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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節日 開放時間

25/12/2019 (星期三) 聖誕節公眾假期 休息

26/12/2019 (星期四) 聖誕節翌日 休息

1/1/2020  (星期三) 元旦 休息

25/1/2020  (星期六) 農曆新年初一 休息

26/1/2020  (星期日) 農曆新年初二 休息

27/1/2020  (星期一) 農曆新年初三 休息

28/1/2020  (星期二) 農曆新年初四 休息

本中心將於以下日期調整開放時間，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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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活動閉幕禮2019已於8月25日完滿結束，今年的主題

是「我想讓你看見更多」。從當日閉幕禮的精彩內容，我們想家

長能看得見孩子的才能、閃光點，用欣賞的眼光，肯定孩子的努

力，鼓勵及讚美他們的成果。我們相信，每位孩子有其獨特性，

有著不同的潛質天賦，家長能看得見他們的優秀，就這是孩子們

成長中最大的動力源泉，孩子在讚賞中成長，更容易學會欣賞和

接納別人，減少批評和埋怨。今期通訊的封面及內容，也延續這

個主題。通過不同的活動，聚焦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如何協助家

長看得見孩子的多面性，肯定孩子的表現及成果，建立自信心。

　　中心同事陳潔晶姑娘已於九月份在高主教書院任職駐校社

工，為中學生提供輔導服務，大家不用擔心，陳姑娘並不是離開

中心，只是工作的地方由中心改為學校，大家仍然可以在中心見

到她。代替陳姑娘的工作，有另一位富有經驗的黃雅瑩姑娘。黃

姑娘亦是九月份加入了明愛石塘咀的大家庭，之前擔任小學輔導

人員，憑藉她過去多年在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推行上有很豐富的經

驗，相信她會帶領兒童及家庭團隊提供更多不同的服務。

　　近數個月來，有關『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事

件繼續不斷升溫，社會已不復和諧包容，換來的是持續的衝突、

對立、仇視，影響所及，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最近，很多家長表示經常與子女抱有不同意見而與他們發生齟

齬，彼此失卻了耐性，難以冷靜持平去溝通了解，大家互相不愀

不睬。其實，家長也有情緒，面對子女參與社會運動產生很多負

面的情緒：擔心、不安、無助，家長如何自處？為此，中心將於十

一月舉辨家長活動，透過分享及小組討論，協助家長探討方法及

技巧，去處理因事件引起的情緒及親子衝突，復和家人之間的

關係，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督導主任

楊可樺



日期：2019年11月3日(星期日)地點：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香港堅尼地城蒲飛路27號)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3時正

本年度賣物會之舉行形式及
地點將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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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暑期活動閉幕禮@我想
讓你看見更多」已於8月25日完滿結
束。當日雖然下著大雨，但無損區內
的人士到場支持。閉幕禮內容非常豐
富，有芭蕾舞、跆拳道表演；有親子
桌遊研習班、桌遊放題；有乾花手造
紙、星球製造工廠；有小小運動會、
如果是一場音樂會；有攤位遊戲及
美味小廚房，每一個活動環節都非常
受歡迎。
此外，閉幕禮亦有「我想讓你看見更
多」作品展示，大家見証了小朋友的
努力的成果，用舞蹈、用話劇、用音
樂、用美食，感動現場觀眾。最後，十
分感謝一眾的義工們用心準備，讓前
來中心的家長、社區朋友開心盡興，
謝謝大家，明年再見！

暑
期
活
動
閉
幕
禮
@

我
想
讓
你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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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好 ，我 係 黃 姑 娘
(Jan ice)係9月份開始加
入石塘咀既大家庭！

昔日，在小學工作的時
候，好享受與孩子們分享
校園的生活點滴，探究他
們的才能。今天在中心工
作的我同樣享受跟孩子
們談天說地，一同面對生
活的喜與悲。

雖然我在這裏工作的日子尚淺 ，但我亦十分欣賞中心
同事們對工作的熱誠丶執著和堅持，為孩子的多元發
展開拓不同的領域。

踏入10月我將會為中心的朋友及家長開舉<專心一點
點>、<心靈彩繪>、<繪本故事>、<Fun Eng l i sh讀寫
樂>和<天使義工>等小組活動，希望大家能踴躍參與。
與此同時，我亦會因應不同的節慶舉辦<親子廚房>活
動，以促進會員間的親子關係。

在輔導工作上，我擁有兒童為本遊戲輔導證書的專業
資格，擅於運用遊戲治療處理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過程
中之適應和情緒障礙等問題。歡迎有需要的朋友及家
長搵我傾傾，期待好快同大家見面！

謝 謝 大 家 的 照
顧，數數手指原
來嚟到石塘咀明
愛已經有半年了；
一 齊 經 歷 過 復
活節、充實既暑
假同新學年既開
始；感謝大家讓
我可以看見好多

的可能性啊。嚟明愛之前，比較專注做人本服
務同意念創作，希望可以帶多D創作既元素嚟
到中心，特別係哩段時間，周遭充斥住大量既
資訊，都想嘗試用不同既媒介陪伴大家，好好
照顧自己個心。

嚟緊哩一期將會舉辦有關生活、文化同創作既
活動，歡迎大家交流下啊：) 

#超級歡迎一齊Jam吓睇下仲有咩可能性，可
以一齊玩一齊試啊！

黃雅瑩
Janice

陳栢慧
Rachel

中
心
新
網
頁
介
紹

網址：stt.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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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優惠制度詳情：

1. 「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人士可免費成 
 為本服務服務中心之會員，遞交申請表時， 
 必須出示該年度政府發出証明文件供中心 
 影印存檔，及由中心當值職員接見及了解服 
 務需要及意見。

2. 每位「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人士每年 
 可享用活動優惠減費額不超過港幣一千 
 元，每半年上限五佰元，上半年為4月1日至 
 9月30日，下半年為10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每段期間完結當日，剩餘之減費額自動被取 
 消。減費額不能累積或轉移。由於每課程優 
 惠名額有限(十份一) ，故先到先得。

3. 個別與其他機構合辦或協辦之課程或活 
 動，因未取得合辦或協辦單位同意未能提 
 供優惠。

4. 每位「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人士只能 
 向本單位申請減費額。

5. 「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人士在參加本 
 中心設有減費優惠之活動或課程時，每項活 
 動或課程仍須繳付十元費用。如欲使用減 

背景

本中心為讓更多「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及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以下簡稱「綜援」)
享用本服務及了解大家對服務需要，本中心會個別面見及以減費形式提供優惠，於即日起可申請優
惠，優惠詳情如下：

 費額，須在報名時出示優惠咭。工作員會將 
 減費額登記在優惠咭上和輸入電腦系統內 
 以計算總累積額。

6. 此項優惠不適用於小組活動費、車費、材料 
 費或註明沒有優惠之活動。

7. 每個興趣班或活動提供十分一之減費名額 
 先到先得。

8. 持咭人士之優惠減費額如在指定之期間用 
 罄，在下一段期間開始前，將不可再享用減 
 費優惠。

9. 優惠咭由本單位發出。優惠咭需有督導主任  
 / 單位主任簽署及中心蓋印方為有效。

10. 優惠咭所剩餘的金額不能兌換現金。

11. 如遺失優惠咭可以於發咭單位申請補領，並 
 需繳付每張咭$5行政費，而優惠咭之餘額 
 以補領當日電腦系統上所記錄之資料為準 
 不得異議。

註：優惠只適用本中心「課程及活動」

 「課程及活動」是指社交及技能發展課程 
 及中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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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家庭及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
課程及活動優惠制度 (供服務對象參考)

彩虹計劃
優惠制度



彩虹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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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故事遊樂園

親子遊學(一)：認識廚餘處理及長洲文化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由長洲居民帶我地一起走入認識長洲廚餘回收再造計劃、
了解長洲鮮為人知的文化習俗，並一邊品嚐地道小食！ 編號 ST1191207

日期 1/12/2019(日) 時間 8:15am- 5:00pm 地點 長洲
費用 $10 名額 20人 對象 小學生及其家長
備註 1. 8:15 中環往長洲碼頭集合　　2. 交通費、午膳自費。

成長計劃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合資格的6至15歲學童可獲得文具套裝1份(因應年級有所不同)
並可參加不同的成長活動，有興趣人士請先預約安排面談。 編號 ST1191005

日期 申請日期: 
8/10-20/11/2019 時間 N/A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30 對象 彩虹計劃會員
備註 1. 伙伴機構: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來服務] 

2. 如申請數量多於本單位之資源，本單位有權調整審批數量。

內容 義工們透過不同的英語遊戲及英文故事書伴讀， 
提升參加者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英語聽說能力。 編號 ST1191001

日期 25/10/2019至06/12/2019 
(*15/11/2019暫停)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10 名額 12人 對象 本中心彩虹計劃會員 
(小二至小五學生)

備註 活動由「童協基金會」義工負責統籌。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通識時事分析訓練                                            負責職員：李俊威先生、詹銘光先生

內容

在新高中的課程，「通識」被視為一個重要的一環，而且更是核心課程之
一。於是，在現在的升中面試中，學校往往都會向學生，提問有關通識時事
的問題，從而測驗學生對時事的分析力及敏感度。是次活動對加強學生多
角度思考能力，以及提升事物分析力。

編
號

ST　　
　　

日期

小組訓練：
22/11、29/11、6/12/2018 (四)
親子訓練:  
(最少一位家長陪同學生出席)：13/12/2018 (四)

時間

小組訓練:  
5:00pm-6:30pm 
親子訓練:  
8:00pm-9:30pm

地
點

本中心

費用 $270 (會員) / $320 (非會員) 名額 12人
對象 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負責職員：陳栢慧姑娘、詹銘光先生

