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

地址：�九龍窩仔街100號石硤尾邨第二期

����������服務設施大樓6樓A座

電話：�2778�2727

傳真：�2779�1922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頁

網頁：�skm.ymca.org.hk

電郵：�shekkip@ymca.org.hk

印刷數量：2000本���印刷日期：2019年7月

途經巴士：2D，2B，2F，6D，86，86A，87B

途經小巴：30B，32M�(於南昌街下車 )

會所通訊

嶺南文化大本營–親子嘉年華
活動編號：21/193/031

日  期：3/11( 日 )

時  間：11:00am-7:00pm

地  點：油塘大本營�(暫訂 )

對  象：不限

內  容：有獎攤位遊戲、台上台下互動遊戲、兒童粵劇及詠春表演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鍾 Sir

備  註：遊戲門票將於 10 月中開始於本會所免費派發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FREE Wi-Fi

掃瞄 QR�CODE，
獲 取 更 多 資 料



主任的話青年會使命宣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

一員，又為一建基香港之基督教服務組織，本著『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之基督精神，聯合同道、推廣天國，倡導

及培養青年肩負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眼世界；並通過

多元化服務、全人發展、對弱勢社群之承擔及推動從個人

至社會修和；努力建設一個文明、有愛心的香港。

青年會使命宣言、目錄、會所同工介紹� p1

主任的話、會所及歡樂王國開放時間���� p2

新同工介紹� p3

跆拳道比賽得獎花絮�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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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支隊活動������������� P18-24

課餘託管服務�/�加強課餘託管服務� P25

恆常訓練程序����������������������P26-28

颱風、暴雨警告或超強颱風後「極端情況」�� P29-30

訊號下活動安排、會友意見、更新會友資料

目錄

會所及歡樂王國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會所

2:00�pm�-�10:00pm
10:00am�-�1:00�pm
2:00pm�-�10:00pm

各項報名及收費時間

2:15pm�-�9:00�pm
10:15�am�-�1:00pm
2:15�pm�-�9:00�pm

歡樂王國

2:30�pm�-�6:00pm
8:30�pm�-�9:30pm

10:30am�-�1:00�pm
2:30pm�-�6:00pm
8:30�pm�-�9:3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開放時間

曾經聽聞在心理學上有一個關於學習之實驗，動物園裏有四隻猩猩住在同一個籠

子裏面，籠子中間放了一條梯子，梯子上面掛了一串香蕉。只要有猩猩試圖爬梯子取

香蕉吃的時候，籠子裏面便會灑下冷水，猩猩就會被冷水淋濕。過一段時間之後，只

要有猩猩再靠近梯子取香蕉吃的時候，其他的猩猩就會攻擊試圖取香蕉吃的猩猩。最

後，籠子裏再也沒有任何猩猩會試圖靠近梯子取香蕉吃。後來，一隻新的猩猩被替換

進入籠子裏，新的猩猩一進籠子裏便馬上爬上梯子取香蕉吃，這令到籠子裏其他的猩

猩非常憤怒，並合力攻擊這隻新進來的猩猩。然後，又再有第二隻新的猩猩被替換進籠子裏，而同樣的事情

再次發生，新的猩猩一進籠子裏便馬上爬上梯子取香蕉吃，這令到籠子裏其他的星星非常憤怒，並合力攻擊

這隻新進來的猩猩，即使是剛才第一隻被換進來的猩猩也會加入攻擊第二隻被換進來的猩猩。如是者，第三

隻及第四隻猩猩被替換，同樣的事情一樣發生。現在整個籠子裏都是被替換過的猩猩，沒有一隻曾遭受過冷

水淋過，但這四隻猩猩看到任何一隻試圖爬近梯子的時

候也會立刻合力攻擊。如果有人問你猩猩為何會是這樣

的話，你會怎樣回答他呢？你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熟悉

的感覺？其實現實生活當中，很多事情我們就是這樣簡

單地接受了，即使有好的方法改變現狀，我們也是沒有

去嘗試，只是盲從的跟從。

朋友，「無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

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帖撒羅尼迦前書�5:12

順境時多給別人希望，逆境時不要失去希望只要相信自己，沒有甚麼不可以 21

會所同工介紹

*�者為註冊社工

會所督導：

施文欣 *�( 協調幹事 )

