逢星期六)

9 $774 (會員)
$804(非會員) 26/5/2013(日)

第三期 FS/I/13/042/03 3/8 – 28/9/2013 8 $688(會員)
$718(非會員) 28/7/2013(日)

對象：4至6歲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優之語言教育中心之外藉導師

備註： 24/8/2013及21/9/2013暫停上課
 費用已包括教具費及筆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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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3/02 3/6 –29/7/2013 5:00pm – 6:00pm 
(逢星期一)

8 $580 (會員)
$610 (非會員)

28/5/2013(二)

第二期 FS/I/12/053/03 5/8 – 30/9/2013 30/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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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13及16/9/2013暫停上課
 請自備材料費(首期$30、其後每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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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樂園GO！GO！GO！
內容： 每節課堂也設有不同生活趣味主題內容，並按照學生年齡設計課堂活動，通過多元化而富趣味性和

創意的教學活動，例如聽講故事、遊戲、美術和勞作等，讓小朋友認識字母及簡單生活詞語，培養
孩子語言學習的興趣，並幫助孩子發展思考能力‧

 ‧課程主要沿用體驗式學習模式，並採用實物 / 生動活潑教具，令小朋友有更高學習動機‧
 ‧每節課堂也會派發筆記及老師評語(第二節開始)，讓家長了解小朋友學習進度‧全期課程共五期堂。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43/02 5/6 –31/7/2013 4:15pm – 5:15pm
(逢星期三)

8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30/5/2013(四)

  FS/I/13/043/03 7/8 – 25/9/2013 1/8/2013(四)

對象：3至5歲幼兒
名額：10人
導師：優之語言教育中心之外藉導師

備註： 24/8/2013及21/9/2013暫停上課；
 費用已包括教具費及筆記費

英語創意寫作班(Be a Creative Little Writer) 
課程特色：
‧ 透過生動有趣的活動教學，培養成為英語溝通技術人員，從而提高兒童對英語寫作興趣，並增強運用英
語的信心及能力。
‧ 初級課程內容包括掌握日常生活用語及字詞、文法、造句。中級課程內容包括文法、看圖擴寫篇章、看
圖創作續寫故事。
‧ 任教之外籍導師具備T.E.F.L教學證書，豐富教授英語的經驗。

內容：
【第一期】詞語、句式、口語練習，引導式看圖造句
【第二期】詞語、句式、文法，看圖句子/故事創作
【第三期】詞語、句式、文法，故事、賀卡等簡單創意寫作
【第四期】詞語、句式、文法，故事、賀卡等簡單創意寫作
【第五期】詞語、句式、文法，故事、賀卡等簡單創意寫作

初級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一期 FS/I/13/040/02 5/6 –31/7/2013 5:30pm – 6:30pm
(逢星期三) 8 $640(會員)

$670 (非會員

開始接受報名

第二期 FS/I/13/040/03 7/8 – 25/9/2013 1/8/2013(四)

對象：小一至小二兒童
名額： 10人
導師：優之語言教育中心之外藉導師

備註：12/6/2013及18/9/2013暫停上課；
此課程已包括材料費。

中級班

期數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第一期 FS/I/13/41/02 1/6 – 27/7/2013
11:00am – 12:00nn

(逢星期六)

9 $720 (會員)
$750 (非會員) 26/5/2013(日)

第二期 FS/I/12/041/03 3/8 – 28/9/2013 8 $640 (會員)
$670 (非會員) 28/7/2013(日)

對象：小三至小四兒童
名額：10人

導師：優之語言教育中心之外藉導師
備註：此課程已包括材料費。

身體運動智能系列
Pop Jazz 爵士舞班
內容： 本課程會教授爵士舞基本動作，透過舞動身體，可強化肌肉及關節的動力及靈活性，訓練小朋友的

手腳與大腦之配合，從中的不斷練習可以培養小朋友的恆心；以簡單的動作配合流行音樂，編成舞
蹈練習，使小朋友的肢體得到充份的舒展和活動，增加學習的興趣。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15/03 6/8 – 24/9/2013 4:00pm – 5:00pm 
(逢星期二) 8 $560 (會員)

$590 (非會員) 31/7/2013(三)

