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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會員資格
原有會籍於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仍然生效之付費會員*(包括兒童會

員、青年會員及家庭會員)。每人限領一次優惠續會，不能與其他會籍優惠在同一
會籍期內享用。

免費續會具體安排
上述合資格會員可於2021年9月30日或之前親臨中心辦理免費續會手續，會籍

將自動續會一年。

如有任何查詢，在辦公時間內可致電25461053 與中心職員聯絡。

會員優惠續會會員優惠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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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暑期活動會員優先報名日

網上登記及抽籤
1. 會員(*6-24歲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成

員)可參與2021的暑期活動抽籤。每個「
個人」或「家庭」會籍只須遞交一張抽籤
卡，重複遞交表格，將會被取消資格，不
會再作通知。

2. 會員可親身到中心填寫抽籤卡，填寫後可
放入黃色抽籤箱；或可經網上遞交表格，網址(https://
forms.gle/bQ2wZHnJKn9ej3oXA)或經二維碼(QR-
Code)填寫網上登記表格。會員一經登記，將獲發電
郵回覆確認收到表格。

3. 非會員毋須填寫抽籤卡或網上登記。

1. 請勿使用他人會員資格參與暑期活動抽籤，一經發現，取消報名資格。
2. 抽籤次序一經抽出，不可轉讓或更改報名人士的姓名。
3. 付款方式 : 現金、支票及信用卡
4. 除特殊情況外，所有項目一經報名，不得申請退款、轉班或由他人代替參

加。
5. 如欲報名參加康體、戶外活動及烹調班，參加者須填妥健康申報表。未滿

18歲的參加者須由家長／監護人簽署同意書，方可參加本中心活動。

1. 5/5/2021(三)晚上8:15分進行電腦抽籤，以決定報名日
之報名指定時段。

2. 會員報名之指定時段將列明在籌號通知卡上。通知卡
咭於6/5/2021(四)寄出。抽籤結果可於7/5/2021(五)
在中心網頁或中心壁報板查閱，恕不接受電話查詢結
果。

1. 攜同籌號通知咭及有效會員證(有效日期為31/8/2021)
於15/5/2021(六)指定時間報名，逾時作放棄論。

2. 報名日恕不接受即時辦理會員證及彩虹計劃(全津及綜
援)優惠咭，請於14/5/2021(五)或之前到本中心辦理。

3. 如未能在籌號指定時間持有有效會員證報名，須於當
日下午6:30分辦理入會手續及報名。

1. 15/5/2021(六)下午6:30後親臨本中心即時報名，名額
先到先得。

暑期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登記抽籤
1/4/2021 (四)

2:00 pm

截止網上登記
5/5/2021 (三)

8:00pm
電腦抽籤

5/5/2021 (三)
8:15pm

暑期活動
報名日

15/5/2021 (六)
1:00 p.m.

公開報名日
（毋須抽籤）

15/5/2021（六）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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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人士/家庭：豁免會員費 (請出示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文件)

會員類別 資格 需要帶備的証件 年費

兒童會員 六歲至十四歲
1. 申請人身份証明文件或

出世紙(副本均可)
2. 須有監護人簽名

$ 30

青年會員 十五歲至廿四歲 申請人的身份証明文件 $ 30

家庭會員

• 家庭成員中其中一人須
為年齡六至二十四歲

• 其他家庭會員須為直系
親屬(父母、子女)，人
數及年齡不限

1. 申請人的身份証明文件
2. 家庭成員的身份証明文
    件副本

$ 60
(不論家庭

成員人數）

入會申請須知

須為本港合法居民

中心資訊

       ：如常舉行                  ：取消                 ：請致電本中心查詢   

  ★：自行決定 (缺席課堂，均不獲補課及退款)

       ：如常舉行    ★：為暑假期間(19/7-21/8)的延長服務時段，不提供偶到、登記及繳費服務，敬請留意！

備註  距離活動進行3小時內，天文台曾發出8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活動均取消 。

上午     下午 (2:00後)     晚上 (7:00後)

  活動集合時間3小時前除下
所有活動

颱風/
暴雨警告 1號風球 3號風球

8號或以
上烈風/暴

風信號

雨天或
黃色暴雨

警告

紅色暴雨
警告

黑色暴雨
警告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 若掛起雷暴警告，中心之水上活動及戶外活動均會取消；
• 上述各項資料乃屬一般安排，如遇特別情況，中心保留作最終決定之權利；
• 如因天氣、導師病假及其他未能遇計的客觀因素而引致課程需要停課，中心會盡量

調配資源及地方以安排補課，如學員因事未能出席補課，則不會退款。

颱風及暴雨下之服務安排

除下風球及暴雨警告安排：






★ ★ ★ ★

中心資訊

／

1. 已報名及繳費者（以下簡稱參加者）可以知會本單位想退出服務的意願，但是
不能少於服務舉行前六個工作天或以前提出申請，若本單位於有關活動已有候
補者等候，則會安排由候補者補上，退出服務者需要繳交手續費卅元正，本單
位亦安排在一個月內退回已繳交之費用；

2. 若本單位於有關活動沒有候補者，則參加者可以推薦合符該服務參加者資格的
人士補上，本單位保留接納該候補人士的權利，若獲接納，則參加者需要繳交
手續費三十元正；

3. 若沒有任何候補者，則參加者不能退出服務及取回已繳交之費用；

4. 若果本單位因應環境轉變而需要調動服務，因而引致參加者所參加的服務不能
如期舉行，參加者可選擇參加其他服務，並將已繳交之費用轉到新的服務，參
加者亦可選擇退回已繳交之費用，本單位安排在一個月內退回已繳交之費用；

5. 在下列情況下，本單位可以取消參加者參加服務的資格，已繳交的費用概不發
還：

• 在報名後被本單位發現不符合參加服務的資格；
• 在服務進行期間參加者不遵從本單位服務負責職員就其言論、行為的勸喻。

6. 「單位主管可就申請退出服務的人士申述之理由，作出酌情處理。」

已報名的活動/課程退出手續

暑假期間中心開放時間
時間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a.m – 2:00p.m. 
(1:45pm 停止收費) ★ ★ ★ ★ ★ ★

2:00p.m. – 6:00p.m.
(5:45pm 停止收費)

6:00p.m. – 10:00 p.m.  
(9:45pm 停止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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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為小朋友在暑期安排合適的暑期活動，
快啲參加「暑期活動試玩日」免費試玩不同種類活動！

有關防疫及衛生措施 : 有關防疫及衛生措施 : 
因應新冠狀病毒感染的情況，本單位於暑期活動進行期間將採取一系列的
防疫措施，以保障服務使用者及職員之安全，請參加者及進入單位的人士
留意：

1.1 進入單位人士1.1 進入單位人士
• 所有進入單位人士必須量度體溫、用消毒酒精搓手佩戴口罩，盡量保障

個人及其他人士；
• 如發現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如發燒、咳嗽及氣促等情況，或沒有

發燒，但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都不宜進入中心；
• 如同住家庭成員或所居住大廈有確診個案，或曾經確診病者有緊密接觸

的人士，應根據政府安排，接受相關檢疫及健康監察，待有結果（須為
陰性）才到中心上課；

• 進入中心人士，不可在中心進食，也不可外攜食物到中心進食，在中心
逗留期間須佩戴口罩；

1.2 上課之防疫措施1.2 上課之防疫措施
• 上課期間亦須佩戴口罩。
• 並於課室內擺放酒精搓手液，供學員及導師使用。

1.3 場地清潔1.3 場地清潔
• 暑期活動開始前，中心將會進行大型清潔，以確保單位的衛生情況良

好；
• 活動進行期間將會安排職員每日最少清潔兩次，以1:99稀釋漂白水徹底

清潔單位大堂及各活動房間;
• 每個班/活動完結時，將安排職員或導師於活動室進行噴霧清潔；

1.4 退款安排1.4 退款安排
• 若大規模出現疫情而須停辦暑期活動/班，本服務單位將配合社會福利

署及明愛發出的停課指引，參加者所繳交的費用將會退回。有關退款安
排，請參加者留意由本中心WhatsApp 廣播訊息。 

1.5 通知訊息1.5 通知訊息
• 本中心使用WhatsApp發放資訊，請參加者或其家長須把本中心的手機

號碼(+852 54494141)加入手機通訊錄內，以便收到中心資訊。

試玩項目：
幼兒時段
 (下午2:30 - 3:00) 及 (下午3:00 - 3:30)
室內小型網球
甜品黏土手作
慢慢說故事繪本      
STEM 多啦A夢太空星空奇遇記
紅豆水晶包

兒童時段 
(下午3:30 -4:00 ) 及 (下午4:00 - 4:30)
室內小型網球
STEM 3D 立體筆
日系壓花藝術
KOL體驗
The Little Kids Cafe (韓式飯卷)
梨子水晶包

網上報名

日期 : 1/5/2021 (星期六)
時間 : 下午2:30 - 4:30
地點 : 中心

有關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特別安排(暑假期間)有關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特別安排(暑假期間)暑期活動免費試玩日暑期活動免費試玩日
SUMMER PROGRAMS FREE 

TRIAL DAY
SUMMER PROGRAMS FREE 

TRIAL DAY

＊每場25分鐘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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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活動推介

提供多元化學習，讓兒童在暑假期間提升學習動機和發揮內在創意潛能；亦學習與群體相
處，建立有規律的習慣，過一個不一樣的暑假。

日期：26/7-19/8/2021 (逢星期一至四，共4星期16天)
時間：9:30am-1:00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A班-升小一 (3101)  B班-升小二 (3102)   C班-升小三 (3103)
         D班-升小四 (3104)   E班-升小五 (3105)    F班-升小六 (3106)
名額：每班6至8人 (不設綜援或全津名額)
費用：全期學費$2400 (費用包括導師費、材料費及獎品)
備註： 1. 每班均備有導師           2. 學員請帶備暑期功課  
 3. 如因惡劣天氣取消之課堂，將安排在23/8-26/8期間補堂
 4. 學員必須填報健康申報表

暑期多元智能學堂暑期多元智能學堂

科目介紹科目介紹
主科教室 中文 英文 數學
選修教室 STEM 手工藝 生活探索

Week 1 (26/7-29/7)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9:30-10:30a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一週
學習日
(待定)

10:30-11:45am STEM 手工藝 生活探索

11:45-12:00nn 小休 小休 小休

12:00-1:00p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Week 2 (2/8-5/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9:30-10:30a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一週
學習日
(待定)

10:30-11:45am STEM 手工藝 生活探索

11:45-12:00nn 小休 小休 小休

12:00-1:00p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Week 3 (9/8-12/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9:30-10:30a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一週
學習日
(待定)

10:30-11:45am STEM 手工藝 生活探索

11:45-12:00nn 小休 小休 小休

12:00-1:00p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Week 4 (16/8-19/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9:30-10:30a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一週
學習日
(待定)

10:30-11:45am STEM 手工藝 生活探索

11:45-12:00nn 小休 小休 小休

12:00-1:00pm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主科教室

重點活動推介

小一適應學堂

升中手記

升中友「營」人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負責職員：朱健強

負責職員：朱健強

升學系列

為準中學生提供一個與同路人互相支持、凝聚力量的平台，以面對和適應新環境的
各種挑戰。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610
23/6、30/6、7/7 

、14/7/2021
(逢三、共4節)

下午 
4:00-5:00 本中心 8 準中一生 $120

透過一系列之解難任務，提升中一新鮮人與他人協作能力，裝備面對升中的各項挑
戰。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0

小組活動：21/7、28/7/2021 下午
4:00-5:30

中心
本中心
待定

10 準中一生 $250營前會：3/8/2021 下午 
4:00-5:00

宿營：5-6/8/2021
下午2:00
至翌日

下午2:00

幼稚園升上小學是人生中的一大轉變，K3幼童將會面對一個極具新鮮感、挑戰性 
及完全陌生的新環境，展開另一個學習旅程。 旅程中幼童需要面對許多挑戰，因此
會由淺入深教導，讓幼童打好基礎，透過輕鬆愉快的模擬上堂遊戲活動，增加他們
的安全感、責任感及培養自我照顧能力，輕輕鬆鬆適應小一課程及學校生活。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2
20/7、27/7、3/8、10/8

、17/8/2021
(逢二、共5節)

