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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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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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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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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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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爲本及具關懷性的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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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013 / 9:00am – 5:00pm)
 ‧ 「活在紅磡」社區探索訓練營
  (5/8/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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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灣仔都市探索活動
  (26/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少數族裔文化活動 
  (28/8/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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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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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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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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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013 / 7:15pm – 8:30pm)
 ‧ 青少年師友導師訓練日營
  (18/7/2013 / 9:00am – 5:00pm)

抗逆挑戰訓練部份 (7 – 8/2013)
 ‧ 抗逆挑戰訓練日營
  (20/8/2013 / 9:00am – 5:00pm)
 ‧ 抗逆挑戰軍事訓練日營
  (21/8/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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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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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7 – 11/2013
時間︰按活動之舉行時間
地點︰本中心
對象及名額︰15-20歲青少年，共10名

費用︰全免
職員︰李倩茵姑娘
備註︰ 參加者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

者可獲證書嘉許。

社區共融計劃
「活在� 」紅磡 健康「泉」有「您」—�

跨代共融義工計劃

健康生活很重要，有冇興趣學下中醫保健和栽種呢?
學完又可以做義工服務公公婆婆，簡直一舉兩得!!

 最有意義是把健康生活的習慣推廣出去，大家快點報名啦!

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

青年義工訓練工作坊

23/7、26/7/2013
3:00pm – 4:30pm

親親大自然健康之旅 
20/8/2013

9:30am – 5:00pm

中醫保健義工訓練工作坊

5/10、12/10/2013
11:00am – 12:30pm

義工嘉許及分享會

16/11/2013
3:00pm – 4:30pm

「最緊要健康!」義工服務
19/10、26/10/2013
11:00am – 12:30pm

健康大使義工訓練工作坊 
30/7、6/8、13/8/2013

3:00pm – 4:30pm

「與你同行」
青少年師友培訓計劃

「樂意為你」之起動日
19/7/2013(星期五)
4:30pm-6:00pm 

「樂意為你」之義工基礎訓練營
22/7(星期一)1:30pm至
23/7(星期二)3:00pm

「樂意為你」之窩心小品製作班
(二選一) 

黏土小禮品製作 或 食品製作
26/7-9/8/2013(星期五、共3節)

2:30pm-4:30pm

「樂意為你」關心你小組
26/7-9/8/2013(星期五、共3節)

4:30pm-5:30pm
「樂意為你」之關心您同樂日

3/8/2013(星期六)
8:00am-6:00pm

「樂意為你」之中秋愛分享關懷之旅
(探訪無家者)13/9/2013(星期五)

7:30pm-9:00pm
(探訪基層家庭)：14/9/2013(星期六)

2:00pm-5:00pm

「樂意為您」─�社區傳愛計劃

對象 12-18歲青少年
名額 16人 
費用 $20(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由九龍城區議會贊助；
2.  參加者必須出席「樂意為你」之起動日；
3.  出席率達80%，並完成義工服務之參加
者，可獲證書嘉許；

4.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5.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一杯水你會聯想起「我剩下半杯水」還是「我擁有半杯水」？其實我們擁

有的有很多，你樂意與我們一起學習分享嗎？ 
以下有一系列的活動裝備大家成為有心有力的義工，而我們亦已經準備了

不同的義工服務，豐富大家的義工經驗，實踐愛關懷愛分享的精神。

裝備自己 義工精神齊發揮

「惜人生‧愛自己」健康生活社區教育計劃

我們需要你一起加入成為健康大使行列，發揮大家的小宇宙，群策群力，向社區人
士推廣健康生活文化，宣揚預防沉溺行為的重要性。

對象 13-21歲青少年
名額 24人 
費用 $20 
職員 關慧儀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參加者，可於接待處作
留名

2.  參加者必須面試，合適者可參
與計劃

3.  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者可
獲證書嘉許；

4.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
服務時數；

5.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
費用。

鳴謝： 「青年事務委員會」及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身體力行
社區推廣服務  
(以不同形式向社區人士宣揚健康生活文化訊息)
‧「惜人生‧愛自己」魔術小玩家 (11/2013)
‧「惜人生‧愛自己」樂隊體驗 (11/2013)
‧「惜人生‧愛自己」街舞體驗 (11/2013)
‧「惜人生‧愛自己」健康生活嘉年華暨嘉許禮 (1/2014)