對象：4至7歲兒童
名額：15人
導師：匯材軒導師

備註： 17/9/2013暫停上課
 此課程屬長期班

兒童跆拳道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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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8/01 1/8 – 26/9/2013 7:00pm – 8:30pm 
(逢星期四)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6/7/2013(五)

對象：6至11歲兒童
名額：15人

導師：陳志威先生
備註：19/9/2013暫停上課。

兒童實用功夫班
內容： 透過輕鬆及互動的武術訓練，讓學員認識「實用武術」簡易模式；於練習中培養出個人自信心、忍

耐力、紀律性及面對困難的能力，內容豐富，多采多姿。由基本的紮馬、拉筋、出拳技巧、踢腳訓
練、定位擊靶練習(手、腳、肘、膝、騰空動作)、套拳、模仿攻防對練至徒手搏擊等待……

A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16/03 4/8– 29/9/2013 10:15am – 11:15am 
(逢星期日) 6 $420 (會員)

$450 (非會員) 27/7/2013(二)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16/03 4/8– 29/9/2013 11:15am – 12:15pm 
(逢星期日) 6 $420 (會員)

$450 (非會員) 27/7/2013(二)

對象：6至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15人
導師： 香港業餘武術協會資深教練 
 (黑帶四段鄭銘熙先生/黑帶三段姚卓鎂小姐)

備註： ‧ 25/8/2013及22/9/2013暫停上課。
 ‧ 此課程屬長期班；
 ‧ 歡迎親子報名；
  ‧ 學員需要穿著協會道袍上堂
 　（可向教練購買）；

  ‧ 如學員達到一定水平，可參加升級試；
若考獲黑帶的學員，協會會頒發黑帶證
書或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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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芭蕾舞班
內容： 課程會以活潑、新穎的方法令學員學習基本的芭蕾舞動作，著重學生的創作，參與及想像，增加對

芭蕾舞的興趣，同時提升自我信心及個人表達能力，幼兒芭蕾舞主要以遊戲手法帶領學生投入舞蹈
世界，著重學生利用舞步表達自己；並參照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兒童考試課程教授。更透過這些啟
蒙課堂提高小朋友對不同舞蹈的認識及興趣。

學前A班 (對象：3-4歲幼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25/03 4/7 – 29/8/2013
4:15pm – 5:00pm 

(逢星期四)

9 $720會員) 
$750(非會員) 28/6/2013(五)

FS/I/13/025/04 5/9 – 26/9/2013 3 $240會員) 
$270 (非會員) 30/8/2013(五)

Pre-primary (對象：5歲幼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26/04 6/7 – 31/8/2013
11:30pm – 
12:30pm 

(逢星期六)

9 $720會員)
$750 (非會員) 30/6/2013(日)

FS/I/13/026/05 7/9 – 28/9/2013 3 $240會員) 
$270(非會員) 1/9/2013(日)

Primary (對象：6歲兒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28/03 6/7 – 31/8/2013 12:30pm – 
1:30pm 

(逢星期六)

9 $720會員)
$750 (非會員) 30/6/2013(日)

FS/I/13/028/04 7/9 – 28/9/2013 3 $240會員) 
$270 (非會員) 1/9/2013(日)

Grade 1B (對象：7歲兒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0/03 6/7 – 31/8/2013
2:30pm – 3:30pm 

(逢星期六)

9 $810會員)
$840 (非會員) 30/6/2013(日)

FS/I/13/030/04 7/9 – 28/9/2013 3 $270會員)
$300 (非會員) 1/9/2013(日)

Grade 2B (對象：8歲或以上兒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2/03 6/7 – 31/8/2013
3:30pm – 4:30pm 

(逢星期六)

9 $810會員)
$840 (非會員) 30/6/2013(日)

FS/I/13/032/04 7/9 – 28/9/2013 3 $270會員)
$300 (非會員) 1/9/2013(日)

Grade 3B (對象：9歲或以上兒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4/03 6/7 – 31/8/2013
1:30pm – 2:30pm 

(逢星期六)

9 $900會員)
$930 (非會員) 30/6/2013(日)

FS/I/13/034/04 7/9 – 28/9/2013 3 $300會員)
$330 (非會員) 1/9/2013(日)