會所主任：

張孝寶 *�( 主任幹事 )

會所副主任：

何翠茵 *�( 助理主任幹事 )

( 茵 Miss)

青年支隊：

游家雅 *�( 助理主任幹事 )

( 游 Sir)

陳子恩 *�( 程序幹事 )

(Sammi�Miss)

黃文傑 *�( 程序幹事 )

(Michael�Sir)

兒童及家庭支隊：

文德志 *�( 程序幹事 )

( 文 Sir)

鍾宇軒 *�( 程序幹事 )

( 鍾 Sir)

鄭淑文 *�( 程序幹事 )

(Maxine�Miss)

梁倩兒 ( 助理程序幹事 )

(Pooh�Miss)

陳志輝 ( 助理程序幹事 )

( 陳 Sir)

黃雅妍 ( 兒童及家庭活動統籌員 )

( 妍 Miss)

支援隊：

曾潔儀 ( 助理文員 )

( 曾 Miss)

陳志雅�(助理文員 )

(Moni�Miss)

孫禮樂�(活動助理 )

( 樂�Sir)

葉偉文 ( 活動助理 )

(Stephen�Sir)

施其仁 ( 工友 )

( 仁哥 )



國際會跆拳道 小學邀請賽2019 
小學品勢賽 
亞軍�楊樂宜、季軍�郭芷雅

香港跆拳道 品勢比賽2019
全港品勢賽 冠軍�馬嘉遙

 校際精英跆拳道 品勢暨速度錦標賽2019

雙人品勢：
亞軍�郭芷雅�楊樂宜�

個人品勢：
冠軍�馬嘉遙�
冠軍�郭芷雅�
季軍�郭韋麟�
季軍�楊樂宜

速度賽：
亞軍�郭芷雅�

新同工介紹

陳志輝Nathan
 ( 陳 Sir )

陳子恩 Sammi 

( Sammi Miss)

游家雅Vincent  
( 游 Sir )

跆拳道比賽獲獎花絮

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向，快樂自信地走下去 我們不是超人，我們要接納自己的不完美，你真的不用做得更好，最好，你已經很好了 43



少年會友 (18 歲以下 ) $20

普通會友 (18 歲或以上 )� $30

優惠會友

( 年滿 60 歲或以上 / 肢體傷殘者 / 智障者 / 領取綜援者 )

$20

家庭會友 ( 父母及最多 4 名 18 歲以下子女 ) $50

贊助會藉 每年 $1,000

永遠會藉
$5,000

�（一次過繳付）

1.�會友証可通用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各會所及參加任何服務單位之活動 ;

2.�每季可收到本會所出版之「會所通訊」，得到本會所最新活動資料 ;

3.�免費借用玩具、康樂用品 ;

4.�到本會國際賓館用膳可享九折優惠 ;

尚有其他優惠，請參閱 YMCA�網址：http://www.ymca.org.hk/

3.�會友証有效期一年，由簽發正式收據當日起計 ;

4.�除永遠會籍及贊助會籍外，會友如遺失會友証，會籍即時失效。會友須補辦會証方可再次成為本會會友 ;

5.�會友証有效日如在參加活動時屆滿，請重新辦理 ;

6.�填寫會友地址以電費或水費之地址為準 ;

7.�會費一經繳交，不論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退還 ;

8.�會友証可於全港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及中心通用 ;

9.�若會友未能遵守會所內守則，承擔愛護公物的義務，持有尊重的態度，又或作出破壞性行為或有理由相信可能

作危害他人身體的行為，本會所可即時終止其進入本會所之權利，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1.�填妥申請表格到本會所辦理手續即可 ;

2.�申請者需繳交年費，費用如下 :

會友申請手續

會友福利

本會所現已全面推行16項服務質素，16項服務質素分為四個範疇原則，每個原則由不同的服務標準所組

成。四個範疇原則包括：資料提供、服務管理、對使用者的服務及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原則一：資料提供