群策群力
發揮小宇宙--策劃推廣服務內容 (11-12/2013) 
‧健康大使小組 (籌備嘉年華活動)
‧「心聲集」製作小組

裝備自己
健康大使訓練部分 (7/2013)
‧健康大使簡介會  26/7/2013(星期五) 6:30pm-7:30pm
‧健康大使訓練日營  29/7/2013(星期一) 9:00am -5:00pm

技能訓練部分 (7-11/2013) 
參加者自行選擇一個技能訓練
‧「不賭翁」魔術小組 (名額:9人)
‧「同樂樂」抗毒Band隊 (名額:6人)
‧識『玩』而止街舞小組 (名額:9人)
於組內會學習如何運用技能推廣健康生活文化活動

走到最前--體驗活動 (8/2013)
不賭翁體驗活動
22/8/2013(星期四) 　
2:30pm-4:00pm

探討沉溺上網體驗活動　
12/8/2013(星期一) 
2:30pm-4:00pm

聽聽戒毒新體驗
17/8/2013(星期六)　
12:30pm-5:30pm



歷奇體驗活動 就業支援活動

個人成長活動

特別推介活動領袖義工活動專才訓練活動

興趣悠閒活動

領袖義工活動

音樂藝術活動

引言  U-turn讓各位親身感受大學氣氛及體驗大學的生
活。我們會在大學的學生宿舍住宿，亦會在大學
內外進行一連串的體驗活動，除了能提升你與人
合作的技巧外，更發掘你的潛能和信心，有助認
識自我。

內容 1. 了解大學環境 
 2. 團隊合作活動 
 3. 模擬人生遊戲 
 4. 城巿定向追蹤 
 5. 信心潛能挑戰
日期 營前會：21/7/2013 (星期日) 
 體驗營：3/8 – 4/8/2013 
 　　　　(星期六至日) 
 分享會：11/8/2013 (星期日)
時間 營前會及分享會：3:30pm – 5:30pm 
 體驗營：10:00am (3/8) – 10:00pm (4/8) 
地點 營前會及分享會：本中心 
 體驗營：香港中文大學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參加者：14-17歲青少年 
 組長：18-25歲青少年
名額 參加者：32人 
 組長：13人
費用 $ 250(會員) $280(非會員) $15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費用包括營費、膳食費及交通費(城市定向追蹤

除外)；
 2.  參加者需自備城市追蹤之車費約 $60；
 3.  此活動由『泉．Team．家』義工組及「宿營

活動我話事」之參加者經過訓練後方可成為
「組長」協助推行；

 4.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U-Turn2013從新出發　
 

引言  剛剛畢業，想於投身社會前裝備自己？請即參加
展翅青見計劃(核心課程-求職人際)，學習撰寫求
職信及履歷表、認識求職陷阱、基本勞工法例，
並提升團隊合作、人際相處技巧，費用全免，歡
迎年齡介乎15-19歲的你參與及查詢。

內容 1. 求職及人際技巧訓練
 2. 生涯規劃、人際技巧
 3. 求職秘訣訓練
日期 4/7 – 12/7/2013 (星期一至五、共7天)
時間 10:00am-6: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5至19歲青少年
 (從未參加「展翅青見計劃」的學員)
名額 15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學員於該課程出席率達80%或以上，可獲發證書

乙張及申領培訓津貼。培訓津貼按有效出席日數
計算，每天30元。

「展翅青見計劃」
　核心課程 ― 求職人際　

 

引言  青少年對日後於社會工作多沒有詳細計劃，既不
了解自己，又不了解市場，故往往於就業市場內
轉來轉去。因此，透過互動遊戲，將生涯規劃具
體化，協助青少年為自己的未來策劃及部署，尋
找個人的理想及方向。

內容 1. 夢想與理想訂立
 2. 自我概念工作坊
 3. 性格與人生、職業與人生
 4. 目標訂立
 5. 認識就業巿場活動
日期 25/7 – 15/8/2013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6:00pm-7: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5至19歲青少年
名額 8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活出色彩人生計劃　

 

引言  有人說:「愛情就像士多啤梨，外表感覺很甜，但
吃下去有一份酸的味道。」成長中如何好好戀愛
呢?這個小組會讓你從認識自己開始，快點參加
啦!