名額：每班15人
導師：培藝芭蕾舞學校導師

備註： 18/9/2013、19/9/2013及21/9/2013暫停上課。
 此課程屬長期班；

音樂旋律智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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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2/02 3/6 – 29/7/2013 4:10pm – 5:10pm 
(逢星期一) 8 $800 (會員)

$830 (非會員)

28/5/2013(二)

FS/I/13/022/03 5/8 – 30/9/2013 30/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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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3/02 3/6 – 29/7/2013 5:15pm – 6:15pm 
(逢星期一) 8 $800 (會員)

$830 (非會員)

28/5/2013(二)

FS/I/13/023/03 5/8 – 30/9/2013 30/7/2013(二)

C班  (對象：6至9歲幼兒)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24/02 3/6 – 29/7/2013 6:20pm – 7:20pm 
(逢星期一) 8 $800 (會員)

$830 (非會員)

28/5/2013(二)

FS/I/13/024/03 5/8 – 30/9/2013 30/7/2013(二)

名額：每班15人
導師：COBY DANCE 之導師
備註：此課程屬長期班；

青少年及成人系列
青年跆拳道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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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9/02 6/6 – 25/7/2013 8:30pm – 9:45pm
(逢星期四)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1/6/2013(五)

FS/I/13/019/03 1/8 – 26/9/2013 26/7/2013(五)

對象：12歲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15人
導師：陳志威先生

備註： 19/9/2013暫停上課
 此課程屬長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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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成人系列
活力瑜伽班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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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9/02 7/6 – 26/7/2013 8:15pm – 9:45pm
(逢星期五)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5/5/2013(六)

FS/I/13/039/03 2/8 – 27/9/2013 27/7/2013(六)

對象：青少年及成人
名額：15人
導師：謝潔雯小姐

備註： 20/9/2013暫停上課；
 學員請穿著輕鬆衣服，自備食水及毛巾。

防病強身瑜伽班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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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5/02 3/6-29/7/2013 10:00am – 11:30am 
(逢星期一)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8/5/2013(二)

FS/I/13/035/03 5/8 – 30/9/2013 30/7/2013(二)

B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6/02 3/6-29/7/2013 11:30am – 1:00pm 
(逢星期一)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28/5/2013(二)

FS/I/13/036/03 5/8 – 30/9/2013 30/7/2013(二)

C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7/02 6/6-25/7/2013 10:00am – 11:30am 
(逢星期四)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31/5/2013(五)

FS/I/13/037/03 1/8 – 26/9/2013 26/7/2013(五)

D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新生報名日

FS/I/13/038/02 6/6-25/7/2013 11:30am – 1:00pm 
(逢星期四) 8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31/5/2013(五)

FS/I/13/038/03 1/8 – 26/9/2013 26/7/2013(五)

對象：青少年及成人
名額：15人
導師：王玉珍小姐

備註： 16/9/2013及19/9/2013暫停上課；
  學員請穿著輕鬆衣服，自備食水及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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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5 鋼琴L班 逢星期二 6:00pm – 8:00pm

FS/I/13/046 鋼琴A班 逢星期六 7:00pm – 9:30pm

FS/I/13/048 鋼琴B班 逢星期六 6:30 pm – 9:30pm

FS/I/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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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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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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材軒

成立於2004年，著重提供優質的教育課程，並極之重視教學質素的提升及悉心培
育學生的五育發展，致力為省港兩地的中小學生、幼稚園、各類型心中及團體提供
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帶動育樂活動，令學員擴充學習領域，提升品味修養；在課
堂外學習各種不同的知識，強化思考能力，啟發內在潛能，培養健全的身心，建立
群體生活，從而適應社會的轉變，以充實生活，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優之語言
教育中心

本中心深信學員要學好一門語言，必須透過互動和富趣味性的方法，以及從日常生活
和工作的模擬情景中不斷學習，並同時應用到課室內外。本中心應用語言心理學的特
點，融合各類教學法的長處，例如：直接法、情景教學法、自然教學法等，因材施
教，實踐S.P.A.教學模式，以確保優良的教學質素。本中心是一家專業的語言教育機
構，師資優良，教學管理完善。多年來我們獲得很多機構的支持和信任，曾經為香港
中小學、幼兒園、福利機構、青少年中心、政府各部門等提供專業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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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體能活動適用
聲明：
(1) ���活動��及��進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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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能照�參加者的個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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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接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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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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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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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