下午
2:00-3:30 本中心 8 準小一生 $200

備註
1. 請帶備文具、食水及小食； 
2. 請穿輕便服裝

非會員需另繳每項活動費用
負責職員:邱禮敏(Mike)

   楊可樺(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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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兒童暑期活動兒童暑期活動

`
慢慢說故事館〡
小手指遊樂場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故事書是孩子的語言，透過聆聽故事和有系統、有趣的感覺及手工活動，促進身體
協調，改善他們生活表現，並進行參觀活動，學習課堂以外的知識。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3

活動：19/7、26/7、2/8 
、9/8/2021

(逢一，共4節)

下午
2:00-3:30 中心

10 6-8歲 $120

戶外活動：8/8/2021 下午
2:00-5:30

香港兒
童探索
博物館

集合地點 / 備註 : 已包括材料費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KOL研習班
現今學生對拍片等多媒體操作並不陌生，趁暑假空檔讓孩子建立個人的頻道啦。
內容：YouTube基本技巧；加入字幕、音樂、剪片，設定快慢鏡功能；優化個人
YouTube頻道；訂閱及頻道的認識，設定留言及影片權限；直播功能介紹及查閱統
計瀏覽人數及網絡安全等。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4
20/7、27/7、3/8、10/8

、17/8、24/8/2021
(逢二，共6節)

下午
4:30-6:00 中心 10 8 - 12歲 $120

備註 : 參加者可自備平板電腦或手機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慢慢說故事館〡招募小主播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小朋友口齒伶俐又有鍾意表演？咁就啱啦~ Cojam ma 現正招募「慢慢說故事館
小主播」，小朋友有機會接受講故事的訓練，之後參與慢慢說故事館拍攝，並於
Facebook 及Youtube 播放，係一個難得嘅學習及體驗。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5
23/7、30/7、6/8、13/8

、20/8、27/8/2021
(逢五，共6節)

下午
4:30-6:00 中心 10 8-12歲 $200

繪本選購日：6/8/2021(五) 下午：3:30-6:00

箭戰   負責職員：朱健強

以閃避球的遊戲方式配合安全設計的弓箭進行競技，參加者仿如置身古代戰場上，
以原始射藝互相較量。透過團隊合作訓練，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的重要性，提升參
加者的自信心。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7 簡介會：19/7/2021(一)
活動：23/7/2021 (五)

下午
4:00-6:00

下午
1:30-7:30

牛頭角 
或葵涌 18  8-12歲 $220

備註
(1). 請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參與活動
(2). 請帶備飲用水

田野生活 負責職員：朱健強

農耕體驗、創意飽點、天然香包及蛋殼盆栽製作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8 簡介會：23/7/2021(五)
活動： 30/7/2021 (五)

下午
4:00-6:00

上午
9:00-5:00

粉嶺健
康長者
農場

12 8-12歲 $140

備註
(1). 請穿著戶外活動服裝參與活動
(2). 請帶備飲用水及自備環保午膳
(3). 請帶備防晒及防蚊用品

童看世界系列 ｜從心看
讓我們一起參與黑暗中對話場館的體驗活動，一起嘗試從心去看，認識不一樣的世
界，了解別人的生活;並商討籌備社會服務，回饋社會。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6

小組：29/7、12/8/2021
（四）

上午11:00-
下午12:30 中心

8 8-12歲 $100

體驗日：5/8/2021（四) 上午11:30-
下午5:00

黑暗中
對話體
驗館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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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期活動兒童暑期活動

Power Up訓練營  負責職員：朱健強

兩日一夜訓練中，參加者協力完成各項具挑戰性的任務，並通過共同合作，學習與
人相處，提升自理能力及自信。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1

營前會：19/8/2021(四) 下午
4:40-6:00 中心

16 8-11歲 $320宿營：26-27/8/2021
(星期四、五)

(26/8)
下午2:30至 
(27/8) 3:30

長洲
明暉營

營後會：30/8/2021(一) 下午
4:30-6:00 中心

tHe LitTLe kIds  Café 
學習營運Café，從構思餐單、製作食物、營運模式、衞生知識、待客之道等，以
團隊的工作營運模式體驗經營Cafe，提升參加者與他人協作、籌備組織技巧；亦協
助參加者定立目標，學習承擔責任。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09

訓練日：23/7、30/7
、6/8/2021(五)

上午11:00-
下午12:30

中心及
廚房 8 7-9歲 $ 60

試業日：7/8/2021 (六) 上午11:00-
下午 5:00

營業日：14/8/2021 (六) 上午11:00-
下午 5:00

感謝日：21/8/2021 (六) 下午
2:00 - 5:00

童看世界系列｜綠色廚房
香港物質富裕，我們在家準備晚餐或者在外用餐時也會遇到剩食的情況。究竟一個
小社區如何處理廚餘讓環境變得更美好？讓我們一起走入長洲認識廚餘回收計劃，
並參與肥皂製作工作坊，將它帶返家中，將綠色生活訊息帶回社區。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0

小組：31/7、14/8/2021
（逢六、共2節）

上午
10:30-12:00 中心 12 8-12歲 $50

體驗日：7/8/2021(六） 上午8:00-
下午5:00 長洲 / 家長需陪

同出席 /

集合地點 / 備註 活動：1.中環往長洲碼頭集合 2.家長之交通費及午膳需自備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負責職員：楊可樺(Eva)

負責職員：楊可樺(Eva)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急救小先鋒
日常生活中，會經常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危險及家居意外，“急救大法”希望小朋友
透過活動學習如何預防家居意外的發生，認識及簡單處理輕微意外(如：出血、燒
傷、扭傷)事件等，並明白向成年人求助及報警手續。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2 29/7、5/8、12/8/2021
(逢四) (共3節)

下午
4:30-6:00 中心 12 8-12歲 $100

負責職員：朱健強

環保小MAKER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Maker」，即「自造者」，顛覆過去單向「想」而欠缺「實作」的學習模式， 利
用生活常見的材料，親手建造自己想要的東西。在建造過程中，必會遇上挫敗和挑
戰，憑著對「造物」的熱誠及「想到就能造到」的信念，無懼失敗，找出問題所
在，解決困難，革新改善。亦可以在學習安全使用工具；發揮想像和創意；提高環
保意識。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1
29/7、5/8、12/8、19/8

、26/8/2021
(逢四，共5節)

下午
3:00-4:30 中心 10 8 - 12 歲 $280

專心小手 |　拼拼樂
透過拼豆製作不同程度的平面及立體作品，訓練孩子專注力及耐性，亦提升成功
感。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3
20/7、27/7、3/8、
10/8、17/8/2021
 (逢二、共5節）

下午
2:00 -4:00 中心 12 8-11歲 $250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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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期活動兒童暑期活動

地壺球體驗(B班)

木棋體驗(B班)

地壺球體驗(A班)
地壺球是一種講求鬥智、鬥力、鬥技術的運動，除了個人技術要了得外，還講求團
隊間合作及溝通能力，是次活動不但讓參加者認識地壺球這項運動，更進一步讓一
眾參加者一展身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6
26/7、2/8、9/8

、16/8/2021
(逢一) (共4節)

下午
2:45-3:45 中心 12 7-9歲 $160

地壺球是一種講求鬥智、鬥力、鬥技術的運動，除了個人技術要了得外，還講求團
隊間合作及溝通能力，是次活動不但讓參加者認識地壺球這項運動，更進一步讓一
眾參加者一展身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7
26/7、2/8、9/8

、16/8/2021
(逢一) (共4節)

下午
4:00-5:15 中心 12 10-12歲 $160

木棋 (Moikky) 是一種講求智力、技術及數理的運動，除了個人技術要了得外，還講
求團隊間合作及溝通能力，想一試新興運動就不要錯過囉！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5
26/7、2/8、9/8

、16/8/2021
(逢一) (共4節)

上午
11:45-12:45 中心 12 7-9歲 $160

`
慢慢說故事館〡
讓兄弟姐妹更有愛
家中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常會發生不同的吵鬧，處理手足之間既關係，經常都係父
母頭疼的話題。父母當然希望子女們可以相親相愛、互相幫忙啦。Cojam媽希望透
過故事分享及合作活動，讓孩子一起享受到生命中最珍貴美好的朋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2
9/8、16/8、23/8

、30/8/2021
(逢一) (共4節)

下午
2:00-3:30 中心 10 5-8歲 $120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動感系列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
木棋體驗 (A班)

木棋 (Moikky) 是一種講求智力、技術及數理的運動，除了個人技術要了得外，還講
求團隊間合作及溝通能力，想一試新興運動就不要錯過囉！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4
26/7、2/8、9/8

、16/8/2021
(逢一) (共4節)

上午
10:30-11:30 中心 12 7-9歲 $160

「天使行動」小義工訓練計劃
透過義工訓練及實習，讓參加者了解義務工作的意義及精神，培養關懷別人的心，
並可以從中訓練溝通及領袖技巧，體會幫助別人的快樂。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8

活動：24/7、31/7
、7/8/2021(六）

上午
11:00-12:30 中心

8 9-11歲 $120
訓練日/服務：8/8/2021

(日)
上午

10:00-1:00 待定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心靈甜品 系列

心靈甜品｜
低糖杯子蛋糕 ＋ 澳洲 Lamington
走過街頭，偶然一陣陣香氣撲鼻，看到剛出爐的古早味蛋糕實在令人垂涎三尺。讓
我們一起製作原味、肉鬆味杯子蛋糕，想像一下台灣美食，暫且將煩惱拋開。再想
像一下環遊世界到澳洲，製作澳洲平民甜食，在大堡礁潛水後，吃一口甜點⋯⋯好
好計劃一下美好的將來。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19 21/7、28/7/2021
(逢三、共2節)

下午
4:30-6:00 中心 8 8-10歲 $100

備註 請自備容器將製成品帶返家中慢慢品嚐。（包$30材料費）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負責職員：朱健強

負責職員：朱健強

負責職員：朱健強

負責職員：朱健強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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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期活動兒童暑期活動

童你尋夢 系列

童你尋夢｜
第42人格(MBTI) + 第9人格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童你尋夢｜
素菜炒麵＋素腐皮卷
過去一年常常在家上網課的你，既不能外出，也不能終日打機度日。邀請你嘗試下
廚，發展更多技能，成為家中好幫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1 23/7、30/7、6/8、13/8
(逢五、共4節)

下午
3:00-5:00 中心 8 8-12歲 $100

心靈甜品｜義煮。招
吃得飽，睡得好，身體好。邀請想透過廚藝作為媒介做義工的你一起參與義煮活
動，參加者需要參與煮食訓練，煮出數款家常菜式或小食，並籌備社會服務，將幸
福帶給身邊人。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0
22/7、29/7、5/8

、12/8/2021
（逢四、共4節）

晚上
6:30-8:00 中心 8 11-18歲 $100

備註:請自備容器將製成品帶返家中慢慢品嚐。

42＝16。16型人格（MBTI）和9型人格都是著名性格分析工具。當我們由幼稚園步
入小學以致升讀中學，需要做的決定越來越多，了解自己實在有很多好處：1. 找
到適合你和有效的學習方式; 2.對選科有更具體的概念;3.有利選擇未來工作的方向
⋯⋯是次活動將會透過這個性格分析工具從而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協助大家未雨綢
繆，為將來做好準備。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3 17/8/2021 (二) 下午
4:30-6:00 中心 12 10-12歲 $50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音樂藝術系列

音樂藝術｜小跳豆
透過群體舞蹈，一起學習社交及專注力。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2
23/7、30/7、6/8、13/8

、20/8、27/8/2021
(逢五、共6節）

上午
11:00-12:30 中心 8 5-8歲 $550/位

備註：活動由畢業於演藝學院的導師教授，導師柔合中國舞及K-pop元素，從而訓練參加
者社交及專注能力。

音樂藝術｜手碟體驗
Handpan手碟是近20年才發明，聲音清脆，是很獨特的樂器。只需要手指輕彈便能
聽到那空靈的聲音，聽了很治癒，讓我們跟隨手碟製作達人一起體驗聲音的奧秘。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3 22/7/2021(四) 晚上
6:00-7:30 中心 8 10歲以