內容 1. 認識自我 心理測驗
 2. 戀愛board game遊戲
 3. 如何與異性相處技巧
日期 1/8、8/8及15/8/2013(逢星期四、共3節)
時間 4:30pm - 6: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3至17歲女孩子
名額 8人
費用 $10(會員)   $40(非會員)  $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學會愛自己」戀愛小組　
　女孩子篇　

引言  暑假來到，是時候參加一下自己喜歡的活動啦!! 
舞蹈是一項健康又開心的運動，如果你想培養這
方面興趣，不妨參加這個新手班，經過8節的舞
蹈訓練，仲有機會可以在暑期活動閉幕禮表演，
這是難得的機會呢。

內容 1. 基本Pop Jazz舞蹈技巧培訓
 2. 基本舞蹈及音樂節奏操練
 3. 暑期活動閉幕禮表演機會
日期 街舞訓練：13/7 – 31/8/2013
 　　　　　(逢星期六，共8節)
 表演：25/8/2013 (星期日)
時間 街舞訓練：6:00pm - 7:30pm
 表演：11:00am - 4: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4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250(會員)  $280(非會員)  $12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1.  負責教授本小組的專業導師Jessica，曾為多間

青少年中心和學校教授街舞，具有豐富經驗，
現時為城市大學Dance Society跳舞導師。

 2.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Step Up in Summer女子　
「新手」街舞組　 引言  或許你已做過不少義工服務，但成為「品格教

練」指導不利環境的小朋友發展良好的品格，你
會擔任這個使命嗎？香港信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特意於暑假培訓「品格教練」，讓我們於9-12月
發揮所長，為中心有需要之小朋友提供品格教育
的訓練。是次難得機會，不要錯過！

內容 1. 了解兒童的需要
 2. 認識品格教育的理念與內容
 3. 實地觀課了解品格教育的訓練
 4. 與專業導師一起進行實踐
日期 16/7-13/8/2013(逢星期二，共5節)
時間 7:00pm – 8:30pm (16/7)
 2:30pm – 4:30pm (23/7-13/8)
地點  本中心(16/7)及油麻地晉利商業大廈22樓(23/7-

13/8)
對象 19至24歲青少年
名額 6人
費用 $20 (會員)  $ 50 (非會員)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經過面試甄選方可參加，請先到中

心接待處登記報名，工作員將致電留名者約見
面試；

 2.  參加者請於第二堂至第五堂(31/7-21/8)自行前
往油麻地進行訓練及實踐;

 3.  參加者於暑期訓練後必須於2013年9-12月提供
服務(8堂)。

 4.  完成整個計劃之參加者及出席率達成80%或以
上可獲證書乙張及簽發義工時數。

「EQ教練」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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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爲本及具關懷性
的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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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013 / 9:00am – 5:00pm)
‧ 「活在紅磡」社區探索訓練營
 (5/8/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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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灣仔都市探索活動
 (26/8/2013 / 1:00pm – 5:00pm)
‧ 「活在紅磡」少數族裔文化活動 
 (28/8/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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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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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紅磡」社區共融計劃　

一杯水你會聯想起「我剩下半杯水」還是「我擁有半杯
水」？其實我們擁有的有很多，你樂意與我們一起學習
分享嗎？ 

以下有一系列的活動裝備大家成為有心有力的義工，而
我們亦已經準備了不同的義工服務，豐富大家的義工經
驗，實踐愛關懷愛分享的精神。

裝備自己

「樂意為你」之起動日
內容： 認識參加計劃的同路人，了解計劃內容，作好準

備！出發！
日期：19/7/2013(星期五)
時間：4:30pm-6:00pm
地點：本中心
備註：參加者必須出席「樂意為你」之起動日

「樂意為你」之義工基礎訓練營
內容： 義工們日後會有很多合作機會，讓我們一起透過

精彩且富挑戰性的歷奇遊戲齊齊增加彼此的友
誼，建立團隊精神吧！

日期/時間：22/7(星期一)1:30pm - 23/7(星期二)3:00pm
地點：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樂意為你」之窩心小品製作班(二選一) 
黏土小禮品製作 或 食品製作
內容： 我們會學習製作不同的禮物，於「樂意為你」關