服務的宗旨和目標應明確界定，其運作形式應予公開，讓職員、服務使用者、可能需要接受服務的人士及社

會大眾知悉，以資受惠。

標準1�服務資料—我們會製備最新資料手冊、資料單張或小冊子，說明我們的服務宗旨、目標、服務對象、

服務方法，以及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和退出該項服務的機制。

標準2�檢討及修訂服務政策和程序—我們備有機制，以在檢討及修訂有關政策及程序的過程中適當地收及採

納服務使用者和職員的意見。

標準3�服務和活動紀錄—我們會保存服務運作及活動的準確和最新紀錄，也可以讓市民閱覽有關服務表現的

定期統計資料和報告。

原則二 :服務管理

會所應有效地管理其資源，管理的方法貫徹靈活變通，不斷創新及持續改善對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

標準4�職務及責任—我們的職責說明及職務陳述均屬可供所有職員、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的資

料。我們也會將組織架構圖張貼於會所的當眼處，臚列其整體組織架構及問責關係。

標準5�人力資源—我們備有職員(包括兼職職員)招聘、調派及晉升、簽訂職員合約及紀律處分的政策及程

序。

標準6計劃、檢討及評估—我們會備有政策和程序以收集及回應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對會所

表現所提供的意見，而這政策及程序可供會友閱覽。�����

標準7�財政管理—我們備有制訂及確認財政預算的程序。

標準8�法律責任—我們會知悉監察運作及服務提供的法例。

標準9�安全的環境—我們會提供和有效地保養所有消防設備及����

其他必需的安全設備，讓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認識緊急事故應變��程序，並定期進行火警演習。�

原則三 : 對使用者的服務

會所應鑑定並滿足服務使用者的特定需要。

標準10�申請和退出服務—我們會讓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服務和退出服務的政策和程序，供服務使用者、職

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並會向申請人陳明拒收的原因。

標準11�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我們將以不同的渠道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政策及程序，並可供服

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

原則四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會所在服務運作和提供服務的每一方面，均應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標準12�知情的選擇—我們會備有有關政策及程序，讓服務使用者在合適的情況下有機會根據所獲服務的資

料作出選擇及決定，而該政策及程序可供他們閱覽。

標準13�私人財產—我們會確保服務使用者的我人財產權利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並可供服務使用者、職

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

標準14�私隱和保密—我們會確保服務使用者的保密權利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15�申訴—我們備有處理投訴的政策和程序，讓服務使用者知道他們有申訴，並讓他們知悉申訴的程序

和服務單位如何處理。

標準16�免受侵犯—我們備有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以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他人的言語、人身及性侵犯。

會友如對上述『服務質素標準』有任何意見，歡迎親臨本會所索取『服務質標準意見表』，填妥後交回接待

處，本會所將盡快作出回應和跟進。

提議或意見內容

石硤尾會所現進行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以檢討並提高服務質素，

各位填寫的資料均絕對保密，只用作活動評估和設計活動用途。

請就下列題目圈出你對本會所的意見，1 分代表你十分不滿意，

5 分代表你十分滿意。

六 .�你最常使用或參加的會所服務或活動是：����������������������������������������������
�������������
�����������������������������������������������������������������������
七 .�請寫上你對本會所的任何意見：����
��������������������������������������������������

�����( 如需聯絡，請填寫以下資料 )

姓名 :��������������������������聯絡電話:�

�十分
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十分
滿意

一. 會所環境和設施：
1.��環境舒適� 1 2 3� 4� 5

2.��整潔� 1 2 3 4 5

3.��設境�� 1 2 3� 4 5�

4.��佈置�� 1� 2 3 4 5

5.��對會所環境設施的
�����整體評分

1� 2 3 4 5

二. 服務種類：
1.��多樣化 1 2� 3 4 5
2.��有創意� 1 2� 3� 4 5
3.��更新改進�� 1� 2� 3 4� 5
4.��配合社區需要�� 1 2 3 4 5
5.��配合你的需要 1�� 2 3� 4 5
6.��對會所服務種類的
�����整體評分