上親子 $480/位

備註： 活動由手碟工匠及音樂人教授，而活動中使用的手碟皆由工匠自行研製。活動費用
包括手碟租借及搬運費用$400。參加者可體驗九音手碟，享受即興演奏音樂的樂趣！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音樂藝術｜聲音地圖收音體驗
地圖會令你想起什麼？聲音地圖又是什麼？讓我們跟隨收音師體驗收音工作、了解
工其工作內容之餘，同時觀看大自然，嘗試從聲音去欣賞香港的美。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4 26/7/2021 (一) 上午
8:00-12:00 龍虎山 8 10歲以

上親子 $500/位

備註：活動由香港大自然收音師帶大家進入郊野以及體驗收音工作，活動費用包括專業收
音器材的租借費用、以及活動完結後可以取回自己錄製的音檔。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音樂藝術｜聲音震動體驗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你對聲音的敏感度有多強列？想透過聲音減壓和放鬆頭腦嗎？活動帶大家體驗聲音
浴，讓大家睡前好好放鬆。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5 29/7/2021 (四) 晚上
8:00-8:45 中心 8 7-10歲 $100

備註：活動由專業音樂人教授，活動費用包括樂器租借及搬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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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親子廚房〡台灣雙色芋圓

親子紮染坊

親子義工
讓家長與子女一同參加義工服務，加強親子溝通及合作，並透過與視障朋友的相
處，發揮家人之間的團結及建立互助互愛之精神。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8

訓練：24/7、31/7、7/8
、21/8/2021(逢六)

晚上
7:30-9:00 中心

8個
家庭

8-12歲
及

其家長

每個家庭 
$50

服務日：15/8/2021(日) 下午
1:00-5:00

長者
院舍

芋圓是著名的台灣小吃！以健康的材料製成，搓揉成長條形的小塊，製作出美
味又健康的芋圓，與家人分享你的心思。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7 18/7/2021 (日) 下午
2:00-4:00 中心 8個

家庭
6歲以上
及其家長

每個家庭
$120

備註 1)導師：Miss Cherub Chan (有多年美食教學經驗)
 2)請自備食物盒

扎染是一種源於日本較傳統的人工染色技術，透過橡筋木夾等工具，縛縫布品，染
製獨特紋理的方法。但原來我們生活中的剩菜也可以循環再用成為環保安心的天然
染料，讓我地一起閱讀《藍色小洋裝》繪本故事，並親子共同創作屬於自己獨一無
二的手帕及布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9 25/7/2021 (日) 下午
2:00-4:30 中心 8個

家庭
6歲以上
及其家長

每個家庭 
$150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系列

親子廚房〡日式可愛便當

合家歡樂遠足行(三峽連走會金督)
由灣仔峽起步，沿中峽道前行，接山徑至中峽，沿布力徑東行到黃泥涌峽，取道金
督馳馬徑，經金督園往畢拉山道。全程約6.5公里，需時約4小時。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5 8/8/2021 (日) 上午9:30-
下午4:00

灣仔峽
至渣甸
山畢拉
山道

8個
家庭

8歲以上
及

其家長

每位
成員$30

集合地點 / 備註
(1). 集合地點：金鐘港鐵站；
(2). 解散地點：銅鑼灣港鐵站
(3). 請穿著行山或運動服裝
(4). 自備午膳、飲用水及交通費

日本媽媽最拿手的可愛便當，有各式各樣的卡通圖案，選用健康的食材，在小小的
便當盒裡，裝著營養的食物和滿滿的愛心，看著就覺得好好吃呀。大家一齊黎製作
啦！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4 1/8/2021 (日) 下午
2:00-4:00 中心 8個

家庭
6歲以上
及其家長

每個家庭 
$120

備註 1)負責導師：Miss Cherub Chan (有多年美食教學經驗)
 2)請自備食物盒

心靈藝術坊
透過藝術創作、不同的藝術材料，例如：繪畫、廣告彩、蠟筆、拼貼、泥膠、紙黏
土、音樂及舞動等，幫助兒童表達及認識自己，反映他們內心深處的感受和經歷，
當兒童全心全意地投入藝術創作的時候，它還具有治療的效果。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806

4/8、11/8、18/8
、25/8/2021

(逢三，共4節)

下午
2:00-3:30 中心

6
6-8歲有
特殊學習
需要兒童

$160
家長分享會：
25/8/2021(三)

晚上
7:30-8:30 中心

備註 已包材料費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負責職員：朱健強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童你尋夢｜
做個世界人義工計劃
生活在香港實在很幸福，讓我們一起發掘、探討、認識、學習世界的事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26
19/7、26/7、2/8

、9/8/2021
(逢一、共4節)

上午
11:30-1:00

中心及
戶外 8 9-12歲 $50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親子FUN 系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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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期活動兒童暑期活動

慢慢說故事館〡讀寫樂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

負責職員：黃雅瑩(Janice)「Mymind」專注力訓練
親子平行小組

語文能力的高低，往往與兒童的閱讀習慣有緊密關係，能從小便培養出良好閱讀興
趣的孩子，都會有較高的語文能力。小孩子往往因不懂而不願閱讀文字，此課程提
供一個讓孩子閱讀圖書的機會，引導他們認讀及瞭解字彙，一起多讀多看，培養閱
讀的興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30

24/7、31/7、7/8
、14/8/2021

(逢六，共4節)

上午
10:30-11:30 中心 8

6-9歲有
特殊學習
需要兒童

$120

家長分享會：14/8/2021
(六)

上午
11:30-12:00 中心 / 家長 /

由荷蘭Dr. Susan Bogels根據靜觀及認知治療理論研發而成，能鞏固兒童的專注力
和情緒調控，從而改善社交及學習能力，以及改善家長的壓力及負面情緒，並提升
親子關係。透過持續訓練培養孩子的靜觀覺察能力，以改善專注力和行為問題。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1210731

9/7、16/7、23/7、30/7
、6/8、13/8、20/8

、27/8/2021
(逢五，共8節)

晚上
7:45-9:15 中心 8

8-12歲
專注力不
足/過度
活躍症

免費

備註 參加者必須已完成由中文大學所舉辦的「認知行為療法親子平行小組」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暑期活動閉幕禮@欣賞孩子的獨特性暑期活動閉幕禮@欣賞孩子的獨特性

小學功課輔導班2021–2022招生　

內容 - 導師協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疑難及完成功課
 - 學科溫習及強化練習、預備默書及評估 (完成功課後)
 - 定期課餘活動 (如聖誕聯歡、結業禮等)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2021年9月中旬
至2022年6月

 (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3:45-
5:45pm
(待定)

本中心
24人

(導師比例
為1:6)

小一至小
六學生

每月$900(會員)／
$930(非會員)

備註 1. 綜援及書簿津貼全額家庭可向職員查詢有關學費減免事宜；
 2. 有興趣報名之家長可往本中心填妥表格，稍後負責職員會再作跟進及聯絡。

負責職員：邱禮敏(Mike)
黃雅瑩 (Janice)

日期：2021年8月29日 (日)
地點：中心
時間：下午2:00-5:00
費用：全免
內容︰攤位遊戲、綜合表演及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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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受情緒困擾的3-12歲兒童，例如：遇有家庭問題、親人離逝、學習壓
力或社交困擾等。

輔導形式：與父母進行1節首次面談及1節總結面談與兒童進行6節遊戲治療輔導
 (視乎兒童情況)兒童遊戲治療輔導每節45分鐘如有需要，會邀請家長

參與輔導過程
收　　費：全期收費港幣$1,200元
 (如符合書簿津貼全額資格或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
服務地點：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查詢及　：由於輪候人數眾多，如欲報名的家長，歡迎致電2526 1053與
服務申請 黃雅瑩姑娘查詢
輔導員　：黃雅瑩姑娘（註冊社工）
 黃雅瑩姑娘為資深社工，擁有十年以上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經驗，並

擁有兒童為本遊戲治療輔導證書及完成有關實習課程。黃姑娘善於將
遊戲治療及家庭治療運用於輔導兒童中，亦曾擔任香港明愛專上學院
社會工作實習導師、應邀在教育局為小學老師及社工進行培訓(危機處
理及成長課)擔任講者。

在學童成長過程中，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及挑戰：有些學童需要尋找方法增加
社交及溝通能力，另一些學童需要尋找方法提升生活技能及學習能力等。越來越多
研究顯示，音樂能成為有效的治療方法，治療師與學童或其家人經過了解後，治療
師會進行評估，並按治療目標設計內容。學童於接受治療期間，將會透過不同手
法，如唱歌、樂器彈奏、聆聽及創作音樂等，從而達到最佳效果。

服務對象：3-16歲兒童。
形式及　：1.個人輔導 $1200/4堂 (每堂50分鐘) 時間另議
收費 2.小組輔導 (2-4人) $ 1200/6堂(每堂50分鐘) 可自行組隊

服務地點：中心
查詢及　：活動前需要預約諮詢，了解孩子需要，需時約45分鐘，費用全免。由
服務申請 於輪候人數眾多，如欲報名之家長，歡迎致電25461053與陳家怡姑娘

查詢。
輔導員　：陳家怡（冰姑娘）
 註冊社工/澳洲註冊音樂治療師
 (於澳洲墨爾本大學修讀音樂治療碩士課程，臨床實習期間曾在香港及

澳洲特殊學校、社區及老人院提供音樂治療的服務。畢業後，一直持續
參與國際會議及訓練以提供適切的服務給予社區人士)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個案輔導服務

音樂治療個人及小組輔導服務

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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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暑期活動青年暑期活動

木作義工

Remember Hong Kong

木作DIY

音樂情緒〡一闕廣東歌

負責職員 : 邱力勇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負責職員 :邱力勇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童理心」義工訓練計劃

魔術耆緣

細聽故事

負責職員 : 楊可樺 (Eva)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負責職員 : 李俊威(Ray)

負責職員 : 傅威翰 (Crazy)

透過義工訓練及實習，讓參加者了解義務工作的意義及精神，培養關懷別人的心，
並可以從中訓練溝通及領袖技巧，體會幫助別人的快樂。參加者會協助推行暑期托
管班、「專心小手拼拼樂」及「tHe LitTLe kIds Cafe」活動。完成訓練及義工時數
30小時，可獲證書乙張。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1

訓練日：5/7、9/7
、12/7/2021
(逢五、3節）

下午
4:00 - 5:30 中心

15
中二至
中五
學生

$90

日營:16/7/2021 上午9:00-
下午5:00 營地

服務
暑期托管班 19/7 - 22/8 (4星期)上午9:30 - 1:00
專心小手拼拼樂 20/7-17/8 (5星期) 下午 2:00 - 4:00
tHe LitTLe kIds Cafe 23/7 - 21/8 (5星期) 上午11:00 - 12:30

中心

分享會：30/8/2021 (四) 下午
4:00 - 6:30 中心

魔術能夠拉近大家之距離，而我地一齊學魔術既同時，都會試下去長者中心教長者
魔術！令到長者提升記憶力，以及手指靈活度。與 Kelvin sir合作，一起推動魔術樂
趣 。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2

訓練：22/7 、29/7、5/8
、12/8、19/8、26/8/2021

 (逢四、共6節)

下午
2:00 - 3:30 本中心 8

升中一
至

升中四
$80

 服務：待定 待定 長者
中心

藉每首廣東歌述說自己的故事，憑歌寄意更以歌曲互相鼓勵，互相鼓勵安慰。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4
24/7、31/7、7/8

、14/8/2021
(逢六、共4節)

晚上
8:00-9:30 本中心 8

升中五
至大專/
大學生

$50

動起來，用手製！讓你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木作。
1. 鎖匙扣電話架   2. Tablet / 電話座
3. 筆筒 或 木盒   4. 小型層架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5
23/7、30/7、6/8

、13/8/2021
(逢五、共4節)

晚上
7:30-9:30 中心 6 14-24歲

青少年 $60

備註 請自備口罩
 中心將提供耳塞

透過一連串體驗式學習活動，讓參加者認識曾在香港發生的一段歷史(香港保衞
戰，反思和平及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6

訓練日：4/8、11/8
、18/8/2021

(逢星期三、共3節)

上午
10:30-12:00

戶外 12
升中一

至
升中四

$100

活動日：30/8/2021 (一) 上午
10:30-12:00

探訪劏房戶及獨居長者，了解他們生活之常，為他們度身訂造合適的層架，創造生
活空間。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7
訓練日：24/7、31/7、7/8