心你活動中向社區人士送上祝福。
日期：26/7-9/8/2013(星期五、共3節)
時間：2:30pm-4:00pm
地點：本中心
名額：每班8人

義工精神齊發揮

「樂意為你」關心你
內容：走訪社區，向社區人士分享愛
日期：26/7-9/8/2013(星期五、共3節)
時間：4:30pm-5:30pm
地點：紅磡區

「樂意為你」之關心您同樂日
內容：透過遊戲為基層兒童帶來歡樂
日期：3/8/2013(星期六)
時間：8:00am-6:00pm
地點：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樂意為你」之中秋愛分享關懷之旅
內容： 向基層人士送上從社區所收集的月餅，與他們共

享中秋節的溫馨氣氛。
日期/時間：(探訪無家者)13/9/2013(星期五) 7:30pm-
9:00pm
(探訪基層家庭)：14/9/2013(星期六) 2:00pm-5:00pm
地點：九龍城區

對象 12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16人 
費用 $20 (會員)   $50(非會員)  $1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此活動由九龍城區議會贊助；
出席率達80%，並完成義工服務之參加者，可獲
證書嘉許；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樂意為您」 – 社區傳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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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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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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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同行」青少年師友培訓計劃　

引言 透過製作西式甜品，享受入廚之樂。
內容 1. 甜品製作
 2. 美食分享
日期 25/7/2013 (星期四)
時間 7:30pm – 9: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4至17歲青少年
名額 8名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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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級甜品夜　

引言  又到暑假啦，想做義工的朋友仔快來參加V 
LOVE 義工領袖訓練營，讓我們發揮We Love精
神，裝備好當義工的條件，參加完這個訓練可以
優先參加中心義工服務。

內容 1. 營前會
 2. 義工領袖訓練
 3. 團隊合作訓練
日期 營前會：12/7/2013
 宿營活動：16-17/7/2013
時間 營前會：6:00pm-7:00pm
 宿營活動：2:00pm(16/7) – 3:00pm(17/7)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宿營活動：突破青年村
對象 13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20人
費用 $80(會員)   $110(非會員)  $4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關慧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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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LOVE 義工領袖訓練營　

引言  香港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你有沒有想過對你的
生活有沒有受影響呢?在富裕的香港中，仍有人
住在板間房，甚至無棲身之所，貧窮問題值得我
們去探討。今個暑假，讓我們一起去體驗群弱勢
社群的生活需要，親身去關心他們!!

內容 1.貧窮體驗訓練及活動
 2.探訪露宿者義工服務
日期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26/7、2/8/2013(星期五)
 社區採訪活動：9/8(星期五) 
 探訪露宿者服務：16/8/2013(星期五)
時間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7:30pm - 9:00pm
 社區採訪活動：4:30pm - 6:00pm
 探訪露宿者服務：6:00pm - 10:00pm
地點 義工貧窮體驗訓練：本中心及紅磡區

 探訪露宿者服務：深水埗區
對象 13至18歲 青少年
名額 15人
費用 $30會員)   $60(非會員)  $1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窮富翁 大作戰」
　貧窮體驗義工服務　

引言  參加者有機會去構思及籌備兒童服務，於服務日中
帶領兒童一起進行遊戲及手工藝，把學到的關顧別
人技巧及同理心實踐出來，從中學習兒童的特性和
需要、人際關係的技巧，及與人合作的態度。

內容 1. 學習兒童的成長需要及特性訓練
 2. 帶領遊戲技巧訓練
 3. 帶領兒童活動及策劃攤位的實踐
日期 小組︰24/7、31/7、14/8及21/8/2013
 　　　(逢星期三，共4節)
 兒童服務︰7/8/2013 (星期三)
 攤位服務︰25/8/2013 (星期日)
時間 小組及兒童服務︰2:15pm–3:30pm
 攤位服務︰1:00pm–5:00pm
地點 小組及兒童服務︰本中心

 服務︰紅磡區
對象 13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活動可簽發其他學習經歷(OLE)時數及義工時數。