1 2 3 4 5

三. 會所職員：
1.��態度� 1 2 3 4� 5
2.��聽取意見 1 2� 3 4� 5
3.��熟悉服務� 1 2� 3 4� 5
4.��樂意提供協助 1 2� 3 4� 5
5.��對會所職員的
�����整體評分

1 2� 3 4� 5

四. 會所接待處：
1.��辦理時間 1 2� 3 4 5
2.��辦理手續 1 2� 3 4 5
3.��職員態度 1 2� 3 4 5
4.��職員解釋清楚 1 2� 3 4 5
5.��對會所接待處的
�����整體評分

1 2� 3 4 5

五. 整體來說，您對會所
     的總體評分是

1 2� 3 4 5

服務質素標準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

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表

姓名：� � � � � � � � � � ������聯絡電話：� � � � � � � � �����������日期：����

多謝您們的寶貴意見！

**��各位可將問卷親身交回，或郵寄「九龍窩仔街 100 號
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 6 樓 A」，或傳真 2779�1922
回本會所。( 如交回問卷，可獲紀念品乙份，送完即止 )

原來快樂很簡單，擁有少一點，就可以了向別人坦率地表達自己，不論是優點還是缺點5 6



活動報名及退款方法

退款方法

1.��如學員因私人理由退出，可通知本會所職員，但所有費用一經繳交，不獲退還。

2.�活動及訓練程序人數不足或因特別事故未能開辦或舉行，本會所會在活動舉辦前一星期致電通知，經通知後可辦理

退款。

3.�如申請退款，請帶同活動正本單據。

4.�如現金 /EPS 退款在一仟或以下則可以現金退還。如以支票繳費者則以支票退還款項，約需廿一個工作天辦理。如接

獲通知領取支票者。請帶同申請退款表格，領取支票。如使用信用卡繳費用者，則以信用卡方式退還。

活動報名方法

1.�參加者須出示有效之會友証，如不能即時出示、恕不辦理各項報名手續。

2.�報名交費時，請遞交已填妥之程序報名表格。

3.�報名交費時，可以以現金、支票、易辦事、信用卡或八達通繳交費用、支票抬頭請填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或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支票背後請填寫姓名、電話及所報讀活動名稱資料。

4.�凡領取綜援人士 / 家庭參加部份活動，報名時請帶備証明文件，可獲特別優惠，優惠名額有限，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5.�已報名之活動，若課程開始前未有收到本會所任何通知，則應按照本通訊列明之時間及地點出席該活動。

6.�報名時留意每項訓練程序、小組活動的日期及時間，避免撞期。所有程序、小組及活動一經繳費，除因程序及活動

取消外，恕不退款。本會所不接受私自轉移程序或由他人代替參加的安排，請於報名時特別注意個人的時間安排。

7.�各參加者請於第一堂上課時帶備收據，以便本會所職員核對。

8.�各參加者須遵守會所內一切守則，愛護公物，尊師重道；否則本會所可終止其上課之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如

有損壞任何公物，須照價賠償。

9.�在特殊情況下，本會所可能更改導師、時間、地點或內容；若活動有所更改或取消，本會所會在擬定舉辦日期前一

星期通知參加者。

10.�活動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額滿即止。

11.�如有意見，歡迎來函或致電2778�2727與主任或當值同工聯絡。

制服小組

日期：逢星期六
�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休會 )
時間：12:15nn-2:15pm
地點：本會所 / 戶外
對象：10 歲 -15 歲
內容：野外技能、步操訓練、
� 手工藝製作、家務技能、
� 社會服務、宿營等。
名額：20 人
費用：每季 $80
查詢：PooH�Miss

日期：逢星期六
�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休會 )
時間：2:30pm-4:30pm
地點：本會所 / 戶外
對象：6 歲 -10 歲
內容：步操訓練、手工藝製作、
� 家務技能、宿營等。
名額：40 人
費用：每季 $80
查詢：PooH�Miss

小童軍團
日期：隔星期六
時間：3:00pm-4:1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5 歲 -8 歲兒童
內容：身心發展活動、生活
� 學習體驗，使兒童快樂
� 健康地成長。
費用：每季 $180
查詢：陳 Sir