、14/8/2021
(逢六、共4節)

下午
2:00-4:00 中心 6 14-24歲

青少年 $80

細聽長者們生命中每個意義非凡的故事，為每一位分享者編制屬於各人獨有的生命
故事冊。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3
訓練日/服務：26/7、2/8
、9/8、16/8、23/8/2021

(逢一、共5節)

下午
2:30-4:30

本中心/
中西區
長者
中心

8
升中四
至大專/
大學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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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暑期活動

星期五有點悶︳共學雜貨店

金牌特務 之金牌密令

動(翻天覆地極限旅程) 21夏季

  負責職員 :陳栢慧(Rachel)

  負責職員 : 李俊威  (Ray)

負責職員 : 李俊威(Ray)

於城市定向中，不單要以團隊合作去解決任務上的難關，還要學懂一些生活小技
能，才可以順利完成全部任務，完成整個旅程後，會否生活小技能GET！呢？就睇
大家的聰明才智及身手了！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8

活動：30/7 - 31/7 
(星期五、六) 營會通知 戶外及

營地
12

升中一
至

升中四
$200

營會：21/7 (三)，4/8 (三) 晚上
8:00 - 10:00 本中心

終於接到新任務通知書，而此通知書必需於2021年8月11日晚上解封。現召集各新
舊特務破解密令。各特務會於當日進行特別訓練，務求讓新舊特務了解明白任務要
求。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801

活動：19 -20/8/2021
(四五) 營會通知 本中心

及營地
8 中四或

以上 $200
訓練日/服務：

11/8(三) 及24/8(二)
晚上

8:00 - 10:00

有位年青人同我講，佢話：「想生活有改變，唔想浪費人生。」其實有時候，有啲
時間真係唔知拎嚟做咩好。唔想白過又唔知做咩好，不如嚟JOIN「星期五有點悶」
，連續六個星期五，由不同的店主負責，不讓時間胡亂過。
＃手工麵包 ＃手沖咖啡 ＃讀書會 ＃創作 ＃音樂會 ＃一起散步 ＃vision board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09B 沒有防腐的麵包(手工面包)
16/7/2021

晚上
7:30-9:30 本中心 15

11-24歲
青年

每個
工作坊

$20

ST2210709C 手沖咖啡讀書會23/7/2021 晚上
7:30-9:30 本中心 15

ST2210709D 好想創作 30/7/2021 晚上
7:30-9:30 本中心 15

ST2210709F 一起散散步 13/8/2021 晚上
7:30-9:30

豐物道
海濱 15

ST2210709G 開學前的
vision board 6/8/2021

晚上
7:30-9:30 本中心 15

ST2210709A 雜貨店開張暨失戀音樂會
20/8/2021

晚上
7:30-9:30 本中心 15 社區

人士 免費
註：為保障參加者的個人資料的安全，本表格將在是次活動完結半年後銷毀。 
 

明明愛愛賽賽馬馬會會石石塘塘咀咀青青少少年年綜綜合合服服務務  
  

健健康康申申報報表表格格及及聲聲明明  
  

（（適適用用於於 1188歲歲以以下下之之參參加加者者））  
 
 
A. 參加活動/課程：                                                   (請填上活動編號) 
B. 參加者資料： 

姓名：                           （英文姓名：                    ）   

性別：                年齡 : _________ 

緊急事故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C. 參加者健康記錄： 

(i) 曾患重病及/或長期病患名稱：                                                 

(ii) 敏感項目名稱： 

(a) 藥物：                                                      

(b) 食物：                                                      

(c) 其他：                                                      

(iii) 其他補充資料（需要導師注意的事項）：                             
 

 活活動動須須知知  
 
參加者及其家長必須理解是次活動所涉及的風險及所需之體能負荷，同時有責任確保參加者身體狀況在不需要

醫療輔助或其他輔助下，適合參與並能完成活動。 
 
本中心在得悉或懷疑的情況下，保留取消任何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的人士的參加資格。[本表格並非用作為參

加者進行身體狀況評估，如對身體狀況有懷疑，本中心建議參加者在活動前徵詢醫生建議及檢查，以確保其身

體狀況適合參加是次活動。] 
 
如身體出現任何變化，參加者請重新填寫健康申報表予中心存檔。 
 

 聲聲明明  （18歲以下參加者必須由其家長/監護人填寫）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子/女 (姓名)                  適合及自願參加是次活動，清楚明白並願意承擔參與是次

活動的風險及責任。 
 
本人謹此聲明及確認在本表格上所填報之資料完整及確實無誤，同意接受及會督促本人子/女遵守香港明愛為

是次活動不時訂立的所有條款、規則及其導師的指示。 
 
本人已閱讀背頁之《收集個人資料之前致資料當事人的通知書》，並同意香港明愛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收集、保存及使用本人子/女在本表格上所填報之個人資料以作是次活動相關的用途（包括但不限於活

動之籌備、舉行、緊急事故安排等）。本人亦同意香港明愛可將這類資料發放予當值職員、導師、及任何救護

員及醫護人員參考及在遇有緊急事故時作緊急聯絡之用。本人同意該等收集、保存及使用是合法及實屬公平。

本人理解本人及本人子/女有權查閱及更改香港明愛所保存有關本人子/女的個人資料，並同意就任何相關查閱

及/或更改個人資料的申請支付合理費用。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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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2021年暑期活動個人活動/課程報名表 

參參加加者者姓姓名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會員員證證編編號號  ((    SSTT      ____________                      ))  

聯聯絡絡電電話話      ::  ＿＿＿＿＿＿＿＿＿＿＿＿＿＿＿＿＿＿  ((流流動動電電話話號號碼碼))    年年齡齡：：＿＿＿＿＿＿＿＿      年年級級  ::  ________________    

甲甲部部  ))  暑暑期期活活動動報報名名適適用用  ((PP..66--PP..1188及及 PP..2222--PP..3311頁頁內內之之活活動動))  

 (參參加加者者填填寫寫) (職職員員填填寫寫) 

 活活動動編編號號  活活動動名名稱稱 金金額額 備備註註 

1.  ST    $  

2.  ST    $  

3.  ST    $  

4.  ST    $  

5.  ST    $  

  總總金金額額 $  

乙乙部部))  暑暑期期興興趣趣班班//課課程程適適用用  ((PP..3322--PP..5533頁頁內內課課程程))  

 (參參加加者者填填寫寫)  (職職員員填填寫寫) 

 活活動動編編號號  活活動動名名稱稱(A) 材材料料費費((BB)) 金金額額((AA))++((BB)) 備備註註  

1.     $  $  

2.     $  $  

3.     $  $  

4.     $  $  

5.     $  $  

繳繳付付總總金金額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甲部部  ++  乙乙部部))                總總金金額額 $  

繳繳付付方方式式  ::    現現金金        支支票票  ((抬抬頭頭：：香香港港明明愛愛  //  CCaarriittaass  HHoonngg  KKoonngg  ((SS..WW..DD..))        信信用用卡卡（（VViissaa//MMaasstteerr  CCaarrdd））  

 

報報名名須須知知   

1. 會員證或籌號不得轉讓或租用，一經發現，將會被取消報名資格，已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2. 參加者的年齡若不符合活動／課程要求，本中心有權自行作適當的處理； 

3. 報名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相關證明文件，方可以會員/其他優惠價參加活動； 

4. 若活動/課程報名人數不足，中心有權取消活動，並通知參加者有關退款安排； 

5. 辦理報名手續後，若因個人原因需退出或未能出席活動，本中心恕不退款；  

6. 活動／課程資料若有任何更改，本中心會以電話聯絡參加者；  

7. 部份活動/暑期興趣班/課程須填寫健康申報表方可參加；  

8. 在活動進行期間，中心所拍照、錄影將有機會被放上機構/中心網頁、通訊刊物。 

 
籌號___________ 

(由職員填寫) 

 

 
參加者/家長簽署： ＿＿＿＿＿＿＿＿＿___ 

 
負責職員： ＿＿＿＿＿＿＿＿＿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一個家庭活動填一張表格) 
2021年暑期家庭活動報名表 

  

請請✓✓出出參參加加之之家家庭庭活活動動                                      聯聯絡絡電電話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流動動電電話話號號碼碼))    

  

  

        

(參參加加者者填填寫寫) (職職員員填填寫寫) 

會會員員編編號號  參參加加者者姓姓名名  性性別別  年年齡齡  關關係係  金金額額  備備註註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收收費費總總金金額額  $$  $$    

 
繳繳付付方方式式  ::    現現金金        支支票票  ((抬抬頭頭：：香香港港明明愛愛  //  CCaarriittaass  HHoonngg  KKoonngg  ((SS..WW..DD..))        信信用用卡卡（（VViissaa//MMaasstteerr  CCaarrdd））  

 

報報名名須須知知   

1. 會員證或籌號不得轉讓或租用，一經發現，將會被取消報名資格，已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2. 參加者的年齡若不符合活動／課程要求，本中心有權自行作適當的處理； 

3. 報名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相關證明文件，方可以會員/其他優惠價參加活動； 

4. 若活動/課程報名人數不足，中心有權取消活動，並通知參加者有關退款安排； 

5. 辦理報名手續後，若因個人原因需退出或未能出席活動，本中心恕不退款；  

6. 活動／課程資料若有任何更改，本中心會以電話聯絡參加者；  

7. 凡參加戶外活動，必須於活動前交回家長/監護人同意書，方可參加；  

8. 在活動進行期間，中心所拍照、錄影將有機會被放上機構/中心網頁、通訊刊物。  

 

 籌號___________ 

(由職員填寫) 

 

 
參加者簽署： ＿＿＿＿＿＿＿＿＿ 

 

 
負責職員： ＿＿＿＿＿＿＿＿＿ 

 

音樂藝術丨手碟體驗

音樂藝術丨聲音地圖收音體驗

親子廚房丨台灣雙色芋圓

親子義工

親子紮染坊

親子廚房丨日式可愛便當

合家歡樂遠足行(三峽連走會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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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暑期活動

註：為保障參加者的個人資料的安全，本表格將在是次活動完結半年後銷毀。 

明明愛愛賽賽馬馬會會石石塘塘咀咀青青少少年年綜綜合合服服務務  

健健康康申申報報表表格格及及聲聲明明  

（（適適用用於於 1188歲歲以以上上之之參參加加者者））  

 
 
A. 參加活動/課程：                                                     (請填上活動編號) 
B. 參加者資料： 

姓名：                           （英文姓名：                    ）   

性別：                     年齡 : _________ 

緊急事故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C. 參加者健康記錄： 

(i) 曾患重病及/或長期病患名稱：                                                 

(ii) 敏感項目名稱： 

(a) 藥物：                                                      

(b) 食物：                                                      

(c) 其他：                                                      

(iii) 其他補充資料（需要導師注意的事項）：                         
  

 活活動動須須知知  
 
參加者必須理解是次活動所涉及的風險及所需之體能負荷，同時有責任確保參加者身體狀況在不需要醫療輔助

或其他輔助下，適合參與並能完成活動。 
 
本中心在得悉或懷疑的情況下，保留取消任何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的人士的參加資格。[本表格並非用作為參
加者進行身體狀況評估，如對身體狀況有懷疑，本中心建議參加者在活動前徵詢醫生建議及檢查，以確保其身

體狀況適合參加是次活動。] 
 
如身體出現任何變化，參加者請重新填寫健康申報表予中心存檔。 
 

 聲聲明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適合及自願參加是次活動，清楚明白並願意承擔參與是次活動的風險及責任。 
 
本人謹此聲明及確認在本表格上所填報之資料完整及確實無誤，同意接受及會遵守香港明愛為是次活動不時訂

立的所有條款、規則及其導師的指示。 
 
本人已閱讀背頁之《收集個人資料之前致資料當事人的通知書》，並同意香港明愛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收集、保存及使用本人在本表格上所填報之個人資料以作是次活動相關的用途（包括但不限於活動之籌

備、舉行、緊急事故安排等）。本人亦同意香港明愛可將這類資料發放予當值職員、導師、及任何救護員及醫

護人員參考及在遇有緊急事故時作緊急聯絡之用。本人同意該等收集、保存及使用是合法及實屬公平。本人理

解本人有權查閱及更改香港明愛所保存有關本人的個人資料，並同意就任何相關查閱及/或更改個人資料的申
請支付合理費用。 
 
 