「行義•親親小腳板」義工服務計劃  

引言  參加者有機會體驗非一般的生活，有機會角色扮演
與感受各種殘疾人士，如視障、聾啞及肢體傷殘人
士於日常生活上的障礙、挑戰與困難，並參與籌備
社區義工服務，以提升對殘疾人士的需要和特性了
解。

內容 1. 了解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
 2. 與殘疾人士交往的技巧
 3. 協助不同類別傷殘人士（如輪椅使用者）的方法
日期 小組︰24/7、31/7及21/8/2013 (逢星期三，共3節)
服務 7/8及14/8/2013 (星期三)
時間 3:45pm–5:00pm
地點 小組︰本中心

 服務︰紅磡區
對象 13至24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活動可簽發其他學習經歷(OLE)時數及義工時數。

「行義•傷健一家親」義工服務計劃  

引言  除了自己開心之餘，有沒有想過把開心傳揚給其他
人，開心義工就是要將正能量傳給不同的人。

內容 1. 正能量認識
 2. 活動攤位準備
 3. 開心攤位
日期 小組：31/7 、 8/8/2013(星期三及四)
 開心攤位﹕22/8/2013(星期四)
時間 訓練小組︰ 4:30pm-6:30pm
 開心攤位︰ 3:30pm–5:00pm
地點 訓練小組︰本中心
對象 12至15歲青少年
名額 8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徐志源先生 (Mor)

　開心義工　

引言  活動讓參加者了解受訪長者的生命故事，並為他們
製成紀念冊，同時亦為參加者反思自己的生活，這
麼有義意的事，不容錯過，快D參加喇!!!

內容 1. 學習與長者溝通的技巧
 2. 與受訪長者重回舊地，如以前工作的地方
 3. 編寫受訪長者的紀念冊
 4. 分享會
日期 義工訓練︰19/7、26/7/2013(逢星期五、共2節)
 探訪長者日﹕30/7、2/8/2013(星期二及五、共2節)
 紀念冊製作﹕9/8、16/8/2013(逢星期五、共2節)
時間 義工訓練︰ 11:00am-12:30pm
 探訪長者日﹕10:00am-12:30pm
 紀念冊製作﹕11:00am-12:30pm
地點 義工訓練、紀念冊製作︰本中心

 探訪長者︰黃大仙區
對象 13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12人
費用 $50 (會員)   $80(非會員)  $25(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費用已包括車資及出外訪問的膳食津貼。

　「人生紀念冊」義工活動　

引言  做義工就做得多啦，有沒有興趣成為一個義工領
袖，負責帶領小朋友參加宿營活動呢?透過這個活
動，當中你會發掘自己具有很多潛能，同時又可以
把健康生活信息帶小朋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內容 1. 義工領袖訓練工作坊
 2. 營前會
 3. 協助帶領健康孩子生活體驗營
日期 青年義工訓練:7/8、14/8/2013(逢星期三，共2節)
 營前會：17/8/2013(星期六)
 體驗營：18/8-19/8/2013(星期日至一)
時間 青年義工訓練：4:00pm-5:30pm
 營前會：4:00pm-5:30pm
 體驗營：18/8-19/8/2013(日至一)1:00pm-2:30pm
地點 青年義工訓練：本中心

 營前會：本中心

 體驗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對象 16至21歲 青少年
名額 12人
費用 $150(會員)   $180 (非會員)  $ 75(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參加者具有八成出席率可獲證書

　「童行者」 義工領袖培育計劃　

引言  想試試與小朋友相處，服務他們。你便要參加這個
活動讓自己在這個暑假成為大哥哥大姐姐，設計活
動，服務一班低收入家庭或弱勢社群的兒童，這麼
有義意義，不容錯過。

內容 1. 義工訓練
 2. 建立團隊精神
 3. 籌辦活動給兒童
日期 小組︰20/7/2013 – 10/8/2013 (逢星期六、共4節)
 兒童服務日：23/8/2013 (星期五)
 親子服務日：18/8/2013 (星期日)
時間 小組︰ 7:00pm-8:30pm
 兒童服務日：3:00pm-4:30pm
 親子服務日：3:0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4至17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40 (會員)   $80(非會員)  $20(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義工服務時數可計算於義工服務記錄冊。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引言  麥當奴叔叔之家是一所為患病兒童及其家人而設立
的「臨時家園」。希望你能支持受病折磨的兒童，
讓他們在治療期間得到支持和鼓勵。歡迎你參與這
次的獎券義賣行動。