內容

透過一連串的訓練，以及參與「升中模擬面試」活動後，相信參加者
對於自己面試時的表現已有初步掌握。本進階班希望能針對參加者
於面試時的強項及弱項，加以訓練及改善，以提升面試時的信心。當
中包括個人及小組形式的面試訓練。

編號

(A班)
ST1200201-1
(B班)
ST1200201-1

日期

A班：4/2、11/2、18/2、 
25/2/2020(二)，共四節
B班：9/2、16/2、23/2、 
1/3/2020(日)，共四節

時間 A班: 6:00pm-7:30pm
B班: 11:00am-12: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350(會員) / $380(非會員) 名額 每組8人
對象 必須為曾參與任何一項由本中心舉辦之「升中模擬面試」系列活動之參加者

小組面試技巧訓練                                           負責職員：李俊威先生、黃雅瑩姑娘

內容

小組面試著重聆聽、分析組員的觀點外，對於如何回應以及把自己的
觀點突圍而出也同樣重要；當中，如何分析時事，以及明辨是非同樣
會令面試老師加深印象。此訓練是協助同學提升分析力及表達能力，
提升小組面試的表現。 

編號 ST1191102

日期 7/11/2019-28/11/2019(逢星期四~4堂)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350 (每對親子) / $380 (非會員) 名額 16位
對象 小六學生

二零零九年開始實施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出現，為教育界帶來很多的轉變。中學學制講求靈活變通，
以及學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現，故此，在升中面試的時候，學生若能表現出自己多元化的才能及靈活的一面，
必定能增加他們的面試成功率。有見及此，本中心特別針對現今的面試需要，設計出一系列的升中活動，
提升學生的自信及能力，讓學生及家長能正面及積極地面對「升中面試」。

升中活動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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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面試技巧親子小組            負責職員：家長小組-邱力勇先生　學生小組-陳栢慧姑娘

面試對小學生來說，一般都會充斥著不安及壓力，因為從小到大，他們都不曾面對如此重大的場面。
如在面試之前，能讓家長明白子女面試要面對的問題及情況，一起做好準備，子女便能夠更加有自信
去發揮自己的最佳一面。另外，學生面試時常會被自己的緊張情緒影響表現，此活動除了加強子女在
面試時的信心及技巧之外，也讓家長明白子女面對升中面試的情緒，並了解如何協助他們。

8

英語面試技巧訓練                                          負責職員：邱力勇先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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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A班 (ST1191101-1)
B班 (ST1191101-2)
C班 (ST1191101-3)
D班 (ST1191101-4)

日期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時間

A班:  
4:30pm-5:40pm
B班:  
6:00pm-7:15pm
C班:  
2:30pm-3:45pm
D班:  
4:00pm-5:15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450(會員) / $480(非會員) 名額 每班10人
對象 小六學生

內容

學生小組                                
1. 面試技巧要訣                    
2. 個人及小組面試體驗
3. 分享同學於面試的表現及需注意的地方
4. 加強同學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編號

ST1191103　
學生小組
STT
家長小組

日期 9/11、16/11、23/11、30/11/2019 時間 7:30pm-9:0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400 (每家庭) / $430 (非會員)
(收費以家庭為單位，即父母及其子女)

名額 10個家庭

對象 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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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模擬面試2019-2020
升中模擬面試之特色：
1. 考核員由曾任或現任之小學或中學教師及註冊社工共同主領，以全面角度評估學生之面試表現；
2. 每位學生之面試過程以「數碼攝錄」拍攝，請家長自備USB儲存裝置或於中心即場購買，於面試 
 完畢後把子女模擬面試過程片段儲存，以便家長與子女一同檢討面試表現；
3. 考核員將分析學生之面試表現，並為每位學生撰寫一份「面試評估報告」，讓家長了解子女之特質 
 及強弱，為升中面試作充份的準備；
4. 每場工作坊均安排「面試匯報及家長研習」，於子女面見後，讓家長與考核員直接接觸，了解子女 
 的表現，協助改善。

負責職員：邱力勇先生/楊可樺姑娘

活動編號 ST1200101-1 ST1200101-2
名稱 第一場 第二場
日期及時間 11/01/2020(六) 2:00pm-3:40pm 11/01/2020(六) 4:00pm-5:40pm

活動編號 ST1200101-3 ST1200101-4
名稱 第三場 第四場
日期及時間 12/01/2020(日) 11:00am-12:40pm 12/01/2019(日) 2:00pm-3:40pm

升中模擬面試形式及安排：(100分鐘)
第一部份：個人模擬面試(共6位同學輪流面見，每人10分鐘，共60分鐘)

第二部份：小組面試及小組經驗學習分享(20分鐘)
第三部份：面試匯報及家長研習工作坊(20分鐘)

費用：每場會員$250 / 非會員$280
(費用包括個人模擬面試體驗、小組模擬面試體驗、面試後匯報、家長研習、個人評估報告、面試錄影)

對象：小六學生 (家長必須同時出席)　　查詢：25461071

升中模擬面試內容

(1) 
以粵語、英
語及普通話
進行

(2) 
自我介紹

(3) 
圖片問題

(4)  
處境問題

(5) 
時事問題

(6) 
個人生活
問題

(7)  
創意問題

(8) 
對申請中學
的認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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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系列報名表 >> 

學生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家長手提號碼)           

會員編號(如有)：   地址：           

就讀學校：          電郵地址：     　　　

將申請自行派位之中學：(1)          (2)　　　　　　　　　　　　　　

升中模擬面試 
第一場 (ST1200101-1) 報名 第二場 (ST1200101-2) 報名

11/01/2020(六)
2:00pm-3:40pm □

11/01/2020(六)
4:00pm-5:40pm □

第三場 (ST1200101-3) 報名 第四場 (ST1200101-4) 報名
12/01/2020(日)

11:00am-12:40pm □
12/01/2020(日)
2:00pm-3:40pm □

費用：每場 會員$250/非會員$280

升中面試工作坊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 報名

英語面試技巧A班
(ST1191101-1)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4:30pm-5:4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

英語面試技巧B班
(ST1191101-2)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6:00pm-7:1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

英語面試技巧C班
(ST1191101-3)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2:30pm-3:4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

英語面試技巧D班
(ST1191101-4)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4:00pm-5:1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

小組面試技巧訓練
(ST 1191102)

7/11/2019-28/11/2019
(逢星期四~4堂) 5:00pm-6:0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

升中面試技巧親子小組
(ST 1191103)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7:30pm-9:00pm

每家庭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A班：ST1200201-1

4/2/2020-25/2/2020
(逢星期二~4堂) 6:00pm-7:3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B班：ST1200201-2

9/2/2020-1/3/2020 
(逢星期日~4堂) 11:00am-12:3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



兒童及家庭活動
暑期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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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魔術(二)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是次活動由2019年香港舞台魔術榮獲冠軍教授魔術，想學
專業魔術的你不容錯過！

編號 ST1191110

日期

27/11、4/12、11/12、 
18/12/2019、8/1、 
15/1/2020  
(逢星期三~6堂)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20報名費(會員/非會員)
$400 材料費(會員)
$430材料費(非會員)

名額 12人 對象 小三至中一

小學生唱遊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透過一起唱歌，訓練呼吸並學習合作精神。 編號 ST1191109

日期
19/11、26/11、3/12、 
10/12、17/12/2019 
(逢星期二~5堂)

時間 5:15pm-6: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100(會員) $130(非會員) 名額 10人 對象 小學生

「遊樂無窮」桌上遊戲小組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內容

桌上遊戲不只可以讓參加者舒緩日常的壓力，更
可以�強他們與人彼此的連繫及溝通；此外，桌
上遊戲也可以增加參加者的自我能力感及自尊
感，從而建立正面及健康的自我形象。

編號 ST1191201　　　　

日期
6/12/2019 - 
3/1/2020
(逢星期五，共5節)

時間 8:00pm-9: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會員$100
非會員$130

名額 8人 對象 小四至小六

兒童及 
家庭團隊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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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形式 日期 時間 地點

訓練及籌備
25/10, 1/11, 15/11,

22/11, 6/12
(逢星期五)

6:00pm-7:15pm 本中心

明愛港島區賣物會 3/11/2019(星期日)
10:00am-3:00pm

(可選早上或下午4個
小時服務)

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服務待定 24/11/2019 (星期日) 2:00pm-6:00pm 本中心及西區

聖誕送暖行動 21/12/2019 (星期六) 2:00pm-6:00pm 本中心及西區

檢討及分享 3/1/2020 (星期五) 6:00-7:15pm 本中心

ST11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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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2019 - 1/2020 (見下表)
對象：小五至中二學生
費用：會員$80 非會員$110
名額：10人 

「天使行動」義工訓練計劃(四)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服務詳情以稍後公佈為準，亦有可能新加其他服務項目，將會以電話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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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個聖誕　　　　　　　　　　　　　　　　      負責職員：楊可樺姑娘、陳栢慧姑娘

內容
聖誕節將到，一起為中心添上聖誕色彩。在玻璃上畫上聖誕圖
案，洋溢聖誕氣氛，也使中心成為打卡位！

編號 ST1191209

日期 21/12/2019(六) 時間 11:00am - 1:00 pm 地點 中心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40 名額 8人 對象 6-12歲
備註 參加者可獲聖誕禮物一份

拼豆聖誕卡　　　　　　　　　　　　　　　　　　　　　　　　     負責職員：楊可樺姑娘

內容
親手製作拼豆聖誕卡送給愛你的人，相信比起冷冷
的WhatsApp Message，一定窩心得多。

編號 ST1191210

日期 21/12/2019(六) 時間 2:30pm - 5:00pm 地點 親子閣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40 名額 15人 對象 6-12歲
備註 參加者可獲聖誕禮物一份