邊散步邊畫︳社區即興畫 負責職員 :陳栢慧(Rachel)

40 x 40 影像定格

人生抉擇 X TRPG

星星與你

負責職員 : 傅威翰 (Crazy)

負責職員 : 李俊威(Ray)

負責職員 : 李俊威  (Ray)

TRPG就是Table Role Play Game(桌上角色扮演遊戲)，玩家可以有一個自己設定的
角色，然後進行故事冒險；結果完滿，或是失敗都會取抉玩家於故事中的決定以及
行動。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1
21/7 、28/7、4/8、 

11/8/2021
 (逢三，共4節)

下午
4:00-7:00 本中心 6

升中二
至中五
學生

$50

單反機相機未必人人有，但都可以透過一部手提電話影出令人滿意既Igable相片。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0
27/7、3/8、10/8、 

17/8/2021
(逢二，共4節)

下午
4:30-6:30 本中心 8

升中四
至大專/
大學生

$80

備註:活動由專業攝影師教授

有人問過，到底美感係點培養番嚟？
Rachel花左好耐時間先發現，美感係從日常生活沈澱、整理而嚟~
不如出吓去，一齊散住步，紀錄一下生活緊既哩個當下，哩刻 : )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2
26/7、2/8、9/8

、16/8/2021
(逢一、共4節)

下午
2:30-4:00

本中心
及豐物
道海濱

8 11-24歲
青年 $280

星空有好多星縮匯集，我地於大自然環境下靜靜觀星，感受自己當下之需要，看遠
方的星是否聽得見，照顧自己多一點。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802 活動：12 -13/8/2021
(星期四、五)

下午10:00 
至翌日

上午8:00

本中心
及戶外 10 升中一

以上 $20

集合地點 / 備註 不包括車資，必需出席8月5日晚7:00 營前會。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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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暑期活動青年暑期活動

香港在地探索

節拍生活｜一對一木結他

不想丟掉！第三街義工隊

  負責職員：李俊威  (Ray)

 負責職員 :陳栢慧(Rachel)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啊! 丟掉很可惜。」「或許，其他人剛好有用呢 !」
喺度，我地籌組一個小團隊，如果剛好手頭上有過剩物資，無論係食物、日常用
品，都歡迎街坊喺哩道互相分享啊~大家本住善良分享的想法，讓第三街可以守望
相助啊~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3
*27/7、3/8、10/8、17/8

、24/8/2021
(逢二、共5節)

下午
2:30-4:00 本中心 8 11-24歲

青年 $50

專業一對一教授木結他，導師按照學生需要及能力，度身設計課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4
14/7、21/7、28/7、4/8

、11/8、18/8、25/8/2021
(逢三、共7節)

45分鐘 本中心 6-8 11-24歲
青年

會員
$185
(每堂)
非會員
$215
(每堂)

備註 
導師考獲Rock School 聖三一電結他演奏證書八級、10年以上演奏經驗、七年以上教學經
驗，於各大小琴行及社區中心均有教授、包括UKULELE流行木結他電結他等等

一齊遊全港，探索香港唔同地方的特別，重新發掘香港打從根底既事、地、人。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5
訓練：27/7、10/8，

24/8 /2021
(逢二，共3節)

下午
2:00 - 6:00

本中心
及各區 8

升中一
至升中

五
$60

備註 費用不包括車資

POP POP POPING

泰拳之初體驗

山中小屋

負責職員 : 陳栢慧(Rachel)

負責職員 : 楊可樺(Eva)

負責職員 : 李俊威(Ray)

山中小屋是其中一款的桌遊遊戲，特別之處是副有多個故事性，以及多個突發事件
發生，要與其他玩家合作，並合力把小屋中所發生的種種事解決。我們深信透過桌
遊，能夠忘記自己的緊張生活從而釋放壓力。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7 23/7及6/8/2021
(星期五，共2節)

下午
5:00 - 7:00

本中心
及戶外 6人 升中一

以上 $30

「這個夏天，不能讓身體停下來 ~」Popping的基本動作是藉由肌肉迅速地收縮與
放鬆的技巧，使身體產生震的律動，這次試試學popping，藉個機會認識身體也好
好燃燒這個夏天。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6
26/7、2/8、9/8、16/8

、23/8、30/8/2021
(逢一、共6節)

晚上
8:00-9:30 本中心 4 11-24歲

青年

會員
$185
(每堂)
非會員
$215
(每堂)

泰拳能提高心肺功能、鍛煉體能及改善身體的柔軟度，增進個人自衛能力。6堂之
課程教授泰拳基本動作，讓學員享受學習泰拳之樂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對象 收費

ST2210718
26/7、2/8、9/8、16/8

、23/8、30/8/2021
(逢一，共6節)

晚上
6:30 - 8:00

中心
禮堂 10 14-24歲 $ 600

(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非會員需另繳付每項活動費用)



32

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一星期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夢幻朱古力魔法
甜品製作A

(3001)

上午
9:30-11:00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利用朱古力去製作出不同款式
的甜品，希望大家會更喜歡朱
古力這個會令人開心的食物。
內 容 ： 朱 古 力 煉 乳 流 心 西 多
士、朱古力棉花糖餅乾、雙重
朱古力麻糬曲奇、棉花糖朱古
力布朗尼Brownie、Oreo芝士
蛋糕。(*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夢幻朱古力魔法
甜品製作B

(3002)

上午
11:15-12:45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利用朱古力去製作出不同款式
的甜品，希望大家會更喜歡朱
古力這個會令人開心的食物。
內 容 ： 朱 古 力 煉 乳 流 心 西 多
士、朱古力棉花糖餅乾、雙重
朱古力麻糬曲奇、棉花糖朱古
力布朗尼Brownie、Oreo芝士
蛋糕。(*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Piece of Cake
小蛋糕教室A

(3003)

下午
2:15-3:45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讓每位小朋友能夠做出自己最
窩心甜品，送給家人及知己共
同分享一份特別“甜”的愛心
蛋糕。內容：香蕉焦糖蛋糕、
盆栽蛋糕、千層Pancake蛋
糕、班蘭紙包蛋糕、迷你兵團
Minions Cupcake。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Piece of Cake
小蛋糕教室B

(3004)

下午
4:00-5:30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讓每位小朋友能夠做出自己最
窩心甜品，送給家人及知己共
同分享一份特別“甜”的愛心
蛋糕。內容：香蕉焦糖蛋糕、
盆栽蛋糕、千層Pancake蛋
糕、班蘭紙包蛋糕、迷你兵團
Minions Cupcake。(*請自備圍
裙及食物盒)

課程日期 : 19/7、課程日期 : 19/7、21/721/7、、26/7、28/726/7、28/7、、2/8、4/8 2/8、4/8 、 、 
9/8、11/8 9/8、11/8 、 16/8 、 16/8 、 、 18/8/202118/8/2021

堂數 : 10堂堂數 : 10堂
合辦公司 : 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合辦公司 : 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一及三星期一及三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幼兒指心算
(3005)

下午
2:00-3:00

升K2至K3
(10人)

禮堂
1+2

$750
(包$50
材料費)

指 心 算 沿 用 珠 心 算 的 計 算 基
礎，以手指代替算盤，使學生
以較短時間掌握數字的代表方
法，由於與珠心算計算概念相
約，為往後的珠心算學習奠下
穩固的基礎。

# 幼兒奧數 
(3006)

下午
3:00-4:00

升K2至K3
(10人)

禮堂
1+2

$750
(包$50
材料費)

以『初小奧數』學習的基礎理
論作藍本，灌輸思維推理及計
算概念。本年度暑期將與學生
分享『周期規律(周期概念)』課
題。透過一些遊戲方式教學，
達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 兒童奧數
(3007)

下午
4:00-5:00

升小一
至小二
(10人)

禮堂
1+2

$750
(包$50
材料費)

課堂中所學的內容，主要是圍
繞著比賽中的題目類型作出探
討，本年度將與學生分享：
1.『巧算加減』- 增加學童對加
減、大小及多少的認知。
2.『幻方』- 以特殊的數學圖陣
為主題的一類填數字遊戲題。
配合清晰的教學要點及例題，
更能有效地掌握課題要點，數
學能力更進一步。

# 珠心算訓練
(3008)

下午
5:00-6:00

升小一
至小二
(10人)

禮堂
1+2

$750
(包$50
材料費)

珠心算透過算盤為計算工具，
進一步了解及鞏固對十進制的
概念。特別適合對未能完成掌
握數量與數字及十位概念的學
童學習，本活動將教授算盤的
基礎技巧、算盤的加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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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卓師教育合辦公司 : 卓師教育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一星期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Ukulele
夏威夷小結他 

(3009)

下午
2:00-3:00 7-12歲

(10人) 禮堂3 $500

夏威夷小結他容易彈奏，加上
體型小巧，十分適合兒童用以
學習音樂。課程通過集體演奏
來提高自信、增加演出經驗、
開 發 音 樂 智 慧 。 主 要 內 容 包
括：掌握彈奏的手形、音階、
演奏等技巧。
（*參加者需自備小結他)

E-Blocks
電子積木：

電路拼裝科學
實驗之旅 
(3010)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禮堂3

$680
(包$150
材料費)

利用電子積木瞭解電子電路的
基本概念及工作原理，配上電
池、馬達、感測器等組件，創
作出各種有趣的電子組合。內
容：電子元件簡介、常見電路
原理介紹、實用電路的設計及
搭建等。
(*每位學員可獲E-Blocks電子積
木乙套)

STEAM
教育特工隊 

(3011)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禮堂3

$580
(包$150
材料費)

配合多媒體視頻、小實驗、小
製作等，透過動腦、動手以及
科學探究活動，強化學員手腦
並用的能力，充分發揮他們在
STEAM範疇的潛能。內容：「
能量與物質」、「水和空氣」
、 「 運 動 和 機 械 」 、 「 電 與
磁」、「生命科學」 、「資訊
科技」等。

Aerial 
Photography
航空拍攝及
錄像製作
(3012)

下午
5:00-6:00

9-13歲
(10人) 禮堂3

$1380
(包$780
材料費)

航空拍攝（Aerial Photogra-
phy）是先進的拍攝方式。學
員既可感受航空拍攝的樂趣，
亦能從中訓練肢體協調和全腦
學習法，並改善專注和多角度
思維的能力。內容：介紹駕駛
具有航空拍攝工功能的飛行器
時，如何以不同的角度和手法
拍攝地面情況的方法。
(*每位學員可獲航空拍攝套件
乙套)

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

合辦公司 : 開心天使(關素慈)合辦公司 : 開心天使(關素慈)

星期一星期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兒童花式跳繩A
(3013)

下午
2:00-3:00

6-8歲
(8人) 親子閣

$670
(包$70
材料費)

花式跳繩運動有別於一般的跳
繩 運 動 ， 它 講 求 節 拍 感 ， 學
生每個動作都要配合音樂，是
需要把「人、繩、音」合而為
一。導師會按學生能力教授跳
繩技術及基礎花式技巧，循序
漸進地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
[*包括1條拍子繩]

*兒童花式跳繩B
(3014)

下午
3:00-4:00

9-12歲
(8人) 親子閣

$670
(包$70
材料費)

花式跳繩運動有別於一般的跳
繩 運 動 ， 它 講 求 節 拍 感 ， 學
生每個動作都要配合音樂，是
需要把「人、繩、音」合而為
一。導師會按學生能力教授跳
繩技術及基礎花式技巧，循序
漸進地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
[*包括1條拍子繩]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黏土製作班：
迷你糖果架

(3015)

下午
2:00-3:30

8-13歲
(8人) 活動室

$620
(包$200
材料費)

以樹脂黏土製作歷久不變的迷
你糖果架。包括棉花糖、棉花
球、蟲仔糖、波板糖、花生朱
古力等。
(*請自備小型格仔盒作盛載製成
品)

黏土製作班：
迷你潮食西餅櫃

(3016)

下午
3:30-5:00

8-13歲
(8人) 活動室

$620
(包$200
材料費)

以樹脂黏土製作歷久不變的迷
你西式美食。包括金箔朱古力
蛋糕、Macaron、Donut等。
(*請自備小型格仔盒作盛載製成
品)