幼童軍團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4:30pm-6: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7.5 歲 -9 歲兒童
內容：步操訓練、旅行、宿營、
� 遠足、手工藝製作、
� 救傷、生活技能訓練。
費用：每季 $120
查詢：陳 Sir

香港童軍九龍第48旅

童軍團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6:30pm-8: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1.5 歲 -15 歲男女少年
內容：步操訓練、露營、遠足、
� 救傷、生活技能訓練及
� 考取童軍進度專章等。
費用：每季 $90
查詢：文 Sir

深資童軍團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7:00pm-9: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5 歲 -20 歲男女少年
內容：步操訓練、露營、遠足、
� 救傷、生活技能訓練及
� 考取資深童軍進度專章
� 等。
費用：每半年 $60
查詢：文 Sir

樂行童軍團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7:00pm-9: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20 歲 -25 歲男女少年
內容：訓練及發展樂行童軍活動，輔導團
� 員貫徹精神及發揮個人潛能，考取
� 樂行童軍進度專章等。
費用：每半年 $60
查詢：文 Sir

九龍第88快樂小蜜蜂隊
目的：鼓勵女孩子發展多方面興趣，培養個人良好品格。
日期：逢星期六 (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休會 )
時間：10:30am-12:00nn
地點：本會所 / 戶外
對象：升 K2- 升 K3
內容：1)�分 2 級，每級以 8 個小單元進行。
� 2)�中班：K2�(快樂、健康、乖乖、有禮整潔、合群愛同伴、能幹、

環保及良好公民 )
� 3)�高班：K3 ( 快樂、健康、竭盡所能、毅力、樂於助人、為

他人設想、環保大使及良好公民 )
� 4)�凡完成各級個別單元活動，每位快樂小蜜蜂可獲領袖簽發

証書，在証書上貼上有關貼紙，以示鼓勵。
費用：每季 $100�(用作隊伍恆常活動之用 )
查詢：PooH�Miss
備註：

1)��參加者需進行面談，讓她們及
家長能多些了解本隊的活動和
訓練內容。

2)��參加者入隊後，領袖再與家長
相討買制服、訓練套包事宜。

查詢

蜜蜂隊
面興趣，培養個人良好品格。
個星期六休會 )

全年收生，

每年5月15 日截止，

6月面試

西九龍第22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22小女童軍隊

* 報名者如未滿6歲，須有最少1位6至24歲

 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跳出框框；退一步想，換來海闊天空 記住抬頭看星而不是低頭看電話7 8



In 1945, the UN established ECOSOC as one the six main organs. It 
advanc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ffers a unique global meeting 
point for productive dialogues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sectors. 

With the aim to collect the views from the youth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Youth Forum was started in 2012. Youth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vided the platform to gather in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o engage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youth 
delegates, policymaker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share ideas on how to advanc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8 – 9 April this year, our youth member Ms. Tina Chan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delegates to represent the World YMCA to attend the Youth 
Forum, with the theme on “Empowered, Included and Equal”. The 20 members 
YMCA delegation led by Mr. Carlos Sanvee, Secretary General of World Alliance of YMCA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with UN 
offi cial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delegates to exchange idea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and its impacts on young people.

To achieve a better and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or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re set by 
the UN in 2015. In the youth forum, the following 5 SDGs were discussed:

Goal 4 Quality Education: Ensure both girls and boy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equal access to technical or tertiary education.
Goal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ustain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and at least 7% GDP growth per annum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romote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decent job creation etc.
Goal 10 Reduced Inequality: progressively achieve and sustain income growth of the bottom 4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at  
a rat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s well as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of all.
Goal 13 Climate Action: Strengthen adaptive capac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in all countries,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in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improve edu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daptation, impact reduction and early warning.
Goal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 Signifi cantly reduc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death rates everywhere, especially 
on children;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With the mission to strengthen youth leadership and expanding the global horizon for the youths,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World YMCA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o engage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exchanges, as we believe our young lea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working with the YMCA movement to 
contribute in achieving the SDG by 2030.