 

幼童軍新會員招幕日　　　　　　　　　　　　　          負責職員：李俊威(Ray)

內容
小朋友踏入二年級，又想參加制服團隊學習照顧自己，以及提升社交技巧的話，我地中心
的幼童軍團於11月份招人！平時集會日子是逢星期六下午4點至6點！請留意以下簡介會
日子啊！

日期 9/11/2019 (六) 時間 4:00pm-5:3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15名 對象 升小二至小四學生

聖誕愛心顯關懷　　　　　　　　　　　　　　　　　　　　　      負責職員：陳潔晶姑娘

內容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是一班中五的學生義工
希望邀請小朋友一齊製作小心意，將聖誕祝福送給區內
有需要人士，大家一起預祝聖誕節。

編號 ST　　　　

日期 22/12/2019 (日) 時間 10:00am-12:30pm 地點 本中心及中西區
費用 $20 名額 15人 對象 小三至小六學生
備註 此活動由高主教書院NGU義工小組負責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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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小手工。大訓練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透過一起學習製作伸縮膠、摺出Dory及獅子王卡通人物，訓
練專注力和小手肌！ 編號 ST1191206

日期 4/12、11/12、18/12  
(逢星期三~3堂) 時間 7:00pm-8: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300(每對親子會員)
$360(每對親子非會員)
$50(額外小學生或家長)

名額 12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
生及其家長

親子義工服務活動 - 子夜的社區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內容
香港的墟市買少見少！在夜墟中穿梭的又會是什麼人呢？其
中的檔主又會是什麼是呢？雖然身在同一城市內，但子夜的
社區一面，你看過嗎?

編號 ST1200102

日期
訓練：10/1/2020
服務：17/1/2020

時間
訓練：8:00-9:30pm
服務：10:00 pm -12:00a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會員$20
非會員 $50

名額 16人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
生及其家長

親子廚房-法式香脆蝴蝶酥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內容
農曆新年又到，和孩子一起學習製作一份充滿愛和獨一無二的
可口蝴蝶酥，並把製成品帶回家，與家人朋友一同分享，過一
個溫馨快樂的新年。

編號 ST1200103

日期 19/01/2020(星期日) 時間
2:3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80 (每個家庭)
#必須是會員

名額 8個家庭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及其家長

備註 負責導師：Miss Cherub Chan (有多年美食教學經驗)

親子廚房-香噴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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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廚房─聖誕樹杯子蛋糕(健康版)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內容

小孩子最喜歡裝飾聖誕樹，香港地方細小，許多家
庭未能容納一棵真的聖誕樹，家長可以藉此活動
與孩子合作做自家獨一無二的聖誕樹杯子蛋糕，
帶回家作裝飾擺設，也可與家人分享這個蛋糕的美
味，一舉兩得。

編號 ST1191202

日期 15/12/2019(星期日) 時間 2:3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80 (每個家庭)
#必須是會員 名額 8個家庭 對象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其
家長

備註 負責導師：Miss Cherub Chan (有多年美食教學經驗)

親子廚房─法式朱古力蛋糕(健康版)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內容
這是大人和小孩都喜歡的朱古力蛋糕，特別以健
康的材料製成，一起來享受和孩子一同合作，做
出美味又健康的甜點，與家人分享你的心思。

編號 ST1200202

日期 16/02/2020(星期日) 時間 2:3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80 (每個家庭)
#必須是會員 名額 8個家庭 對象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其
家長

備註 負責導師：Miss Cherub Chan (有多年美食教學經驗)

親子遊學(二) 親子摺紙及認識李小龍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內容 上午一起在中心進行親子摺紙(汽車總動員)、下午一同坐
旅遊巴往沙田文化博物館參觀。 編號 ST1191111

日期 10/11/2019 (日) 時間 11:30am- 19:00pm 地點 本中心及沙田
費用 $100 名額 20人 對象 6-24歲學童及其家長

備註
1.費用包括摺紙材料及往返中心至沙田旅遊巴費用，午膳自備/自費
2.活動教授2款汽車總動員的摺紙方法。

親子遊學(三)：認識有機種植                                                 負責職員：冰姑娘

內容
踏入秋季，讓大家一起到有機農莊，認識有機菠蘿、
體驗有機蔬菜種子種植、參加DIY彩繪陶瓷錢罌及
沙畫製作，共同寓學習於娛樂。

編號 ST 1191208

日期 28/12/2019 (六) 時間 14:30pm-21:30pm 地點 有機薈低碳農莊

費用
$20 (報名費)
$180 (材料、交通及午
膳費用)

名額 50人 對象 小學生及其家長

備註
1.活動後參加者可帶走各製成品，請自備環保袋。
2.農莊有自費活動及可選購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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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No. 1」宿營訓練活動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內容
參加者透過兩日一夜宿營活動，嘗試完成各項新挑戰及任務，提升
他們的解難能力及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並讓他們從中學習欣賞自
己，發掘自己的優點及長處，提升自我形象。

編號 ST1191203

日期

營前聚會:
20/12/2019(五)
宿營:
29/12/2019-30/12/2019 
(星期日及一)

時間

營前聚會:
6:00pm-7:00pm
宿營:
2:00pm(29/12) -2:00pm(30/12) 

地點
本中心及
營地

費用 會員$300/非會員 $330 名額 20人 對象 小四至小六

「綠野仙蹤」大自然小義工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內容

邀請小朋友以小組形式一起走進大自然，嘗試透過五觀接觸及
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學習欣賞大自然的力量。讓參加者透過
接觸大自然而減輕壓力、增強集中力和免疫力並將當中學習過
程的得著向身邊朋友分享。

編號 ST1191104

日期

小組活動：17/11/2019、 
01/12/2019及 
05/02/2020(日) 
戶外學習活動：
22/12/2019(日) 

時間
10:00am至11:30am
10:00am-4:00pm

地點
本中心、中西區
休憩地方及郊外
山徑

費用 會員 $10/非會員 $40 名額 12人 對象 小五至中一學生

備註 1.請每位參加者在出外活動當天帶備足夠水及簡便午餐。
2.請自備八達通支付車費。

大自然尋寶遊　                                                                 負責職員：黃雅瑩姑娘

內容
透過欣賞大自然活動，吸收新鮮空氣，抒發個人情緒，並學習
適當的減壓方法，令參加者拋開壓力，身心健康成長。

編號 ST1200203　　

日期

活動前簡介會：
07/02/2020(五)
戶外活動：
09/02/2020 (日)

時間

6:00pm-7:00pm

10:00am-5:00pm 

地點
香港郊野公園
(地點待定)

費用 會員$100/非會員 $130 名額 15人 對象 小一至小四學生
備註 請在出外活動當天帶備足夠水及簡單乾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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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English「英語讀寫樂」留位表格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子女是否已評估為讀寫障礙：□已評估　□等待評估　　　□未評估

子女的學習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此表格並交回中心負責職員

此課程為小二及小三英語學習能力較弱的孩子而設，鞏固他們的英語學習基
礎，提高對英語的學習興趣。課程內容以唱歌、遊戲及舞動的方式，讓孩子在
不知不覺中學習英語，建立自信心及能力感，透過此課程，拆除他們內心對英
語的恐懼。
此課程由Miss Cherub Chan任教，Miss Chan為多年經驗小學英語教師，
具培育讀寫障礙孩子經驗。

內容 唱歌、遊戲、舞動、閱讀及生字學習。

日期
14/12/2019至18/01/2020 
(逢星期六)(28/12/2019， 
11/01/2020暫停)

時間 2:00pm-3:0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會員$550 非會員$580 (共4堂) 名額 每組8人 對象
小二及小三有
特殊學習需要
學童及家長

備註

查詢電話：2546 1071
查詢職員：黃雅瑩姑娘及Miss Cherub Chan
1.課程完結後，將會舉行家長分享會，分享子女在小組中的表現及學習內容，並讓家長互相
分享管教心得。請家長必須出席，日期及時間：
18/01/2020(六)下午3:00至4:00
2.以上活動須經本中心社工面見後才可報名。請填妥以下表格留位，社工會盡快聯絡約見。

ST1191204

Fun English 
英語讀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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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一點點」專注力訓練小組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子女是否已評估為讀寫障礙：□已評估　□等待評估　　　□未評估

子女的學習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此表格並交回中心負責職員

日期

第三十五B期→ 
25/10/2019至29/11/2019(逢星期五)
第三十六A期→ 
07/02/2020至13/03/2020(逢星期五)

時間 8:00pm-9:30pm 地點
小一至小六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
及其家長

費用 會員$180 非會員 $210 (共6堂) 名額 每組8人 對象
小一至小六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
及其家長

備註

每一節也會同時舉行家長分享會，分享子女在小組中的表現及學習內容， 
並讓家長互相分享管教心得。
查詢電話：2546 1071
查詢職員：黃雅瑩姑娘、陳家怡姑娘及傅威翰(Crazy)
以上活動須經本中心社工面見後才可報名。請填妥以下表格留位，社工會盡快聯絡約見。

ST1191003
第三十五B期 

「專心一點點」專注力訓練小組 

不少家長表示子女在學校上課坐不定、又走來走去、跌完筆又跌膠擦，上課
又常常發白日夢、做事不專心。缺乏專注力的兒童，在學習和人際關係的互動
上，的確構成障礙，也有可能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患有此病的
兒童一般無法專心安靜地上課及學習，對他們的學業及社交生活帶來負面影
響。除了藥物治療外，家長適切的管教及為子女安排適當的訓練也能夠改善
專注力的問題。
本中心提供以下的專注力訓練活動，協助有需要的兒童提升專注力及協助家
長改善親子管教技巧。