黏土製作班：
迷你茶樓點心

(3017)

下午
5:00-6:30

8-13歲
(8人) 活動室

$620
(包$200
材料費)

以樹脂黏土製作歷久不變的迷
你 中 式 點 心 。 包 括 豬 仔 奶 黃
包、叉燒餐包、煎腐皮卷、馬
拉糕、煎釀茄子、竹蒸籠等。
(*請自備小型格仔盒作盛載製成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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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一星期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Formula One
一級方程式
搖控跑車
(3018)

下午
2:00-3:00

7-12歲
(10人) 紅房

$480
(包$160
材料費)

教授遙控車組合過程及原理，
令 學 員 掌 握 遙 控 車 模 型 製 作
及技術。內容：教授遙控車原
理、教授組合過程、遙控車控
制技巧、摩打和電的運作、搖
控車運作的科學原理。
(*包括1部遙控車及其他相關材
料)

1/144高達 X 
STEM

電動機器人
大作戰
(3019)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紅房

$500
(包$190
材料費)

高達和電動機器人都是小朋友
的 最 愛 。 課 程 除 了 令 大 家 可
以學到模型製作技巧外、更可
令學員接觸到機械改裝基本原
理，啟發多方向思維。
(*包括1盒高達模型、1盒電動
機器人、模型顏料)

STEM編程搖控
積木跑車
(3020)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紅房

$500
(包$190
材料費)

課程通過教授新款的編程遙控
車 組 合 過 程 及 原 理 ， 令 學 員
掌握遙控車模型製作及技術之
外，更可以接觸到簡單的編程
知識。從小朋友對搖控車的興
趣，令他們增加對科學的好奇
心。在遊戲中加入知識，從中
教授相關的科學原理。
(*包括1部編程遙控車及其他相
關材料)

小小配音員的
世界

(3021)

下午
5:00-6:00

7-12歲
(10人) 紅房 $400

課程將會透過不同片種的臨場
實習，給小朋友親身感受配音
過程，使小朋友更易掌握配音
的技巧，讀稿、咬字、語氣運
用、聲線變化及各類不同片種
的配音技巧法。藉此更可提升
小朋友個人的自信心、加快思
維、提升自己內在的潛能。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i-Class合辦公司 : i-Class

合辦公司 : 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合辦公司 : 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

星期二星期二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糕餅小達人A
(3022)

上午
9:30-11:00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70
材料費)

透過導師的指導和示範，讓學
員 在 每 堂 學 習 不 同 的 技 巧 製
作簡單糕餅。內容：朱古力曲
奇、香濃奶茶蛋糕、忌廉Cup 
cake、朱古力鬆餅、綠茶蜂蜜
蛋糕。(*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糕餅小達人B
(3023)

上午
11:15-12:45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70
材料費)

透過導師的指導和示範，讓學
員 在 每 堂 學 習 不 同 的 技 巧 製
作簡單糕餅。內容：朱古力曲
奇、香濃奶茶蛋糕、忌廉Cup 
cake、朱古力鬆餅、綠茶蜂蜜
蛋糕。(*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圖像記憶學習法
(3024)

下午
2:00-3:00

升小一
至小二
(8人)

活動室
$400

(包$40
材料費)

學習把所見的用圖像形式並加
以聯想成為記憶的習慣，使思
維更清晰外，還能增強學習東
西的能力。

# 創意記憶學習法
(3025)

下午
3:00-4:00

升小三
至小五
(8人)

活動室
$400

(包$40
材料費)

引導教導學生以『故事方式』
，嘗試各樣不同的事物串連起
來，使其容易記著及讀取。

# 中文寫作
(基礎詞彙運用)

(3026)

下午
4:00-5:00

升小二
至小三
(8人)

活動室
$400

(包$30
材料費)

學習不同類型詞語的性質及運
用技巧，使學員能初步掌握運
用詞彙來修飾文章。

# 中文寫作
(關聯詞彙運用)

(3027)

下午
5:00-6:00

升小四
至小六
(8人)

活動室
$400

(包$30
材料費)

學習應用不同性質的關聯詞及
結構的語句，加強寫作訓練，
拓展學員的思維及語文書寫運
用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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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木碎好少年合辦公司 : 木碎好少年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二星期二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爆旋陀螺
大激鬥
(3028)

下午
2:00-3: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800
(包$180
材料費)

教授兩種陀螺發射器和陀螺，
並認識引力、平衡、 重心等科
學原理，學員能學會量度、繪
製、打磨、 切割和組裝等木工
創作技巧；教授美術設計，學
員能發揮創意，對玩具進行不
同塗裝。

# STEAM海陸空
電子大激鬥

(3029)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650
(包$150
材料費)

教授木製坦克、飛機和快艇模
型的組裝技巧，學生可學習量
度計算、平衡和力學等科學原
理；教授模型上加裝電池裝置
和馬達，學生可從中了解電子
原理。(整個課程可完成 3 件作
品)

# 回力激鬥戰車
(3030)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800
(包$180
材料費)

教授利用木工親手創作重型四
驅 車 及 激 鬥 跑 車 ， 解 釋 慣 性
力學、拉力、磨擦力和重力等
車子運作原理。學員能學會量
度、打磨、切割和拼合等創作
技巧。

# 電子木工
遊樂場 
(3031)

下午
5:00-6: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840
(包$200
材料費)

教授製作電碰迷宮、射擊等遊
樂 場 常 見 小 遊 戲 ， 學 生 可 學
習量度計算、平衡和力學等科
學原理，並可訓練耐性和專注
力。學生亦能學會量度、打磨
和切割等木工技巧。並透過教
授 模 型 上 加 裝 電 池 和 電 子 裝
置，從中了解電子原理。教授
基本設計，學生可設計具個人
風格的作品，讓科學結合藝術
設計。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課程日期 : 19/7、26/7、2/8、9/8、16/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 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 

星期二星期二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LEGO® 
EDUCATION 
機械工程師

(3032)

下午
2:00-3:00

6-8歲
(8人) 紅房

$650
(包$100
材料費)

以LEGO®搭建生活中常見的工
具和電氣裝置，探索生活中的
科學原理，認識槓桿、輪軸、
滑輪等重要機械概念。孩子們
必須綜合運用機械知識，在模
仿、改進、創造的過程中，設
計搭建各種模型，進一步增強
各綜合能力。

LEGO® 
EDUCATION 
機械啟蒙課程

(3033)

下午
3:00-4:00

4-6歲
(8人) 紅房

$650
(包$100
材料費)

採用 LEGO Education® 學前教
材，從動手搭建中，令學童掌
握重要科學基礎，如：萬有引
力、地心吸力及槓桿原理等，
透過學習基本機械原理，在探
索不同物埋的結構過程，促使
學童勇於學習解決問題。

# 智趣科學家
(3034)

下午
4:00-5:00

6-8歲
(8人) 紅房

$750
(包$120
材料費)

帶領小朋友成為科學家，從觀
察、思考、探索到親手試驗，
了解當中的科學原理；透過完
成不同趣味實驗(色彩搬家、吹
不動的汽球、磁力轉移等)，培
養小朋友正確的思考方式及邏
輯能力。
(*包括1個科學實驗箱)

# 太陽能機械人
設計師
(3035)

下午
5:00-6:00

6-8歲
(8人) 紅房

$750
(包$90
材料費)

透 過 親 手 組 裝 不 同 形 態 機 械
人，接駁各個部件，讓小朋友
動手動腦及實踐，認識背後的
不同科學原理，並理解太陽能
是如何轉化和產生電能，從小
了解綠色生活的概念與好處。
製作包括：搖尾巴的小狗、沖
浪運動員、高速汽車等。
(*包括1套實驗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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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課程日期 : 20/7、27/7、3/8、10/8、17/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二星期二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幼兒室內
小型網球
(3036)

下午
2:00-3:00

4-6歲
(10人) 禮堂 $670

課 程 教 授 學 員 基 本 球 感 、 步
法、身體協調及平衡能力，學
員能掌握基礎打網球的動作及
能力；教練亦會採用輕巧網球
拍、網球及適合學童高度的球
網，讓他們在學習時得到百分
百保護，減低受傷機會。

*兒童室內小型
網球A
(3037)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禮堂 $670

*兒童室內小型
網球B
(3038)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禮堂 $670

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i-Class合辦公司 : i-Class

星期三星期三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應用題解難班
(3039)

下午
2:00-3:00

升小三
至小四
(10人)

禮堂
1+2 $340

教授應用題解難技巧及步驟，利用
圖解法分析文字，培養學生組織理
解能力。將各題型分門別類，令學
生更有效掌握解難方法。內容：四
則運算文字應用題。

# 中文四項全能
訓練班
(3040)

下午
3:00-4:00

升小二
至小三
(10人)

禮堂
1+2 $360

以中國傳統或歷史故事為主題，教
授聽、說、讀、寫的技巧，讓學生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聽-欣賞
與相關課題有關次歷史故事，從故
事中欣賞中華文化以及傳奇人物、
說-學習朗誦及演講技巧等。

# 英文寫作班
(3041)

下午
4:00-5:00

升小四
至小五
(10人)

禮堂
1+2 $360

通過文章閱讀和有趣的教學活動，
讓學生認識更多詞彙，能寫出正確
文法及內容豐富的文章。

# 英文文法強化
課程

(3042)

下午
5:00-6:00

升小四
至小六
(10人)

禮堂
1+2 $360

英文文法班設有三個級別，每堂教
授不同文法課題，配以適量練習
操練，鞏固根基。內容：Tenses, 
Quantifiers, Question words, 
Conditional sentence, etc.

# 中文寫作強化班
(3043)

下午
2:00-3:00

升小四
至小五
(10人)

禮堂3 $360

通過文章閱讀和有趣的教學活動，
讓學生掌握基本文體的寫作方法，
共進一步體驗文學創作的樂趣。內
容：記敘六要素、記敘文、日記、
實用文：邀請信及看圖寫作。

# 中文呈分試班
(3044)

下午
3:00-4:30

升小五
至小六
(10人)

禮堂3 $520

試卷由專業導師加以分析並編制。
學生透過操練試卷，並由導師講解
各科的應試技巧及取分秘訣，全
面提升學生在校呈分試的成績及表
現。訓練重點：閱讀理解技巧、造
句技巧、排句成段技巧、標點符號
技巧等。

# 英文呈分試班
(3045)

下午
4:30-6:00

升小五
至小六
(10人)

禮堂3 $520

試卷由專業導師加以分析並編制。
學生透過操練試卷，並由導師講解
各科的應試技巧及取分秘訣，全
面提升學生在校呈分試的成績及表
現。訓練重點：Tenses, Pronouns, 
Preposi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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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以馬內利體適能協會合辦公司 : 以馬內利體適能協會

合辦公司 : 寶思創作坊(DICKY哥哥)合辦公司 : 寶思創作坊(DICKY哥哥)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三星期三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幼兒Kick Boxing
(暑期班)
(3046)

下午
3:00-4:00

4-6歲
(8人) 親子閣 $460

Kick Boxing是一種兼具舒緩
壓力和鍛鍊身體的運動，增加
身體敏捷度、靈活性及反應能
力。

*兒童Kick Boxing
(暑期班)
(3047)

下午
4:00-5:00

7-12歲
(8人) 親子閣 $460

Kick Boxing是一種兼具舒緩
壓力和鍛鍊身體的運動，增加
身體敏捷度、靈活性及反應能
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至叻小司儀
訓練班A
(3048)

下午
2:00-3:00

7-11歲
(10人) 青年閣 $520

導師以司儀模式的教學法，讓
每位學員獲得平均機會去學習
擔任不同類型的司儀，增加其
自信心及克服面對不同場合的
心理恐懼，同時有效地提升兒
童說話表達能力。

至叻小司儀
訓練班B
(3049)

下午
3:00-4:00

7-11歲
(10人) 青年閣 $520

導師以司儀模式的教學法，讓
每位學員獲得平均機會去學習
擔任不同類型的司儀，增加其
自信心及克服面對不同場合的
心理恐懼，同時有效地提升兒
童說話表達能力。

「互動故事、
口才」增強班

(3050)