內容 義賣獎券
日期 2/8、9/8及16/8/13  (逢星期五、共3節)
時間 2:45pm – 6:00pm
地點  紅磡火車站麥當奴餐廳(2/8) , 黃埔花園麥當奴餐廳

(9/8及16/8) 及本中心
對象 親子義工及14歲至25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張瀞文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
 2. 參加者三節活動均需出席；
 3.  每節凡成功出售最少兩本獎券之義工可獲發快餐

店套餐一份；

 4. 十四歲以下之參加者需取得家長書面同意。

 「麥當奴叔叔之家」
　2013獎券義賣服務　

引言  透過是次攝影初級訓練，培訓出參加的青年義工
有一技之長，以後能以這種技能服務人群，為社
會盡己之綿力。

內容 1. 基本的攝影技巧訓練
 2. 攝影義工服務
日期 訓練課程︰26/7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實習服務：25/8/2013 (星期日)
時間 訓練課程︰8:30pm – 9:45pm
 實習服務：1:00pm – 5:00pm
地點 訓練課程︰本中心

 實習服務：紅磡區
對象 16至24歲青少年
名額 8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活動可簽發10小時其他學習經歷(OLE)時數及義

工時數。

　攝錄特工小組　

引言  以中心的多媒體器材，構思各種好玩的計劃。
A-Audio。C-Centr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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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義工服務
日期 26/7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7:00pm – 8: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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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全免
職員 盧嘉輝先生
備註  活動可簽發6小時其他學習經歷(OLE)時數及義工

時數。

　AC Workshop　

引言  情歌唱得多，歌詞的意思你又知多少？一起細味
流行曲的歌詞，透過夾band及攤位讓社區了解更
多健康且正面的戀愛價值觀吧！

內容 1. 選擇流行曲、帶出正面戀愛觀訊息
 2. 製作攤位分享正面戀愛觀
 3. 義工服務
日期 Band隊訓練：
 24/7 – 21/8/2013 (逢星期三、共6節)
 義工小組︰

 24/7 – 21/8/2013 (逢星期三、共5節)
 服務日︰25/8/2013(星期日)
時間 Band隊訓練：7:30pm-9:00pm
 義工小組：6:30-7:30pm
 服務日︰2:00pm-5:00pm
地點 訓練及義工小組︰本中心

 服務日︰紅磡區
對象 18至24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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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必須出席面試，合適之參加者會接受

Band隊訓練(名額5人)；
 3.  出席率達80%，並完成義工服務之參加者，可

獲證書嘉許；

 4.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譜出愛與義　

引言  近年自助繪畫(Art Jamming)很流行，即使不懂得
繪畫藝術也好，亦能給予自己一個寧靜空間隨意
地畫，豐富心靈！現在給你多點難度，如果這次
要以「生命」為主題，你會畫什麼呢？想不到？
先帶你到萬國殯儀館見識一下，講不定令你對生
命有更多的看法，有助你塗出新＂生命＂！

內容 1. 「我的喪禮」體驗及反思
 2. 自殺生還者短片分享，反思對生命的看法
 3. 參觀萬國殯儀館，反思對死亡的看法
 4.  於牛棚藝術村進行Art Jamming，畫出對生命

的意義
日期 小組：19及26/7/2013(逢星期五，共2節)
 參觀：2/8/2013(星期五)
 Art Jamming：9/8/2013(星期五)
時間 小組：7:00pm – 8:30pm
 參觀：3:45pm – 6:15pm
 Art Jamming：1:00pm - 7:00pm
地點 小組：本中心

 參觀：萬國殯儀館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Art Jamming：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塗房」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3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80(會員) $110(非會員) $40(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明姑娘(Simmy)
備註 1.  此活動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

心合辦;
 2. 費用已包括車費、繪畫用具連飲品;
 3.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塗」出「生」Teen　

引言  Beat box是一種運用嘴巴模仿敲擊樂，形成強烈
節奏，配合各人不同的節奏，更能成為獨特的節
奏。在學習過程中，除了培養個人興趣外，更可
以訓練到參加者與人合作的技巧。