ST1200204
第三十六A期 
本中心

第三十六期及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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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第二十一期→02/11/2019至07/12/2019 (逢星期六) 

  第二十二期→08/02/2020至14/03/2020 (逢星期六)

時　　間：4:00pm至5:30pm　　地　　點：本中心

名　　額：每組8人　　　　　　對　　象：小一至小六有情緒困擾的學童

費　　用：會員$180 / 非會員$210 (共6堂)

內　　容：以繪畫及藝術創作協助參加者認識自己和表達情緒

查詢電話：2546 1071　查詢職員：黃雅瑩姑娘

「心靈彩繪」留位表格

子女姓名: 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子女曾否接受評估：□有     □沒有 (評估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子女的情緒概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此表格並交回中心負責職員

ST1191105  
第二十一期

備註： 
1.每期訓練完結後，將會舉行家長分享會，分享子女在小組中的表現及學習內容，並讓家長互  
  相分享管教心得。請家長必須出席，日期及時間如下：
  第二十一期家長會　14/12/2019(六)4:00pm至5:30pm
  第二十二期家長會　21/03/2020(六)4:00pm至5:30pm
2.以上活動須經本中心社工面見後才可報名。請填妥以下表格留位，社工會盡快聯絡約見。

ST1200205 
第二十二期

「心靈彩繪」
第二十一期及第二十二期

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往往出現很多不同的學習、行為、情緒及社交的問
題，他們在學習新知識和技巧的時候會較慢，面對新的環境也會較難適
應，他們面對很多困難及挫折，令他們感到有壓力，情緒也受影響。但特
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大部份也不善於用言語表達自己，因此，他們未能透
過言語表達自已的感受和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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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及認識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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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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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第十六期→9/11/2019-7/12/2019(逢星期六)

　　　　　(16/11/2019暫停) 

第十七期→15/2/2020至7/3/2020(逢星期六)

時　　間：10:30am - 12:00pm

地　　點：本中心

名　　額：8人　

對　　象：小二至小五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及家長

費　　用：會員$200/非會員$230 (共4堂)

查詢電話：2546 1071　查詢職員：黃雅瑩姑娘

 「繪本故事」讀寫訓練小組
第十六期及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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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看圖猜估意思，久而久之，漫畫書或文字量少，甚至無字圖書便最受歡
迎，讀寫能力難會提升。課程提供一個與孩子共讀的機會，引導他們認讀及瞭
解字彙，一起多讀多看，培養閱讀的興趣。

ST1191106  
第十六期 

ST1200206
第十七期 

備註：
1 .活動完結後，將會舉行家長分享會，分享 
 子女在小 組中的表現 及學 習內容，並 讓 
 家長 互相分享管 教心得。請家長 必 須出 
 席，日期及時間如下：
第十六期家長會　 
14/12/2019(六)10:30am - 12:00pm
第十七期家長會
14/03/2020(六)10:30am - 12:00pm

2 .以上活動須經本中心社工面見後才可報 
 名。請填妥以下表格留位，社工會盡快聯 
 絡約見。

「繪本故事」留位表格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子女是否已評估為讀寫障礙：□已評估　□等待評估　　　□未評估

子女的學習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此表格並交回中心負責職員

內容：靜心活動、繪本故事共讀與分享啟示、閱讀及字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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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治療
服務

內容
透過按音樂治療理論而設的教材訓練學童視覺追蹤、發音及
專注能力，亦可配合參加者需要設計相關成長目標。

編號 ST1191112

日期 11/2019-1/2019 時間 每堂約1小時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4堂 $1000 
(有需要家庭可申請費用減免)

形式 個人或2人小組形式 對象 有需要學童

備註 1.約見面談後才繳費報名。          2.活動完結後將安排家長會面。

音樂樹(音樂治療服務)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如何透過音樂令我們變得更好?若你想透過音樂訓練小朋友的視覺追蹤能
力、語言能力、專注能力及情緒抒發等，可登記留位再安排約見，服務由註冊
音樂治療師陳家怡(冰姑娘)提供。

兒童為本遊戲
個案輔導服務

本中心設立了遊戲室為有情緒困擾的兒童提供輔導服
務。玩具是兒童的語言，遊戲能夠讓兒童透過玩具『演
繹』及表達心中的想法和感受，並為兒童提供安全感。此
項服務讓有需要的兒童透過遊戲輔導表達自己的情緒，
從而得到自我治癒。

服務對象：6至12歲受情緒、成長及家庭困擾的兒童
服務形式：兒童遊戲輔導及個別家長諮詢
查　　詢：25461071(黃雅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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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gebee 躲避盤訓練                                               負責職員：陳家怡(冰姑娘)

內容 透過學習躲避盤運動訓練參加者社交合作及專注力。 編號 ST1191108

日期
7/11、14/11、21/11、 
28/11(逢星期四~4堂)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待定，於室內進行

費用 $170 名額 14 對象 小二至中一

備註 請親臨中心留位，待確定場地後再繳費。

Moikky(木棋)體驗班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內容
北歐玩意Moikky來到香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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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ST1191004

日期
26/10 - 16/11/2019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 2:00pm -3:30 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會員$100/非會員$130 名額 16人 對象 小二至小六學生

親子躲避盤                                                                 負責職員：陳家怡 (冰姑娘)

內容
家長與子女一起進行躲避盤運動，促進親子溝通，如有興趣更可
跟隨港隊成員參加訓練。

編號 ST1191205

日期 19/10、2/11、9/11、28/12/2019(逢星期六~4堂) 時間 待定 地點 室內進行

備註 請親臨中心留位，待確定場地後再繳費。 對象
小二至中二學
生及其家長

Moikky(木棋)兒童比賽                                              負責職員：傅威翰(Crazy)

內容
讓一眾Moikky選手們可以一展身手，在比賽埸上一較高
下，另外次是比賽將會邀請香港Moikky代表隊成員，與參
加者分享比賽經驗。 

編號 ST1191107

日期 17/11/2019 (日) 時間 2:3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40 名額 24人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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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的計劃已開展差不多一年了，計劃為基層兒童和
家庭、及社區中的義務工作者提供了互相聯繫、共同成長的平台。除了為參加者
提供自我認識、溝通技巧訓練之外，我們更將於本年底走出香港進行職業探索。
在計劃踏入第二個年頭之前，我們亦會舉辦心連心年度分享會，好讓各參加者 

回顧往年所得、計劃來年新目標以回饋社會。

兒童發展基金
(第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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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棋 (Moikky)

木棋運動(Moikky,芬蘭木棋/芬蘭
木柱)源自芬蘭的投擲運動，非常講
求技術與準繩，也需要戰術頭腦。
這種新興運動降臨了中心，一眾參
加者在短短四堂中，不但已經快速
場地掌握了Moikky的規則及玩法，
更擁有技術和戰術層面知識。活動
中，Crazy哥哥與參加者一較高手
下，結果慘敗於一位升小三參加者
手上><”。未來的日子，中心繼續
會有不同新興運動讓大家可以認
識及參與，可以跟大家比試技術！

 「初級魔術」

變！變！變！「初 級 魔
術」是獲得民政事務署贊助的活動之一。參
加者透過魔術訓練，初步認識運用明日環、
爆炸骰等魔術的技巧。當大家漸漸掌握技
術後，魔術導師便開始教授參加者數款舞台
魔術，讓參加者學習並體驗個人魔術以及團
隊魔術的分別。課堂完結後，參加者於本中
心暑期閉幕典禮以及對外作公開演出。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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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小一生

「實習小一生」是為幼稚園K3
學童預備升小一而設的適應活
動，協助他們適應小一新的學
習模式及學校規則。活動內容
包括讓學童體驗小一模擬上
課。透過遊戲和戶外活動，學
習與朋友相處、合作及培養團
隊精神。參加的準小一生在活
動中投入參與，除認識了小學
的科目及課堂學習外，也認識
了很多新朋友及事物，輕鬆愉
快地迎接小學生活。

「理財小博士」

「錢」對於你們來說是甚
麼？「錢」是否有多少就用
多少？透過一系列理論訓
練、基層市民生活體驗、
暑期工作體驗及貧富宴體

驗日，培養參加者正確的價值觀及消費態度，並明白
到金錢得來不易。參加者在小組後表示活動讓他們
體會到社會上有很多基層市民要用很多的勞力，才能
獲得低微的工資；日常生活中亦要省吃儉用，才能維
持生活及溫飽，更明白到要珍惜自己擁有的資源。他
們承諾在日後消費時會做好規劃，想清楚是「需要」
或是「想要」才去購買，並會將零用錢的一部份留作
儲蓄之用。期望所有參加者都能做一個妥善理財的
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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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制度

優惠制度條款及細則：

1. 每位領取「綜援」人士每年可享用活動優惠 
 減費額不超過港幣二千元，每半年上限壹千 
 元 ,上半年為4月1日至9月30日，下半年為10 
 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每段期間完結當日， 
 剩餘之減費額自動被取消。減費額不能累積 
 或轉移。

2. 每位領取「綜援」人士只能向本服務其中一 
 個單位申請減費額，但減費額卻適用於本服 
 務屬下所有單位。若發現有使用者向超過一 
 個單位申請，其減費優惠將立刻被終止，並 
 只能於來年4月1日重新申請。

3. 領取「綜援」人士在參加本服務設有減費優 
 惠之活動或課程時，每項活動或課程仍須繳 
 付十元費用。如欲使用減費額，須在報名時 
 出示優惠咭。工作員會將減費額登記在優惠 
 咭上和輸入電腦系統內以計算總累積額。