下午
4:00-5:00

7-11歲
(10人) 青年閣 $520

導師透過分享故事後，延伸出
不 同 情 境 類 型 的 話 題 ， 讓 小
朋友們作出討論及分享，扮演
故事裡的人物。對欠缺自信心
的小朋友能激發自我、學習能
力、表達能力、創作力等。

嘩！哈！「Q版
四格漫畫」

創作班
(3051)

下午
5:00-6:00

7-11歲
(10人) 青年閣 $520

教 授 繪 畫 四 格 漫 畫 之 基 本 技
巧。透過導師創作性的指導及
每 堂 不 同 漫 畫 主 題 來 創 作 故
事，啟發小朋友天馬行空的無
限創作，同時提升審美能力。

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課程日期 : 21/7、28/7、4/8、11/8、18/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

星期三星期三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STEAM立體3D
打印筆A
(3052)

下午
2:00-3: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460
(包$160
材料費)

教授學生如何使用3D立體繪圖
畫筆製作出簡單物件(例如：
蝴蝶、趣怪眼鏡)，從學習過
程中，提升學生對立體繪畫技
巧、幾何認知、方向性及邏輯
性思維。 (*包括1盒無線低溫
3D打印筆及3D顏料)

# STEAM立體3D
打印筆B
(3053)

下午
3:00-4: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460
(包$160
材料費)

教授學生如何使用3D立體繪圖
畫筆製作出簡單物件(例如：
蝴蝶、趣怪眼鏡)，從學習過
程中，提升學生對立體繪畫技
巧、幾何認知、方向性及邏輯
性思維。 (*包括1盒無線低溫
3D打印筆及3D顏料)

# STEM
太空總署的
秘密任務
(3054)

下午
4:00-5: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420
(包$150
材料費)

課程設各種科學實驗，每個實
驗 涵 蓋 了 相 關 的 科 學 知 識 。
學員透過自己動手製作科學教
材，配合導師詳細的解說，從
而 了 解 發 生 在 身 邊 的 科 學 知
識。在訓練手眼協調和專注力
的同時，更可啟發學員對科學
的興趣。
(*包括兒童科學顯微鏡及三款
科學教材)

# STEM侏羅紀恐
龍化石重生術

(3055)

下午
5:00-6: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400
(包$140
材料費)

小朋友透過操作性的活動—挖
掘恐龍化石、重新拼砌恐龍骨
及機械恐龍等，學習科學原理
及概念。學習突破跨學科的思
考能力，同時也打破界線，培
養跨領域之間的溝通能力，培
養孩子解決對未來生活問題的
能力。
(*包括2部機械恐龍及侏羅紀考
古恐龍化石)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暑期古箏班A
(3056)

晚上
6:15-7:15

7-12歲
(8人) 親子閣 $450

導師：林櫻
著重左、右手的基本指法。曲
目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務求
讓學員充份掌握演奏技巧。

暑期古箏班B
(3057)

晚上
7:15-8:15

7-12歲
(8人) 親子閣 $450

導師：林櫻
著重左、右手的基本指法。曲
目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務求
讓學員充份掌握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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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四星期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綜合素材畫室 
(3058)

下午
2:00-3: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450
(包$200
材料費)

透過學習不同顏料、風格、素
材與內容，配以萬馬奔馳的創
意，從而提昇其豐富的創造力
和潛能，更讓小朋友體驗不同
顏料的運用及效果，讓他們探
索自己的專長。內容：治癒心
靈之Zentangle禪繞畫、溫情色
彩之和諧粉彩畫、打破單調之
木顏色畫、變化萬千水彩畫、
輕描淡寫鉛筆素描。

# 七彩紥染教室
(3059)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450
(包$200
材料費)

教授不同方法之紥染技巧於多
款布料上，以天然的蝶豆花、
台灣染粉等染布材料，運用波
子、雪條棒、夾子等配件，變
化及紥染出多款獨特的圖案，
並讓小朋友認識紅、藍、黃三
元色彩的多元變化。內容：波
點小索袋、心形手帕、格仔大
索袋、間條襪子、魚鱗布袋、
螺旋大圍巾。

# 走進角落生物的
黏土世界A

(3060)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480
(包$225
材料費)

課程內容的設計，是讓我們走
進角落生物的世界，用不同的
材料，把他們一一塑造出來，
讓牠們生活在我們家的角落。
內容：創造角落生物的場景旋
轉音樂座、手繪角落生物角色
布袋、企鵝黏土筆插、角落生
物之華麗蛋糕Memo夾、角落
生物之晶凝玻璃球。

# 懷舊主題之
瓷器彩繪教室

(3061)

下午
5:00-6:00

7-12歲
(10人) 青年閣

$500
(包$250
材料費)

教授參加者以免焗陶瓷顏料繪
畫 ， 並 採 用 模 印 技 巧 及 繪 畫
筆法，於白瓷器上繪畫懷舊圖
案，帶領小朋友尋找父母小時
候的玩樂足跡，認識香港昔日
的情懷。內容：飛行棋、經典
紅巴/叮叮車、傳統公雞、跳飛
機、童年雪糕車、樹牆上的小
花貓。

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

星期四星期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烘焙Baking現烤
手工蛋糕店A

(3062)

上午
9:30-11:00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讓 小 朋 友 可 以 在 假 日 的 時
間 ， 與 家 人 在 家 中 享 受 甜 點
的 美 好 時 光 。 內 容 ： 藍 莓 脆
脆瑪芬、布朗尼、Peppa Pig 
Cupcake、焗金寶蘋果批、冰
雪迷你杯子蛋糕。 (*請自備圍
裙及食物盒)

烘焙Baking現烤
手工蛋糕店B

(3063)

上午
11:15-12:45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讓 小 朋 友 可 以 在 假 日 的 時
間 ， 與 家 人 在 家 中 享 受 甜 點
的 美 好 時 光 。 內 容 ： 藍 莓 脆
脆瑪芬、布朗尼、Peppa Pig 
Cupcake、焗金寶蘋果批、冰
雪迷你杯子蛋糕。 (*請自備圍
裙及食物盒)

角落生物 & 卡通
甜點製作坊A

(3064)

下午
2:15-3:45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結 合 時 下 最 受 歡 迎 的 角 落 生
物、寵物小精靈及迷你兵團成
為最可愛美味的Cupcake。內
容：角落生物-白熊Cupcake、
角落生物-企鵝Cupcake、角
落生物卡通湯圓、寵物小精靈
Cupcake、迷你兵團Minions 
Cupcake。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角落生物 & 卡通
甜點製作坊B

(3065)

下午
4:00-5:30

7-12歲
(6人) 廚房

$600
(包$150
材料費)

結 合 時 下 最 受 歡 迎 的 角 落 生
物、寵物小精靈及迷你兵團成
為最可愛美味的Cupcake。內
容：角落生物-白熊Cupcake、
角落生物-企鵝Cupcake、角
落生物卡通湯圓、寵物小精靈
Cupcake、迷你兵團Minions 
Cupcake。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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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i-Class合辦公司 : i-Class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四星期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國際象棋入門樂
(3066)

下午
2:00-3: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380
(包$80
材料費)

西洋棋 (Chess)，又稱歐洲象
棋或國際象棋，是一種二人對
弈的戰略棋盤遊戲。課程會教
授國際象棋的規則、走法、殘
局分析等，讓學員的知識層面
更闊。
(*包括一盒高級國際象棋)

圍棋入門班
(3067)

下午
3:00-4: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380
(包$80
材料費)

圍棋的學問易學難精，讓學員
可以與一起領悟體會無窮，激
發多層次思考。圍棋規則簡單
易學，但是棋形變幻無窮，棋
理的精深玄妙，是任何其他棋
類所不能相比的。
(*包括一盒高級圍棋)

Board Game
急轉彎
(3068)

下午
4:00-5: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380

桌上遊戲 (Board Game)深受
不同人士歡迎，玩家可以透過
遊戲提升個人解難和創意思維
等能力。活動挑選了五款鬥智
鬥力的桌上遊戲 (Rummikub、 
Monopoly Deal、Splendor、 
卡卡頌、卡坦島)，玩轉邏輯
力，成為新一代的Board Game
達人。

兒童創意
水墨畫班
(3069)

下午
5:00-6:00

7-12歲
(8人) 活動室

$340
(包$80
材料費)

水墨畫 (又稱國畫)是琴棋書畫
「 四 藝 」 之 一 ， 透 過 水 墨 作
畫，培養兒童文化修養，增加
藝術感和審美能力。水墨控制
要緩而不急，更可提升兒童的
專注力。 (*包括宣紙及顏料)

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

星期四星期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星級甜品黏土班
(幼兒)
(3070)

下午
2:00-3:00

4-6歲
(8人) 紅房

$450
(包$200
材料費)

以日韓風之美味甜品作素材，
除了教授搓揉的技巧外，更教
授參加者運用不同的模具，配
搭數十種物料，創作出美觀且
實用的製成品。內容：星級手
工冰棒掛飾、宮廷玫瑰花蛋糕
卡片座、七彩Cup Cakes禮
盒、夢幻甜甜圈匙扣、星際曲
奇磁石貼、夏日涼浸浸孖寶：
沙冰及雪糕杯。

# 趣緻角落生物的
黏土世界(幼兒)

(3071)

下午
3:00-4:00

4-6歲
(8人) 紅房

$450
(包$200
材料費)

角落生物為近年日本人氣卡通人
物，是一群總是偷偷躲在角落裡
的好朋友的總稱，以黏土製作出
一個個擬人的好朋友，讓他們聚
在一起。內容：企鵝、白熊、炸
豬排、貓、蜥蜴、珍珠、炸蝦
尾、雜草、布。
(*約可完成7個作品)

# 立體黏土油畫
(3072)

下午
4:00-5:00

4-6歲
(8人) 紅房

$450
(包$200
材料費)

將黏土與油畫交叉混合創作一
些 具 趣 味 及 真 實 感 的 立 體 油
畫 ， 課 程 可 以 學 懂 繪 畫 的 技
巧，又同時體驗黏土製作的樂
趣。內容：黏土大樹、七彩氣
球、馬蹄花 / 蒲公英、樹葉上
之七彩毛毛蟲、雲梯上之星空
半月 / 漆黑中的滿月。

# 綜合素材畫室
(幼兒)
(3073)

下午
5:00-6:00

4-6歲
(8人) 紅房

$450
(包$200
材料費)

透過學習不同顏料、風格、素
材與內容，配以萬馬奔馳的創
意，從而提昇其豐富的創造力
和潛能，更讓小朋友體驗不同
顏料的運用及效果，讓他們探
索自己的專長。內容：治癒心
靈之Zentangle禪繞畫、溫情色
彩之和諧粉彩畫、打破單調之
木顏色畫、變化萬千水彩畫、
輕描淡寫鉛筆素描。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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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課程日期 : 22/7、29/7、5/8、12/8、19/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天藝個人成長中心合辦公司 : 天藝個人成長中心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四星期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英語面試技巧
訓練A
(3074)

下午
2:15-3:30

升小六
(10人) 禮堂3

$680
(包$50
材料費)

語文表達在面試中是不可或缺
的 一 環 ， 由 於 香 港 始 終 是 以
中文為母語的地方，故此，學
生對英語的表達能力則各有參
差。而在一般的中學面試中，
通常也包括英語交談的環節；
如學生能掌握英語面試當中的
技巧，便能夠提升他們在面試
中的表現。

英語面試技巧
訓練B
(3075)

下午
3:30-4:45

升小六
(10人) 禮堂3

$680
(包$50
材料費)

英語面試技巧
訓練C
(3076)

下午
4:45-6:00

升小六
(10人) 禮堂3

$680
(包$50
材料費)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專才教育服務中心合辦公司 : 專才教育服務中心

星期五星期五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幼兒室內籃球A
(3077)

上午
9:30-10:30

4-6歲
(8人) 親子閣 $650

教授幼兒籃球規則、各種技巧
如控球、運球、傳球、射球及
體能遊戲等。課程會由淺入深
教授，能提升幼兒專注力、加
強協調能力及肌肉耐力等。

*幼兒室內籃球B
(3078)

上午
10:30-11:30

4-6歲
(8人) 親子閣 $650

教授幼兒籃球規則、各種技巧如
控球、運球、傳球、射球及體能
遊戲等。課程會由淺入深教授，
能提升幼兒專注力、加強協調能
力及肌肉耐力等。

*幼兒體操班
(3079)