2019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Youth Forum

World at a glance
Tina Chan, Youth Representative, The Council of YMCAs of Hong Kong

為有需要人仕提供專業輔導服務。面談中，輔導員透過積極

聆聽和陪伴，與案主在困難中同行，共同探索問題根本，一同尋

找處理問題的方法，以達致更快樂和豐盛的人生。輔
導
服
務

我們的輔導目的是協助案主：

1. 了解自身的困難及困惑

2. 加深自我了解

3. 提升人際關係

4. 提升自信心

5. 為自己作出更好的選擇及決定

6. 更能達到一致性、最理想的精神狀態

服務對象：

6-24歲會友及其家人

歡迎致電查詢，所有查詢

及個案內容絕對保密。

要詳談失去的，不如笑談得到的要詳談失去的，不如笑談得到的幸福，從心開始，從現在開始 幸福的人 109



青少年支隊活動

創意‧義工領袖訓練
活動編號：22/193/002

日期： 訓練及活動籌備日 :�21/9、28/9、5/10、�

12/10、19/10、26/10�( 逢六 )

��������服務日 :�待定

時間： 4:30pm-6:00pm

地點： 本會所 / 深水埗區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學習不同領袖類型和領導技巧、認識創意思

維�。探訪弱勢社群，了解社區人士的需要�，

並學習資訊科技，如 VR、手機互動程式、煮

食技巧等，就不同組群需要，由參加者自行

策劃及推行創新義工活動。

費用： $20

名額： 12 人

負責同工：Sammi�Miss

"義匠"�青年義工維修隊�
活動編號：22/193/001

日期： 視乎服務者需要

時間： 視乎服務者需要

地點： 深水埗區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 深水埗區隱藏了很多生活困難和危機的家庭

而不自知，義工收到協助訊息後就會出動探

訪家庭，提供合適支援。

費用： 全免

名額： 10 人

負責同工：游家雅�( 游 Sir)

初一十五：探訪獨居長者�義工活動
活動編號：22/193/003

日期： 每逢舊曆初一十五

時間： 待定

地點： 本會所 / 深水埗區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 定時探訪長者，送愛送暖。

費用： 全免

名額： 不限

負責同工：Sammi�Miss

Youth�Busking�Zone
活動編號：22/193/004

日期：  2/9-31/12�(報名時與社工商討 )������

時間：  每節不少於 1 小時�(實際時間與社工商討 )

地點：  本會所樂人谷 band�房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  提供 band�房及基本器材予有興趣夾 band 的

青少年，從中分享音樂和夢想。

費用：  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備註 :   參加者將獲邀請進一步參加中心演出或音樂

訓練活動��

Music�Corner�
活動編號：22/193/006

日期：27/9、25/10、29/11、27/12( 逢五 )������

時間：8:00pm-9:30pm

地點：本會所大堂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由青少年一手一腳設計籌備，於中心大堂舉

行不同主題小型音樂會，展現唱歌 / 玩樂器等

才能，並定期邀請嘉賓作表演，並設有即時

點唱環節。

費用：全免

名額：50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備註 : 參加者將獲邀請進一步參加中心音樂訓練活動��

舞林大會
活動編號：22/193/005

日期： 2/9-31/12�(報名時與社工商討 )������

時間： 每節不少於 1 小時�(實際時間與社工商討 )

地點： 本會所舞蹈室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 提供舞蹈室予有興趣跳舞的青少年，從中分

享音樂和夢想。

費用： 全免

名額： 30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備註 :��參加者將獲邀請進一步參加中心演出或舞蹈

訓練活動

音樂Free�Jaming
活動編號：22/193/007

日期： 6/9-27/12�(逢五 )������

時間： 每節不少於 1 小時�(實際時間與社工商討 )

地點： 本會所樂人谷 band�房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 定期於 band�房相聚一刻，交流最新最潮流

行音樂，分享唱歌比賽和表演心得，並定時

邀請樂手作伴奏，體驗夾 band/Busking/ 錄

Cover 的樂趣，輕鬆度過難忘音樂之夜，更有

機會一同外出欣賞不同 Busking 和音樂演出。

費用： 全免

名額： 20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備註 : 參 加 者 將 獲 邀 請 進 一 步 參 加 中 心 Music�

Corner 演出或音樂訓練活動�

��「動‧起來」運動小隊
活動編號：22/193/008 

日期：20/10-28/12�( 逢六 )������

時間：按不同運動項目而定

地點： 本會所 /�戶外/ 體育館�(按不同運動項目而定 )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按青少年不同才能，一齊享受不同運動包括

健身訓練、行山�、單車、球類活動、桌球、

跑步、射擊等帶來的樂趣，一邊快樂一邊強身

健體。

費用：$80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游家雅�( 游 Sir)

生活上有一個重要的幸福原則，就是千萬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不要以惡小而為之11 12



這就是街舞：Locking達人
活動編號：22/193/014

日期：6/9-22/11( 逢五 )

時間：8:00pm-9:30pm

地點：本會所舞蹈室

對象：13-24 歲

內容：學習街舞之一�鎖舞�(locking) 此舞種，強健體

能及身心體魄、訓練音樂感及身體協調，並

可組成舞團作公開表演及比賽，提升自信。�

費用：$150

名額：20 人�

負責同工：Stephen�Sir

Name�of�Activity:
EM�Youth�Groups
Code :  22/193/016
Date :  9-12/2019(weekday)
Time :  7:00pm-8:00pm
Venue :  YMCA Shek Kip Mei Centre
Target :  EM Youth aged 12-24
Content :  EM Youth Groups aim a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EM youth to explore more 
in society and build up social supporting 
network.

Fee :  Free
Quota :  8 EM Youth
Contact Staff : Mr. Vincent Yau

VR�虛擬實境�X�手機應用程式初體驗
活動編號：22/193/013�

日期：10/10-31/10�(逢四 )������

時間：8:00pm-9: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帶上 VR 眼鏡，配合手機應用程式，透過體驗

不同類型的 VR 遊戲和影片，了解科技帶來的

樂趣和應用。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這就是街舞：Hip�Hop達人
活動編號：22/193/015

日期：4/9-20/11( 逢三 )

時間：8:00pm-9:30pm

地點：本會所舞蹈室

對象：13-24 歲

內容： 學習街舞之一自由式街舞 (Hip�Hop)此舞種，

� 強健體能及身心體魄、訓練音樂感及身體協

調，並可組成舞團作公開表演及比賽，提升

自信。

費用：$150

名額：20 人�

負責同工：Stephen�Sir

手機挑戰：香港遊綜
活動編號：22/193/010�

日期：訓練日 :�10/9、17/9、

� �任務日 :�22/9、20/10、17/11、20/12( 日 )������

時間：訓練日 :�7:00pm-8:00pm

� �任務日 :�2:00pm-�6:00pm

地點：全港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學習基本拍攝技巧和手機程式應用，遊走香港

不同地區，包括大澳和赤柱等，完成手機任

務，並製作相冊，於中心展出。

費用：$20

名額：12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Sammi�Miss

備註 :�參加者需自費車資

�「激‧火」籃球小隊
活動編號：22/193/009�

日期：11/9-27/12�(逢三 )������

時間：7:00pm-�8:30pm

地點：石硤尾邨籃球場��

對象：12-18�歲青少年

內容：定期一同進行籃球活動和體能訓練，鍛鍊體

格，建立團隊精神。

費用：$30

名額：15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游家雅�( 游 Sir)

備註 :�參加者將獲邀請參與區內不同比賽

�「秋‧聚」BBQ
活動編號：22/193/011�

日期：27/10�( 日 )������

時間：11:00pm-�6:00pm

地點：西貢燒烤場�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在秋季燒烤相聚，互吐心事，舒緩學業或工

作壓力。

費用：$80

名額：12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The�Game又�Go�On-�
團體遊戲/Boardgame小組
活動編號：22/193/012�

日期：6/9-27/12( 逢五 )������

時間：8:00pm-�9: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有多少個晚上手機遊戲陪伴你 ?�放下手機，