4. 綜援會員課程及活動優惠記錄以本優惠咭 
 記錄為準。

5. 此項優惠不適用於小組活動費、車費、材料 
 費或註明沒有優惠之活動。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課程及活動優惠制度

6. 每個興趣班或活動提供十分一之減費名額， 
 先到先得。

7. 持咭人士之優惠減費額如在指定之期間用 
 罄在下一段期間開始前，將不可再享用減費 
 優惠。

8. 優惠咭由單位發出。優惠咭需有單位主管簽 
 署及中心蓋印方為有效。

9. 優惠咭所剩餘的金額不能兌換現金。

10. 如遺失優惠咭，優惠咭將不獲補發及使用 
 優 惠餘 額。申請人可在下一段 期間再 作申 
 請。

11.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保留限制及拒絕接 
 受報名的權利，亦可不時 酌情修 訂上述條 
 款。

註：「課程及活動」是指社交及技能發展課程及中
心其他活動。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修訂於2018年7月5日

背景：

為讓更多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下簡稱「綜援」)人士享用本服務，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以下簡稱
「本服務」)以減費形式提供優惠，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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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制度條款及細則：

(一) 領取職津人士可享本服務之免費會藉一年
及全年活動優惠減費額不超過港幣壹千
元，每半年上限五百元，上半年為4月1日至9
月30日，下半年為10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每
段期間完結當日，剩餘之減費額自動取消。
減費額不能累積或轉移。

(二) 領取職津人士只能向本服務其中一個單位
申請會藉及減費額，但減費額卻適用於本服
務屬下所有單位。若發現有使用者向超過一
個單位申請，其減費優惠將立刻被中止。

(三) 申請時，領取職津人士需出示過去十二個月
內曾領取職津之文件以証明其申請資格，不
論是領取全額、四份三額或半額津貼均符
合資格。

(四) 領取職津人士在參加本服務設有減費優惠
之社交及技能發展課程及中心其他活動（以
下簡稱「活動或課程」）時，每項活動或課
程仍須繳付十元費用。如欲使用減費額，須
在報名時出示優惠卡。工作員會將減費額登
記在優惠卡上以計算總累積額。

(五) 此項優惠不適用於小組活動費、車費、材料
費或註明沒有優惠之活動。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領取「在職家庭津貼」人士課程及活動優惠試行計劃

(六) 每個興趣班或活動將最高提供百分二十之
減費名額，與本服務「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人士課程及活動優惠制度」合併使用，先
到先得。

(七) 持卡人士之優惠減費額如在指定之期間用
罄，在下一段期間開始前，將不可再享用減
費優惠。

(八) 優惠卡所剩餘的金額不能兌換現金。

(九) 優惠卡由單位發出。優惠卡需有單位主管簽
署及中心蓋印方為有效。

(一〇) 有關課程及活動優惠記錄以本優惠卡記錄
為準。

(一一) 如遺失優惠卡，優惠卡將不獲補發及使用
優惠餘額。申請人可在下一段期間再作申
請。

(一二) 試 行計劃推 行日期由2 018年10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止。

(一三)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保留限制及拒絕接
受報名的權利，亦可不時酌情修訂上述條
款。

背景：

為讓更多領取「在職家庭津貼」(以下簡稱「職津」)人士享用本服務，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以下簡稱「本
服務」)將試以減費形式提供優惠，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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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山藝証書訓練　                                      負責職員：李俊威(Ray)

內容

有時想行山因為唔識路唔知行邊好？成日上網睇人行山個D路都會
中伏？行山都要教？無錯！行山係要教既！教你用地圖指南針，自己
山路自己搵！又唔駛靠山上絲帶，帶你唔知去邊。內容會有山上安
全知識，地圖指南針運用及保育意識，等你上山打個卡都知自己响
邊到。

編號 ST2191001

日期

課堂：
8/10、15/10/2019 (二)
實習：
13及20/10/2019 (日)

時間

課堂：
7:00pm-10:00pm
實習：
9:00am-5:00pm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費用
$100.00
(另於課堂上收取$40證書費)

名額 15名 對象 12至24歲

二級山藝証書訓練                                         負責職員：李俊威(Ray)

內容
學完一級山藝的基本智識便可以上二級山藝訓練了，可以過夜
學習露營活動，自己煮食，又可以學習二級山藝知識，如：迷路
可以點算好，以及常用山藝繩結，夜行注意事項，實用方便。

編號 ST2191101

日期

課堂：
12/11、19/11、 
26/11/2019 (二)
實習：
23-24/11/2019及 
30/11-1/12/2019
(星期六至日)

時間

課堂：
7:00pm - 10:00pm
實習：
3:00pm - 翌日4:00pm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費用
$140.00
(另於課堂上收取 
$40證書費)

名額 13名 對象
12至24歲於本中
心完成一級山藝
者優先報名

青少年《體驗活動》系列

青年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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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青春無悔？》                                           負責職員：邱力勇

內容
三十年前，五個青年人勇於對青春無悔，三十年後的今天，生
活在香港的大氣候中，他們還能說出一句我對青春無悔嗎？

編號
ST2191004：第一場
ST2191005：第二場 

日期 27/10/2019 (日) 時間
第一場：4:00pm-5:30pm
第二場：7:30pm-8:30pm

地點
明愛莫張瑞勤
社區中心

費用 $80 名額 80名 對象 社區人士

備註
1. 劇本續寫至灣係劇團龍智成先生編劇的《我對青春無悔》，特此嗚謝。
2. 不設劃位，六歲以下兒童恕不招待。
3. 演出約1小時，不設中場休息。遲到者需待特定時間才可進場。

十四歲的生晨                                                    負責職員：邱力勇

內容
透過演出《十四歲的生晨》舞台劇，讓觀眾及演員以多角度思巧問
題，學習彼此尊重及分享。
包括：戲劇工作坊、排練、演出及演後座談

編號 ST2191110

日期

排練：4/11/2019開始 
(逢星期一)
演出：四月(復活節假期間) 
(一至兩場演出)

時間
排練：
6:30pm-9:30pm
兩日演出：9:00am-11:00pm

地點
排練：本中心
演出場地待定

費用 $10 名額 15名 對象 14至24歲

媒體研習──我想讓你看見更多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以學習短片拍攝、構圖剪接作為媒介，學習以不同視角看待身邊
及社區發生的事情，一起學習用美的眼睛去發現、捕捉以及分享；
透過走訪不同的生命故事，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學習相處

編號 ST2191002

研習 
工作坊

29/10-21/1/2020
(逢星期二)[共11堂] 時間

7:30pm-9:00pm
地點

中心

放映會 22/2/2020 (星期六) 待定 待定
費用 免費 名額 12名 對象 14-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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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先鋒計劃 - 探訪白沙灣懲教所                   負責職員：詹銘光

內容

參觀白沙灣懲教所，涵蓋了院所內的主要設施，例如在
囚人士的寢室、飯堂和工作間等。屆時會特別安排參加
者與在囚人士面談，通過互動交流，讓參加者了解到在
囚人士「不一樣」的經歷，藉以激發他們思索犯罪的嚴
重後果，以「生命影響生命」

編號 ST2191202

日期 31/12/2019 (二) 時間 8:30am-1:00pm 地點 赤柱白沙灣懲教所
費用 免費 名額 20名 對象 13至29歲(必須為男性)

備註
(1). 集合地點為港鐵香港站
(2). 報名時須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及中英文姓名，並於參觀日帶備身份證正本出席
(3). 活動與中西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並得到懲教署贊助

數星星                                               負責職員：李俊威(Ray)
內容 冬季的星空更亮麗，清涼時間，有沒有很多蚊蟲，係睇星好時機！ 編號 ST2191201

日期 13-14/12/2019(星期五至六) 時間 8:30pm-翌日10:00am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費用 免費(車費自備) 名額 10名 對象 14至24歲

「義」在必行                                                    負責職員：詹銘光

內容 了解獨居長者日常生活及所面對的困難、探訪區內獨居長者 編號 ST2191102

訓練 16/11、23/11/2019(六)
時間 10:30am至12:30pm 地點

本中心

服務 30/11/2019(六) 中西區

費用 $50 名額 8名 對象 11至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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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嚟！劍擊體驗日                                       負責職員：李俊威(Ray)

內容
運動，可以鍛煉身體，仲可以減減壓力！ 
劍擊體驗日又返黎啦~ 錯過左第一次，就唔好錯過第二次了！

編號 ST2200201

日期 23/2/2020 (日) 時間 2:3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16名 對象 14至24歲

歷奇義工訓練計劃                                              負責職員：詹銘光

內容
加強參加者對低結構挑戰網陣各訓練項目有基礎之體驗及掌握低
結構挑戰網陣的安全意識及防護技巧

編號 ST2200202

日期

17/2/2020 (一)

時間

7:30pm-9:30pm

地點

中心

29/2-1/3/2020
(星期六至日)

兩日一夜 (宿營) 待定

16/3/2020 (一) 7:30pm-9:30pm 中心

費用
$350
(自備往返營地交通費)

名額 16名 對象 14至29歲

備註
(1). 請穿輕服運動服裝出席訓練
(2). 學員出席達100% 及評審及格，可獲頒發「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之「低結構技術證書」

純素抹茶豆腐紫薯撻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有沒有一種生活態度，是對自己有益的同時，也能照顧對動物與氣候？
慢慢生活館提倡用天然、有機和本地食材入饌，透過精緻及健康的純
素甜品，以自家製的純素豆腐忌廉取代牛奶忌廉，讓更多人人認識純
素飲食。對蛋奶、麩質過敏的人士，都可毫無顧慮地享受甜品。

編號 ST2191203

日期 29/12/2019 (日) 時間 11:00am-1: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130
(可帶走6個抹茶豆腐紫薯撻）