內容 1. 學習Beat box的基本技巧
 2. 與人合作技巧訓練
日期 19/7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5節)
時間 6:30pm-8: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3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120 (會員)   $150(非會員)  $60(優惠收費) 
職員 徐志源先生(Mor)
備註 1.  每節活動的前一小時是學習Beat Box技巧，其

後半小時是小組。

 2. 參加者有機會會在暑期閉幕禮表演。

　Beat box 特工　

引言  男仔同女仔看愛情有什麼不同?你想唔想認識一
下自己?想唔想成為一個懂得愛別人的男仔?如果
想，唔好錯過這個小組啦!

內容 1. 認識自我 心理測驗
 2. 戀愛board game遊戲
 3. 如何與異性相處技巧
日期 1/8、8/8及15/8/2013(逢星期四、共3節)
時間 7:30pm - 9: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3至17歲男孩子
名額 8人
費用 $10(會員)   $40(非會員)  $5 (優惠收費)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學會愛自己」戀愛小組　
　男孩子篇　

引言  參加者將分成小隊，在赤柱灣附近的山野及海
域，進行多項鬥智鬥力的考驗，從而讓參加者體
驗互相溝通和合作的重要性。

內容 1. 陸上團體挑戰活動 
 2. 海上團隊挑戰活動 
 3. 原野烹飪
日期 營前會︰7/8/2013 (星期三) 
 挑戰日營︰12/8/2013 (星期一)
時間 營前會︰5:00pm-6:00pm 
 挑戰日營︰9:00am-5:00pm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挑戰日營︰ 香港赤柱半島及赤柱灣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3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14人
費用 $50 (會員)   $80 (非會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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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交通費、午餐、器材費及

教練費；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
品。

　反轉赤柱灣挑戰日營　

 

引言  無論活動、任務及刺激度都十分具挑戰性，透過
活動提升參加者的團隊精神、自我認識及訂立目
標的能力，而且還會透過互相分享在學困難及讀
書心得，互相鼓勵及支持，共同迎接新學年。

內容 1. 驚險任務挑戰活動 
 2. 原野烹飪 
 3. 野外定向 
 4. 黑夜歷險活動
日期 營前會︰6/8/2013 (星期二) 
 探索日營︰13/8/2013 (星期二)
時間 營前會︰5:00pm-6:00pm 
 探索日營︰9:00am-9:00pm
地點 營前會︰本中心 
 探索日營︰ 香港童軍總會洞梓童軍中心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3至18歲青少年
名額 18人
費用 $50(會員)   $80(非會員)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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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交通費、原野烹飪、晚

餐、器材費；

 3.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蚊、防曬及晴雨用品。

「Ticket to U」生命歷奇探索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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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013 (星期三) 
 宿營︰14/8-15/8/2013(星期三及四)
時間 營前會︰7:30pm-9:00pm 
 宿　營︰12:00nn(14/8)-2:30pm(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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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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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成長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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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8/2013 (逢星期五、共6節)
 義工服務︰

 25/8/2013(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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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區
對象 升小五至中二青少年
名額 12人
費用 $200 (會員)   $230 (非會員)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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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吋長小結他。

　小結他演奏曲　

引言  暑假有甚麼好玩?做義工又好玩又意義，快來參
加吧！

內容 1. 義工訓練日營
 2. 認識人際相處的技巧
 3.  義工服務：帶動中心服務對象透過玩遊戲學習

人際相處

 4. 檢討及分享得著
日期 訓練日營︰21/7/2013 (星期日)
 義工服務：26/7/2013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訓練日營︰9:30am - 5:30pm
 義工服務：3:3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及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對象 升中三至應屆中六生
名額 8人
費用 $20(會員)  $50(非會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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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率達七成或以上之義工可獲義工嘉許證書

乙張；

 3. 義工服務時數可計算於義工服務記錄冊。

　Peace Zone和諧大使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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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2013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4:00pm - 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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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 Zone和諧遊戲區　