上午
11:30-12:30

4-6歲
(8人) 親子閣 $620

體操能有效提高學童的身體協
調能力、肌耐力、平衡力、柔
軟度、爆炸力等，使學生體能
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包括：
熱身及伸展鍛鍊、靜態動作訓
練、滾翻動作訓練、平衡力訓
練、小型軟墊跳箱訓練、基本
體能訓練等。

*兒童體操班
(3080)

下午
12:30-1:30

7-12歲
(8人) 親子閣 $620

體操能有效提高學童的身體協
調能力、肌耐力、平衡力、柔
軟度、爆炸力等，使學生體能
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包括：
熱身及伸展鍛鍊、靜態動作訓
練、滾翻動作訓練、平衡力訓
練、小型軟墊跳箱訓練、基本
體能訓練等。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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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星期五星期五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走進角落生物的
黏土世界B

(3081)

上午
9:30-10:30

7-12歲
(10人) 禮堂3

$480
(包$225
材料費)

課程內容的設計，是讓我們走進角
落生物的世界，用不同的材料，把
他們一一塑造出來，讓牠們生活在
我們家的角落。內容：創造角落生
物的場景旋轉音樂座、手繪角落生
物角色布袋、企鵝黏土筆插、角落
生物之華麗蛋糕Memo夾、角落生
物之晶凝玻璃球。

# 日系壓花藝術
(3082)

上午
10:30-11:30

7-12歲
(10人) 禮堂3

$480
(包$225
材料費)

壓花的藝術，是透過拼合大自然的
美，強調植物的形狀、顏色、造景
設計等，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構圖，
配以滴膠的技術，拼合在各種物品
上。內容：和紙壓花水杯、田原乾
花及壓花木筆插、百花雙層蛋糕、
和風油燈、滴膠花花盒。

# 繽紛手工藝
綜合館
(3083)

上午
11:30-12:30

7-12歲
(10人) 禮堂3

$500
(包$250
材料費)

課程以超過三十多種不同材料，教
授小朋友運用技巧、配搭與組合，
更讓參加者在一個課程裡，體驗不
同類別之手工藝，包括再生花、布
藝、木工、紙藝等等，以提升其藝
術感與創意思維。內容：寶石大樹
禮盒、Scrapbooking歐美紙藝創
作、混合媒體之夏日風筆插、浮油
再生花、彩沙瓶與迷你場景。

# 七彩玻璃藝術畫
(3084)

下午
2:00-3:00

7-12歲
(10人) 禮堂3

$480
(包$225
材料費)

運用不同顏料及素材，以繪畫及拼
貼方式，把玻璃製品打造成美麗、
色彩斑爛，並富有創意的玻璃飾
品，內容：薰衣草布丁瓶、七彩磚
牆糖果瓶、飛躍鯨魚高腳杯、多元
圖案油燈、彩蝶飛舞水杯。

# 皮革製作教室
(3085)

下午
3:00-4:00

7-12歲
(10人) 禮堂3

$450
(包$200
材料費)

利用多種類的皮革材料及配件，運
用拼貼、縫製、壓紋、繪印，浮繪
等各種技巧製作實用性高的皮革製
品。內容：日系七彩星星皮卡套、
文青筆袋、小Bear Bear與迷你掛
包、悠閒時款斜揹袋(學習浮染皮
革)、小飛象零錢包、皮革行李 / 書
包牌。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合辦公司 : 創意夢工場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 、27/8、27/8/2021  /2021  
堂數：6 堂      堂數：6 堂      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合辦公司 : 銳生體協會

星期五星期五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動物森友會黏土
大都會
(3086)

下午
4:00-5:00

7-12歲
(10人) 禮堂3

$450
(包$200
材料費)

動物森友會是日本任天堂研發
的一個遊戲，深受大小朋友歡
迎。主角們是一群生活在動物
村的可愛動物，學習社交及展
開各項活動。課程可讓小朋友
學習群體生活及應有的社交禮
儀，是一個從黏土學習朋輩相
處及品德教育的有趣平台。內
容：雜貨店老闆狸克先生、上
班 一 族 西 施 惠 、 膽 小 鬼 的 幽
幽、小販曹賣與大頭菜、動森
種植的搖錢樹。

# 多元畫工作室
(3087)

下午
5:00-6:00

7-12歲
(10人) 禮堂3

$480
(包$225
材料費)

繪畫是表達思考的一種方法，透
過繪畫的內容，可以讓小朋友集
中精神、宣洩情緒、表達情感、
提升自信心，本畫室將透過運用
不同素材進行創造，從而鞏固日
後對藝術的興趣。內容：沙畫油
畫立體畫三合一創作、彩紙拼貼
畫(紙)、拼布畫(布)、小甲蟲(木
+油畫)、深海貝殼水母(彩珠+油
畫)、石頭畫之山巒下的村落。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幼兒
K-Pop Dance 

(3088)

下午
2:00-3:00

4-6歲
(8人) 親子閣 $700 K-Pop Dance主要是模仿韓

國歌手的舞步，而「排舞」則
由導師編排節奏輕快的舞步配
合流行的韓國音樂作教材，由
淺入深教導學員基礎的舞蹈技
巧，集中強化肢體協調性，鞏
固學員基本功。 (請學員預留
29/8作暑期活動閉幕禮表演)

*兒童
K-Pop Dance A 

(3089)

下午
3:00-4:00

7-12歲
(8人) 親子閣 $700

*兒童
K-Pop Dance B 

(3090)

下午
4:00-5:00

7-12歲
(8人) 親子閣 $700

備註: 備註: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1.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30 (每項課程計算)  
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2. 領取優惠卡報讀課程須另繳材料費用
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3. 課程內容會因應堂數或學員進度而調整，本中心擁有最終決定權
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4. # 如因疫情不能面授，將改為線上教學
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5. *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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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報班/課程

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課程日期 : 23/7、30/7、6/8、13/8、20/8/2021
堂數 : 5堂堂數 : 5堂

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合辦公司 : 星兒教育有限公司

合辦公司 : 滙材軒合辦公司 : 滙材軒

星期五星期五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多啦A夢太空
星空奇遇記(幼兒)

(3091)

上午
9:30-10:30

4-6歲
(8人) 活動室

$380
(包$50
材料費)

教授太空知識及運用各種物料讓學
員自行製作有趣的手工模型，從而
引發小朋友對太空及高科技的興
趣。內容：太陽、月球、火箭製
作、八大行星介紹、多啦A夢的法
寶等。(*包括1盒八大行星模型)

小小貝多芬音樂
美術交響曲(幼兒)

(3092)

上午
10:30-11:30

4-6歲
(8人) 活動室

$380
(包$50
材料費)

教授不同的繪畫技巧，並以循序漸
進的形式，如認識線條的運用和圖
形基本繪畫方法。亦會使用敲擊樂
器、唱遊訓練，透過音樂節拍及音
樂遊戲，啟發幼兒對音樂和美術的
興趣，並增進小朋友群體學習的興
趣。內容：繪畫入門技巧，線條的
運用、自製敲擊樂器等。

中文硬筆書法
訓練

(3093)

上午
11:30-12:30

6-8歲
(8人) 活動室 $380

導師會指導學生的執筆方法及坐
姿，教授他們認識字體結構，筆順
及寫法，辨別錯別字，改善書寫速
度，提升書寫能力。

課程名稱及編號 時間 對象及名額 地點 費用 課程簡介

# 幼兒混合素材
創意畫班
(3094)

下午
2:00-3:00

4-6歲
(8人) 活動室

$480
(包$50
材料費)

將教授學生混合不同種類的素材，
如木顏色、水彩、乾粉彩及麥克筆
等繪畫出具不同題材的作品。
(*請自備A4畫簿)

# 科學研究小組：
得意實驗
(3095)

下午
3:00-4:00

4-6歲
(8人) 活動室

$530
(包$120
材料費)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學員可以簡
單地明白到不同的科學原理，從遊
戲中學習，樂此不疲。內容：動物
杠桿、指南針、天枰、磁力小車、
自制溫度計。

# 幼兒講故事
學英文
(3096)

下午
4:00-5:00

4-6歲
(8人) 活動室

$480
(包$50
材料費) 

聽故事提升孩子專注力，可以發揮
孩子無限想像力，閱讀提供了想像
的「背景知識」，從而提供了創造
力的元素。藉著有趣故事加深兒童
對生詞的印象，構建穩固的英語基
礎。

# 幼兒小司儀
訓練班
(3097)

下午
5:00-6:00

4-6歲
(8人) 活動室 $480

內容主要圍繞演說時運用的眼神、
語氣及身體語言，加以訓練，使學
員能夠提升自我表達能力，並學習
到如何於演說時製造良好氣氛。

Pingu’s English Summer Fun Camp 
Pingu’s English Summer Fun Camp (Kindergarten Student)

(Kindergarten Student)

Summer Advanture Holiday Camp 
Summer Advanture Holiday Camp (Primary Student)(Primary Student)

由 Native English Teacher以英語教授，分設不同有趣主題，透過Pingu’s English由 Native English Teacher以英語教授，分設不同有趣主題，透過Pingu’s English
的動畫引入主題以不同英文活動：Pingu’s動畫、故事、兒歌等學習簡單句型、理的動畫引入主題以不同英文活動：Pingu’s動畫、故事、兒歌等學習簡單句型、理
解故事。此Day Camp旨在引發小朋友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作為建立純正英語聽說解故事。此Day Camp旨在引發小朋友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作為建立純正英語聽說
能力的啟蒙，從而慢慢培養英語日常生活基本交流及社交能力。能力的啟蒙，從而慢慢培養英語日常生活基本交流及社交能力。

編號及日期：3098 A班 21/7-6/8 (星期三及五，共6堂)編號及日期：3098 A班 21/7-6/8 (星期三及五，共6堂)
  3099 B班 11/8-27/8 (星期三及五，共6堂)  3099 B班 11/8-27/8 (星期三及五，共6堂)
時間：2:30-5:30pm  時間：2:30-5:30pm  
對象：升K1至K2對象：升K1至K2
名額：6-8   名額：6-8   
費用：會員$2400 非會員$2430費用：會員$2400 非會員$2430
地點：本中心紅房  地點：本中心紅房  
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

Holiday Camp沿用Pingu’s English遊戲中學習的教學理念，由不同活動彈性組合Holiday Camp沿用Pingu’s English遊戲中學習的教學理念，由不同活動彈性組合
而成。活動將由 Native English Teacher以英語帶領，每課透過Pingu’s English的而成。活動將由 Native English Teacher以英語帶領，每課透過Pingu’s English的
動畫引入不同有趣主題，配搭多元化活動，如LEGO動畫引入不同有趣主題，配搭多元化活動，如LEGO®® EDUCATION、STEAM、編 EDUCATION、STEAM、編
程、話劇、音樂等不同活動，全方位訓練小朋友的動手能力、激發小朋友的創意，程、話劇、音樂等不同活動，全方位訓練小朋友的動手能力、激發小朋友的創意，
讓他們在學習不同知識時擴闊眼界。讓他們在學習不同知識時擴闊眼界。

編號：3100編號：3100
日期：23/7-20/8 (星期五，共5堂)日期：23/7-20/8 (星期五，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6-8歲時間：9:30am-12:30pm  對象：6-8歲
名額：6-8   費用：會員$2000 非會員$2030名額：6-8   費用：會員$2000 非會員$2030
地點：本中心紅房  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地點：本中心紅房  合辦公司：棱動藝術及數理學院

活動活動參考參考時間表：時間表：
5 Min Greeting

10 Min Warm Up Game
5 Min Topic Introduction

35 Min English Learning
35 Min Arts & Craft
10 Min Break
35 Min Story Time & Activity
35 Min Active Session
10 Min Wrap Up &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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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堅尼地城電車
巴士: 5B、10、18P、113、904、905 
(德輔道西創業中心附近下車)；

巴士3A、4、7、71、91、94、970、973 
(李陞小學巴士站下車)；

巴士23、40M、103
專線小巴 8、10、10A、22、28、31
(般咸道港大西閘巴士站下車) 

往西環紅色小巴 (聖類斯中學下車)

港鐵香港大學站(B1屈地街出口)

前往本中心之交通途徑: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2021年7月至8月暑期活動通訊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caritas_stt

網頁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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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中心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