名額 4名 對象 10歲或以上

青少年《慢慢生活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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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畫和諧粉彩 (升中篇)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面對升中的生活、全新的人、事、物，心裡頭或許有很多感受未被聽
見，透過柔和的粉彩藝術，用簡單而獨特的手指繪畫技巧，嘗試讓
人得著幸福而和諧的感受。不論年齡、有沒有繪畫經驗，都可透過
日本和諧粉彩發現自己，聆聽自己的聲音，照顧自己的需要。

編號 ST2191103

日期 16/11/2019 (六) 時間 3:00pm-5: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4名 對象 升中一學生

放慢畫和諧粉彩 (家長篇)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爸媽的日常，大多都以孩子的需要為優先，但其實大人們也需
要有被照顧的時候，聆聽自己的需要。透過柔和的粉彩藝術，
用簡單而獨特的手指繪畫技巧，讓人得著幸福而和諧的感
受。不論任何年齡、有沒有繪畫經驗，都可透過日本和諧粉彩
發現自己，與自己的心靈交流，從而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編號 ST2191104

日期 7/11/2019 (四) 時間 10:30am-:12:3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4名 對象
6至24歲子女
及其家長

親手造張聖誕卡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每年係聖誕節收到聖誕節卡都會覺得窩心，特別係文字盛載住既溫
度同重量，如果加埋親手做紙既心意，收到既朋友一定覺得被祝福
啊。工作坊教授手造紙既技巧，每人可以帶走6張卡啊！

編號 ST2191204

日期 6/12/2019 (五) 時間 7:00pm-9: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60 名額 6名 對象 8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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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刺繡手帕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用針線來來回穿梭，在布料上錯落交疊，刺繡盛載着不單是心意，還
有概念和美感。這一課，由基本功開始教授製作富士山風景刺繡手
帕，聖誕前夕，動手做一份帶溫度的禮物，送給自已重視的人喔！

編號 ST2191206

日期 14/12/2019 (星期六) 時間 7:00pm-9:3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130 (包材料費及手帕一條) 名額 4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一對一木結他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專業一對一教授，導師按照學生需要度身設計課程 編號

初級至三級
ST2191105 -1
四級至五級
ST2191105 -2
六級至八級
ST2191105 -3

日期
1/11-29/11/2019
(逢星期五) [共五堂]

時間 每堂45分鐘 地點 中心

費用
初級至三級 $925
四級至五級 $1,150
六級至八級 $1,300

名額 對象 10歲或以上

導師
馮穎濠
考獲Rockschool聖三一電結他演奏證書八級、十年以上演奏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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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藝刺繡手帕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用針線來來回穿梭，在布料上錯落交疊，刺繡盛載着不單是心意，還

有概念和美感。這一課，由基本功開始教授製作小清新花藝刺繡手
帕，聖誕前夕，動手做一份帶溫度的禮物，送給自己重視的人喔！

編號 ST2191205

日期 14/12/2019 (六) 時間 3:00pm-6: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130 (包材料費及手帕一條) 名額 4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青少年《節拍生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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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木結他班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音樂陪伴著我們成長，課程設計以流行結他木結他班為主，由基本功
開始，逐步探索音階、節奏與指法，適合自彈自唱或與朋友一同Jam。
學起來比其他類型更為輕鬆、有趣，短時間內即可上手。#適合喜歡
唱歌的朋友啊！

編號 ST2191106

日期
1/11-29/11/2019
(逢星期五) [共五堂]

時間 7:15pm-8:15pm 地點 中心

費用 $700 名額 6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馮穎濠
考獲Rockschool聖三一電結他演奏證書八級、十年以上演奏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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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舞 Breaking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認識Breaking舞蹈四大技巧元素TopRock、Footwork、Freeze & 
Powermove，透過教授一些以腳部為主的舞步及簡單地板動作，
配合體能訓練，加上舞步與音樂之配合，使學生對Breaking舞蹈
有初步的接觸及認識

編號 ST2191107

日期
5-26/11/2019
(逢星期二) [共四堂]

時間 7:30pm - 9: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570 名額 4-6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Bboy Stick Legs

一對一流行鼓課程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課程會教授學生正確的敲擊手法、樂譜閱讀、基本技
巧及節奏訓練及手腳配合訓練，專業一對一教授，導
師按照學生需要度身設計課程，享受流行鼓的樂趣

編號
初級至三級：ST2191108-1
四級至五級：ST2191108-2
六級至八級：ST2191108-3

日期
5-26/11/2019
(逢星期二) [共四堂]

時間 每堂45分鐘 地點 中心

費用
初級至三級 $740
四級至五級 $920
六級至八級 $1,040

對象 10歲或以上

導師
劉浩圖
全職從事音樂工作，考獲Rockschool grade8 of Drums資格，現於不同的中小學及音
樂中心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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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sation painting即興繪畫班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藝術從來就不是遙不可及。在improvisation painting當中，透過顏
色與音樂，好好跟自己的潛意識溝通；透過觀察和創意，描繪同路
人，發掘肉眼看不見的美

編號 ST2200203

日期 1/2、15/2/2020(六) 時間 11am-12:15pm 地點 中心
費用 $220 (包材料費) 名額 6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Colin Lee
現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修讀視覺藝術。擅長人物描繪。喜歡運用顏色。以畫畫作為媒介
來捕捉美感

紙糊人偶創作班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活在這個電子世代，家裡儲有舊報紙，不想浪費就只能拿去回收嗎？
不。在這裡一起運用創意，把毫不起眼的廢物，轉化成獨一無二的
特色紙糊人偶！

編號 ST2191109

日期 6-27/11/2019(逢星期三) [共4堂] 時間 7:30pm-8:3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150 名額 8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Colin Lee
現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修讀視覺藝術。擅長人物描繪。喜歡運用顏色。以畫畫作為媒介
來捕捉美感

立體派俏像繪畫班(塑膠彩)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畢加索的畫太過新穎看不懂？與其摸頭白看不懂，不如親自嘗試立
體派畫風。一起透過不同視覺與角度，認從新識自己，發掘審美新
標準！

編號 ST2191207

日期 5/12/2019-2/1/2020 (六) [共四堂] 時間 7:30pm-8:45pm 地點 中心
費用 $220 (包材料費) 名額 6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Colin Lee
現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修讀視覺藝術。擅長人物描繪。喜歡運用顏色。以畫畫作為媒介
來捕捉美感

人物角色入門繪畫班(硬筆)                                       負責職員：陳栢慧(Rachel)

內容
想要繪畫人物但卻無從入手？從比例、顏色到風格，這裡你會學習
到所有創作角色你需要知的。一起成為繪畫能手！

編號 ST2200204

日期 1/2-22/2/2020(逢星期六) [共四堂] 時間 12:45pm-2:00pm 地點 中心
費用 $250 (包材料費) 名額 6名 對象 11歲或以上

導師
Colin Lee
現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修讀視覺藝術。擅長人物描繪。喜歡運用顏色。以畫畫作為媒介
來捕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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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活人心」訓練課程
對於拯救心臟驟停的患者，每
遲一分 鐘為其進行除顫電擊
(AED)，他們的存活率便會減
少7至10%，故能越早為他們進
行除顫器急救，可大大提升生
存機會。

中心舉辦了「『擊活人心』訓練
課程」，邀請了香港消防處派
員教授心臟驟停急救法，如何
使用心肺復甦法 (CPR) 及自
動心臟除顫法（AED），以防當
有心臟驟停時，可即時為其進
行急救，從而提升患者的存活
率。

狂人日記
《狂 人日記 》是魯迅先
生於100年前寫的中國第
一篇白話文小說。寫的當
日，說的卻是今天。我們
加入了現今社會的元素將 
《狂人日記》重新演繹。
承蒙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於2019年8月23至24日假
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進行
了兩場演出。在演後座談
當中，不少年青年人分享
他們對現今社會事件的
看法，也和台上觀眾有不
少互動，陳述藍黃陣營的
見解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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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特務之保護VIP
暑期尾 聲，有一班 特 務初哥
接到一個任務，就係要保護一
個人，而佢要將一個信物帶到
去一個未知既目的地。

當中大家要解謎，要做任務，
部份要有科學智識才可以完成
任務。而團隊中，混入了間諜，
使大家混亂，甚至偷龍轉鳳。
作為一個特務或間諜，除了有
科學常識外，必須細心觀察，
以及清晰思維分析才可以突破
難關，而今次的特務，最終也
能順利把信物帶到目的地！感
謝各參加者投入活動，令到呢
次金牌特務之保護VIP 錦上添
花！THANK YOU！

最令人意外的是當中不
少演員邀請了父母來觀
看演出，互動環節中雙
方都傾心吐意，訴說著
這幾個月家裡面的衝
突，但因著互相尊重及
彼此相愛的緣故，希望
未來能夠重新出發，彼
此願意加深溝通及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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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考試班

課程編號 課程
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地
點

內容/ 
備註

ST342A-1912 Grade  
4A

2/12/2019- 
20/1/2020
(27/1/2020 
初三暫停)

8

4:30-
5:30pm

一

完成 
Grade 3

$1280/$1310 
(8堂)

親
子
閣

Grade 4
芭蕾舞步法

ST340A-1912 Grade  
2A

5:30-
6:30pm

完成 
Grade 1

$1080/$1110 
(8堂)

Grade 2
芭蕾舞步法

ST341A-1912 Grade  
3A

6:30-
7:30pm

完成 
Grade 2

$1160/$1190 
(8堂)

Grade 3
芭蕾舞步法

ST342B-1912 Grade  
4B

3/12/2019- 
21/1/2020

(24/12平安夜
暫停)

(28/1/2020
初四暫停)