引言  不論你對籃球認識多少都可以加入成為一份子，從
訓練過程中鍛鍊堅毅意志，勇於面對困難的態度，
還可以比賽吸取經驗。

內容 1. 基本籃球技巧教授
 2. 建立團隊精神
 3. 比賽
 4. 成長小組
日期 訓練︰13/7 – 24/8/2013 (逢星期六、共7節)
 訓練營︰ 17/7-18/7/2013(星期三及四)
時間 訓練小組︰ 11:00am-12:30pm
 訓練營︰ 1:30pm(17/7) – 5:00pm(18/7)
地點 訓練︰本中心及大環山籃球場

 訓練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12至16歲男青少年
名額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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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費及膳食費用；
 2. 戶外活動請自備食水、防曬用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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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子•組　

引言   健康生活很重要，有冇興趣學下中醫保健和栽種呢?
學完又可以做義工服務公公婆婆，簡直一舉兩得!!最
有意義是把健康生活的習慣推廣出去，大家快點報
名啦!

內容 1. 長者服務義工訓練
 2. 長幼共融活動 
 3. 與長者一起學習中醫保健知識及栽種技巧
 4. 義工服務-帶領長者親親大自然活動
 5. 探訪獨居長者
日期 青年義工訓練工作坊：

 23/7 (星期二)、26/7/2013 (星期五)
 健康大使義工訓練工作坊：

 30/7、6/8、13/8/2013 (星期二)
 親親大自然健康之旅

 20/8/2013 (星期二)
 中醫保健義工訓練工作坊

 5/10及12/10/2013 (星期六)
 「最緊要健康!」義工服務
 19/10及26/10/2013 (星期六)
 義工嘉許及分享會

 16/11/2013 (星期六)
時間 青年義工訓練工作坊：3:00pm - 4:30pm
 健康大使義工訓練工作坊：3:00pm - 4:30pm
 親親大自然健康之旅：9:30am - 5:00pm
 中醫保健義工訓練工作坊：11:00am - 12:30pm
 「最緊要健康!」義工服務：11:00am - 12:30pm
 義工嘉許及分享會：3:00pm - 4:30pm
地點 本中心及紅磡區
對象 15至20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費用 全免
職員 李倩茵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者可獲證書嘉

許；

 2.  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
助。

　健康「泉」有「您」—  
　跨代共融義工計劃　

我們需要你一起加入成為健康大使行列，發揮大家的小宇宙，群策群力，向社區人士推廣健康生活文化，宣揚預防沉溺行為
的重要性。

裝備自己

健康大使訓練部分 (7/2013)
‧健康大使簡介會  26/7/2013(星期五) 6:30pm-7:30pm
‧健康大使訓練日營  29/7/2013(星期一) 9:00am -5:00pm
走到最前--體驗活動 (8/2013)
‧不賭翁體驗活動 22/8/2013(星期四) 2:30pm-4:00pm
‧探討沉溺上網體驗活動 12/8/2013(星期一) 2:30pm-4:00pm
‧聽聽戒毒新體驗 17/8/2013(星期六) 12:30pm-5:30pm
技能訓練部分 (7-11/2013) 
參加者自行選擇一個技能訓練
‧「不賭翁」魔術小組 (名額:9人)
‧「同樂樂」抗毒Band隊 (名額:6人)
‧識『玩』而止街舞小組 (名額:9人)
於組內會學習如何運用技能推廣健康生活文化活動

群策群力

發揮小宇宙--策劃推廣服務內容 (11-12/2013) 
‧健康大使小組 (籌備嘉年華活動)
‧「心聲集」製作小組

「惜人生•愛自己」健康生活社區教育計劃　

身體力行

社區推廣服務 (以不同形式向社區人士宣揚健康生活
文化訊息)
‧「惜人生‧愛自己」魔術小玩家 (11/2013)
‧「惜人生‧愛自己」樂隊體驗 (11/2013)
‧「惜人生‧愛自己」街舞體驗 (11/2013)
‧「 惜人生‧愛自己」健康生活嘉年華暨嘉許禮 

(1/2014)

對象 13-21歲青少年
名額 24人 
費用 $20 
職員 關慧儀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參加者，可於接待處作留名
2.  參加者必須面試，合適者可參與計劃
3.  出席率達80%及表現優異者可獲證書嘉許；
4.  活動籌備及服務會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5.  費用已包括車資、宿費及膳食費用。
鳴謝： 「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

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