7

4:30-
5:30pm

二

完成 
Grade 3

$1120/$1150  
(7堂)

Grade 4
芭蕾舞步法

ST339A-1912 Grade  
1A

5:30-
6:30pm

完成 
Primary

$840/$870 
(7堂)          

Grade 1
芭蕾舞步法

ST338A-1912 Primary  
A

6:30-
7:30pm

完成
Pre  

Primary

$770/800 
(7堂)

Primary
芭蕾舞步法

1. 芭蕾舞各級均可招收插班生，但必須參與試堂及經導師評估級別，試堂費為每堂$70；  
2. 學員必須穿著整齊舞衣及儀容整潔。學員可向導師訂購跳舞服裝及跳舞技巧鞋；
3. 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4.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導師：嘉瑩芭蕾舞學校有限公司

芭蕾舞能提高全身協調能力，鍛鍊兒童
優美的身姿，改善身體線條。此課程由英
國皇家芭蕾舞學院考試大網而編制，合
資格者，將獲保送參加英國皇家芭蕾舞
各級考試。

 舞蹈課程 - 芭蕾舞班

社交及
發展技能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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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堂
數 時間 對象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地
點 內容/備註

ST341B-1912 Grade  
3B

7

10:00-11:00am 完成 
Grade 2 $1015/$1045(7堂)

禮 
堂  
/  
親 
子 
閣

Grade 3
芭蕾舞步法

ST338B-1912 Primary  
B 11:00-12:00nn 完成

Pre Primary $770/$800(7堂) Primary
芭蕾舞步法

ST337C-1912 Beginner  
C 12:00-1:00pm 3.5-5歲 $665/$695(7堂) 基本芭蕾舞步法

ST348A-1912 Pre School  
Dance A 1:00-2:00pm 4-5歲 $700/$730(7堂)

Pre School 
Dance

芭蕾舞步法

ST337A-1912 Beginner A 10:00-11:00am 3.5-5歲 $665/$695(7堂) 基本芭蕾舞 
步法

ST342C-1912 Grade 4C 11:00-12:00nn 完成 
Grade 3 $1120/$1150(7堂) Grade 4

芭蕾舞步法

ST339B-1912 Grade 1B 12:00-1:00pm 完成
Primary $840/$870(7堂) Grade 1

芭蕾舞步法

ST346A-1912 Pre Primary 
A 2:00-3:00pm 完成

Pre Primary $735/$765(7堂) Pre Primary      
芭蕾舞步法

ST340B-1912 Grade 2B 3:00-4:00pm 完成 
Grade 1 $945/$975(7堂) Grade 2

芭蕾舞步法

ST345-1912 Intermediate 4:00-5:30pm 完成
Grade 6 $2030/$2060(7堂) Intermediate

芭蕾舞步法

ST347-1912 Grade 6 5:30-7:00pm 完成 
Grade 5 $1750/$1780(7堂) Grade 6

芭蕾舞步法

日期：7/12/2019-18/1/2020（星期六）
　　（25/11/2020 初一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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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芭蕾舞各級均可招收插班生，但必須參與試堂及經導師評估級別，試堂費為每堂$70.00；  
2. 學員必須穿著整齊舞衣及儀容整潔。學員可向導師訂購跳舞服裝及跳舞技巧鞋；
3. 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4.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地
點

內容/ 
備註

ST337B-1910
ST337B-1912

Beginner  
B

6/10/2019-
24/11/2019

1/12/2019-
19/1/2020

(26/1/2020
初二暫停)

8

10:00-
11:00am

日

3.5-5歲

$760/$790 
(8堂)

$760/$790 
(8堂)

親 
子 
閣

基本 
芭蕾舞 
步法

ST340C-1910
ST340C-1912

Grade  
2C

11:00-
12:00nn

完成 
Grade 1

$1080/$1110 
(8堂)

$1080/$1110 
(8堂)

Grade 2
芭蕾舞步法

ST344-1910
ST344-1912

Inter 
Foundation

12:00-
1:00pm

完成 
Grade 5

$1720/$1750 
(8堂)

$1720/$1750 
(8堂)

Inter 
Foundation

芭蕾舞 
步法

ST338C-1910
ST338C-1912

Primary  
C

10:00-
11:00am

完成      
Pre 

Primary

$880/$910 
(8堂)

$880/$910 
(8堂)

禮 
堂

Primary
芭蕾舞步法             

ST346B-1910
ST346B-1912

Pre 
Primary  

B

11:00-
12:00nn

完成     
Pre 

School 
Dance

$840/$870 
(8堂) 

$840/870 
(8堂)

Pre 
Primary 
芭蕾舞 
步法

ST348B-1910
ST348B-1912

Pre 
School 
Dance  

B

12:00-
1:00pm

4-5歲

$800/$830 
(8堂) 

$800/$830 
(8堂)

Pre School 
Dance 
芭蕾舞 
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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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畫班                                                    導師: 梁樂怡小姐
發展兒童多元化美術訓練：創作潛力、視覺洞察力、想像力，並訓練兒童手部協調能力，培養良好的
學習態度。 

藝術課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 
非會員 
收費

地
點

內容/備註

ST374-1911
ST374-2001

幼兒創作畫
A

16/11/2019-
4/1/2020

11/1/2020-
8/3/2019
(25/1/2020 
年初一暫停)

8

2:00-
3:00pm

六

4-6歲

$410/ 
$440

義 
工
室

繪畫、工藝、設
計等多元化美
術訓練，發展
兒童的創作潛
能及學習繪畫
的知識，培養
良好的學習態
度。

ST373-1911
ST373-2001

兒童創作畫
B

3:00-
4:00pm

5-7歲

ST372-1911
ST372-2001

兒童綜合畫
4:00-
5:00pm

7-9歲

ST371-1911
ST371-2001

幼兒創作畫
C

5:00-
6:00pm

4-6歲

ST375-1911
ST375-2001

兒童藝術畫
6:00-
7:15pm

8-13
歲

$480/ 
$510

教 授 基 本 素
描技巧以及不
同主題的藝術
畫，構圖及色
彩運用。課程
運用塑彩，水
彩等畫具。

1.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2.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3.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請學員自備圍裙)

46



導師 : 香港跆拳道東龍會有限公司

體藝課程

跆拳道  

跆拳道是韓國國技，其中「跆」指踢擊（腳法）、「拳」指拳擊，「道」則是代表道行、自己對
禮儀的修練。學習跆拳道，能鍛練體能、增強紀律，有助增強學習能力。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 
非會員
收費

地
點

內容/ 
備註

ST350A-1912
幼兒跆
拳道A

3/12-4/2/2020
(24/12平安夜暫停)

8

6:00-
7:00PM

二

4-6歲
$360/
$390

        
禮 
堂

*考試會安排
於課堂上 
舉行
*道袍自備，
可經導師
代購

ST352-1912
兒童
跆拳道C

7:00-
8:30PM

7-13歲

$380/
$410

ST352A-1912
兒童
跆拳道A

8:30-
10:00PM

7-13歲

ST350B-1910 幼兒
跆拳道B

25/10-13/12/2019
20/12-7/2/2020

6:00-
7:00PM

五

4-6歲
$360/
$390

ST350B-1912

ST351-1910 兒童
跆拳道B

7:00-
8:00PM

綠間藍帶
或以下

$320/
$350

ST351-1912

ST355-1910 兒童
跆拳道D

8:00-
9:00PM

藍帶以上
ST355-1912

ST315-1910 青年
跆拳道

9:00-
10:00PM

13歲以上
ST315-1912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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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道                                                                                   導師:吳嘉浩先生

空手道教授傳統空手道之訓練基礎，再揉合其他武術之長，以拳腳為主，教授學員基本武術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
非會員
收費

地
點

內容/備註

ST353-1911 30/11-18/1/2020
8 7:00pm8:30pm 六 7-14歲

$380 /
$410

禮
堂

道袍自備，可
經導師代購

ST353-2001
1/2-21/3/2020
(25/1初一暫停)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

柔道                       導師：張小遷先生

推廣及發揚柔道，追求「精力善用、自他共榮」的柔道精神，課程主要教授柔道精神及柔道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 
非會員收費

地
點

內容/ 
備註

ST354-1910 2/11-21/12/2019
8 8:30-10:00pm 六 6-24歲

$480 / 
$510

禮
堂

道袍自備，可
經導師代購

ST354-1912
28/12-22/2/2020
(25/1初一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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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收費
地
點

內容/備註

ST364-1911 
ST364-2001

兒童
KICK 
BOXING 
(A)

20/11-22/1/2020
(25/12聖誕節、 
1/1元旦暫停)
29/1-18/3/2020

8

5:00-6:00pm

三

6-8歲

會員
$640/
非會員
$670

親
子
閣

課程內容:                                                                                                                  
1.武術訓練
2.舞蹈訓練
3.體能訓練
4.自衛術訓
5.紀律訓練   

ST365-1911 
ST365-2001

兒童
KICK 
BOXING 
(B)

6:00-7:00pm 9-13歲

ST366-1911 
ST366-2001

青年及成人        
KICK 
BOXING

7:00-8:00pm
14-24
歲

KICK BOXING

KICK BOXING是一種兼具舒緩壓力和鍛鍊身體的運
動，增加身份敏捷度、靈活性及反應能力。   導師：以馬內利體適能協會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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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樂班(大提琴及小提琴)        

課程名稱 日期 堂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收費 地點 導師

小提琴班
[個人]              

每月
開班

按月
任擇
(每堂45分鐘)

五
6歲或
以上

一級45分鐘 - $175/堂         
二級45分鐘 - $190/堂               
三級45分鐘 - $205/堂   
四級45分鐘 - $220/堂   
五級45分鐘 - $255/堂  

會客室 安慶財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   
  堂或退款，敬請留意。

鋼琴班  
跟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個別教授分級試課程。成績優秀者可推薦考試。有興趣者請先留名以便安
排上課。

課程名稱 日期 堂數 時間 星期 對象 收費 地點 導師

鋼琴班
[個人]

每月
開班

按月
任擇         
(每堂30 
或45分鐘)

一至日
4歲或
以上

初級30分鐘 - $115/堂    
一級30分鐘 - $120/堂        
二級30分鐘 - $130/堂
三級30分鐘 - $140/堂
初級45分鐘 - $160/堂
一級45分鐘 - $170/堂
二級45分鐘 - $180/堂
三級45分鐘 - $195/堂
四級45分鐘 - $210/堂  

琴房

麥曉樺、 
陳彥澂、
蘇映澄、 
關苑瑩、
關苑嫻

音樂課程

EMPIRE MUSIC CO.
跟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個別
教授分級試課程。成績優秀
者可推薦考試。有興趣者請
先留名以便安排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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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箏班 
著重左、右手的基本指法，右手如勾、托、抹、劈、搖指、大小撮及左手的上、下滑音、揉弦、芭音等指
法。曲目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務求使學員充份掌握演奏技巧。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會員/
非會員
收費

地
點

導師

ST395-1910
ST395-1912

古箏班
(初、中、高級)

23/10-
11/12/2019
18/12-19/2/2020
(25/12聖誕節、
1/1元旦暫停)

8 8:15-9:15pm 三 6-24歲

$520/ 
$550

親
子
閣

八音
琴行

$560/ 
$590

$600/ 
$630

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

中西音樂班(樂理班)

課程名稱 日期 堂數 時間 星期 對象 收費 地點 導師

樂理班
[個人]  

每月
開班

按月
任擇            
(每堂45分鐘)

五
6歲或
以上

一級$175/堂　二級$190/堂              
三級$205/堂　四級$220/堂 
五級$255/堂

會客室 安慶財

EMPIRE MUSIC CO.
跟據北京中央音樂學院， 
個別教授分級試課程。[成績
優秀者可推薦考試] 有興趣
者請先留名以便安排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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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

課程名稱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收費 地點 導師

琵琶班
[個人] 

每月開
班

按
月

任擇            
(每堂45分鐘)

五
6歲或
以上

一級$175/堂    二級$190/堂              
三級$205/堂    四級$220/堂 
五級$255/堂

會客室 安慶財

中西音樂班(琵琶班)

EMPIRE MUSIC CO.
教授琵琶演奏的基本技
術，結合簡譜彈奏一些
琵琶曲譜

透過輕鬆舒服的練習，使參加者身體各部份得以協調， 
身心亦得以徹底休息、鬆弛及避免都市病。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期 對象
地
點

收費 內容/備註 導師

ST310-1911
ST310-2001

11/11-8/1/2020
(25/12聖誕節、 
1/1元旦暫停)
13/1-9/3/2020 
(27/1初三暫停)

16 2:00-3:00pm 一、
三

14歲
以上

禮
堂

會員
$640
非會員 
$670

*舊生優先報名
(*課堂期間請
關掉手提電話) 劉英

午間瑜伽A

早晨瑜伽A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地
點

收費 內容/備註 導師

ST311-1911
28/11-23/1/2020
(26/12聖誕節後
假期暫停)

8 10:00-11:15am 四
14歲
以上

禮
堂

會員
$360
非會員
$390

*舊生優先報名
(*課堂期間請
關掉手提電話)

劉英

瑜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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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請於上課時出示收據；
舊生若未能在該期最後一堂報名繳費，學位將不被保留。
所有團體班若因個人理由或病假而導致缺席，均不作補堂或退款。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地
點

收費 內容/備註 導師

ST309-1910

30/10-22/1/2020
(20/11、25/12 
聖誕節暫停)
(1/1元旦暫停)

10 6:30-8:00pm 三 14歲
以上

禮
堂

會員
$480
非會員
$510

*舊生優先報
名(*課堂期間
請關掉手提
電話)

張啟源

閒習瑜伽C

閒習瑜伽A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地
點

收費 內容/備註 導師

ST308C-1911

21/11-16/1/2020
(26/12 
聖誕節後假期
暫停)

8 6:30-7:30pm 四
14歲 
以上

禮
堂

會員
$320
非會員
$350

*舊生優先報
名(*課堂期
間請關掉手
提電話)

劉英

閒習瑜伽B 

課程編號 日期
堂
數

時間
星
期

對象
地
點

收費 內容/備註 導師

ST308B-1911
21/11-16/1/2020
(26/12聖誕節後
假期暫停)

8 7:30-8:30pm 四
14
歲以
上

禮
堂

會員
$320
非會員
$350

*舊生優先報
名(*課堂期間
請關掉手提
電話)

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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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申請須知
入會資格：須為本港合法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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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身份證或出世紙(副本均可) 
  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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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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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權利/福利： (1) 每位會員可獲發一張會員證
(2) 定期收到本中心「會員通訊」及活動宣傳資訊
(3) 可借用中心所提供的設施及康樂用品。
(4) 可使用自修室設施及可到明愛其他圖書館借書
(5) 可參加各中心所舉辦的小組、各類活動及本心之社交及技能發展課程
(6) 於明愛牙科診所就診可獲優惠
(7) 會員証可通用於本部門屬下的七間青少年綜合服務
(8) 會籍有效期為一年。在有效期內，會員可要刪除其會籍及有關紀錄，惟已

交的會員費用概不退還。

會員義務      ： (1) 有效日期屆滿，請即繳費延續會籍及領取新證
(2) 會員有遵守中心規則及愛護公物的義務
(3) 報名及參加活動時必須帶備會員證
(4) 會員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5) 遺失會員證須另繳交補證手續費，每張會員證為港幣伍元正

 
服務收費

影印 $ 1/張 (A4 Size)

琴室租用 每半小時$10 (本中心鋼琴班學員) 
每半小時$15 (非本中心鋼琴班學員)

出席證明書 $ 30/張  

重印收據 $ 3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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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名的活動/課程退出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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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元正；

颱風及暴雨下之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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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上午 下午 (2:00後) 晚上 (7:00後)

所有活動 活動集合時間3小時前除下
★/ 

★：如常舉行   ╳：取消    ：請致電本中心查詢   
○：自行決定 (各缺席課堂，均不獲補課及退款)

除下風球及暴雨警告安排

． 若掛起雷暴警告，中心之水上活動及野外活動均會取消；
． 上述各項資料乃一般安排，如遇特別情況，中心保留作最終決定之權利；
． 課程之課堂，若因天氣理由而取消，中心會盡量調配資源及地方以安排補課，若情況不許可，則

會作取消處理，不作退款。

中心開放時間

時間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0:00a.m - 2:00p.m.

2:00p.m. - 6:00p.m.

6:00p.m. -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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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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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質標準 (SQS) 
本中心依據社會福利署所規定之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訂明了在中心之管理及提供服務應具備
的質素水平。每項服務質素標準均有一套「準則」及「評估指標」說明，如需索閱更詳細資料，可向
本中心查詢。

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包括： 
標準一： 服務資料 標準九： 安全的環境
標準二： 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標準十： 申請及退出服務
標準三： 運作及活動記錄 標準十一：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標準四： 職務及責任 標準十二：知情的選擇
標準五： 人力資源 標準十三：私人財產
標準六：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標準十四：私隱和保密
標準七： 財政管理 標準十五：申訴
標準八： 法律責任 標準十六：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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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主任／社會工作督導主任可就申請退出服務的人士申述之理由，作出酌情處理。」

2019-2021年度中心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
2019-2021年新一屆詻詢委員會已於3月9日進行選舉。是屆選舉產生7位選任委員，聯同４位邀任委員
及１位明愛代表，共有十二位委員。諮詢委員會是中心的諮詢組織，負責監察中心的服務運作及其效
率和效能。我們期望透過諮詢委員會可以提高會員的參與度、加強中心問責性及向公眾交代，以為社
區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本屆諮詢委員會成員如下：
主席　　：李思錤小姐 
副主席　：紀綽琳小姐 
選任委員：吳家豪先生、麥浩弘先生、鄧美彤小姐、陳潔瑤小姐、蕭卓堯先生
邀任委員 : 楊學明議員、李星祥博士、陳靜雯女士、沈惠琼女士
明愛代表 : 嚴柳芬女士
秘書　　 : 楊可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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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職員名單

兒童及家庭團隊青少年團隊 行政團隊

駐校社工

陳偉良
總主任

嚴柳芬
高級督導主任

楊可樺
督導主任

黃雅瑩 (隊長)
註冊社工

梁靜嫻
文員

陳潔晶
(註冊社工)

馮立志
(註冊社工)

周婉雯
文員

邱禮敏
一級活動幹事

陳仲懷
活動助理

湯偉傑
二級服務員

詹銘光(隊長)
註冊社工

李俊威
註冊社工

邱力勇
福利工作員

陳栢慧
福利工作員

陳家怡
註冊社工

傅威翰
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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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賽馬會石塘咀
青少年綜合服務

前往中心交通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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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陛小學巴士站下車)；

巴士23、40M、10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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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網頁
QR CODE

中心地圖
QR CODE

地址 :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200 -208號毓明閣地下高層
電話 :  2546  1071   
傳真 :  2546  0432    
電郵 :  yc s s t t i t@c a r i t a s sw s . o r g . h k
網址 :  h t t p : //s t t i t . c a r i t a s . o r g . h k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ca r i t a s s t t i g

前往中心之地圖 

督印人 :  嚴柳芬(高級督導主任)
出版日期 :  2019年10月
印刷數量 :  1400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