在這小組參與團體遊戲。玩團體遊戲會是認

識新朋友，學習溝通，提升專注力的好平台。

費用：$20

名額：12 人

負責同工：Michael�Sir

然後拼命的做心善則到處天堂13 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活動編號：22/193/017

日期：2019 年 9 至 12 月份

時間：活動推行之時間

地點：因應實際活動而定

內容：1.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稱 AYP）於 1961 年成立。獎勵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性的嘉許制度，讓

14 至 24 歲的青年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的精神。

2.�獎勵計劃的目的是協助青年人善用餘暇去發奮自勵、挑戰自己、服務別人，並作為那些關心

青年人發展的團體和人士的指南。

3.�一直以來，本港的獎勵計劃很榮幸獲得歷屆香港總督及特區行政長官於在位其間出任贊助人

及頒發金章獎狀，以表彰得獎者及義工們所付出的努力及貢獻。

費用：全免

名額：16 人

負責同工：游家雅 (游 Sir)

備註：本計劃只限年齡介乎十四至二十四歲的青年人參加。參加者完成下列各科目便能獲頒獎章：

服務科�/��技能科�/��野外鍛鍊科�/��康樂體育科�/��團體生活科

獲取獎章之最低年齡規定為：

銅章級：所有參加者�十四歲半

銀章級：已獲銅章者�十五歲半

������������直接參加者�十六歲

金章級：已獲銀章者�十七歲

������������直接參加者�十七歲半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青年議會�呈獻

50周年青年議會盃-水上競技賽
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時間：14:00-20:00

地點：獅子會－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

內容：1. 水上競技賽

� ��2. 競賽頒獎

� ��3.�BBQ聯誼

費用：$80

負責同工：游家雅（游 Sir)

備註：1. 每隊隊員數目：4-6 人

� ��2. 隊員年齡：16-30 歲

� �3. 組數限：8 組

*��參加者必須為青年會會友

美食好煮義�
活動編號：22/193/019

日期：訓練及活動籌備日 :�5/10、12/10、

� 19/10、26/10�( 逢六 )

� 服務日 :�2/11�( 六 )

時間：11:00am-12: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青少年

內容：透過美食及學習成為義工，服務社區。烹飪

內容包括 :�雪糕班戟、朱古力曲奇、麥西哥

卷等

費用：$100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Sammi�Miss

車、仔、面
活動編號：22/193/018

日期：2019 年 9 至 12 月份

時間：10am-10pm�

地點：因應實際活動而定

內容：車 = 隨意來到會所，社工就你方便；仔 = 你

們及你嘅朋友仔；面 = 見面詳談你想攪嘅活

動，我會盡力滿足及完成你想完成的活動，

包括：時、地、人及 $$$。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游家雅 ( 游 Sir)

備註：凡青年有數人者，有諗頭，又有活動想攪，

諗得出也可以 ! 歡迎來找我傾呀 ! 我會盡力

完成你嘅願望 !

閨蜜打卡熱點�
活動編號：22/193/020

日期： 28/9、5/10、12/10、19/10、26/10�( 逢六 )

時間： 2:30-5:30pm

地點： 本會所

對象： 12-24 歲青少年

內容：�走訪打卡熱點包括 : 西營盤藝術長廊、彩虹籃

球場、PQM 元創坊、西環貨運碼頭、石澳彩

色屋、然後學習運用即影即有相機及利用手機

APP 製作電子相簿。�

費用： $50�

名額： 8 人

負責同工：Sammi�Miss

備註 :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及智能手機

生活仍有很多可能樂觀的人看見機會15 16



心態。決定境界

人們對「職業」這個詞語，一般都認為與年幼的兒童無關，但其實僱主要求的許多技能，例如良

好的工作習慣、責任感、有效的人際關係、良好的語文能力、具創意的思維等等，均自幼兒階段開始

培養和發展。從這個角度而言，職業發展應從小學低年級開始，並隨着兒童的性格成長而不斷進行。

身為父母，你可以做些甚麼，讓孩子為日後投身職業世界做好準備？

* 參考節錄自教育局生涯規劃網頁

本年度兒童及家庭工作隊會推行童夢生涯計劃，透過不同形式的體驗式學習及小組活動

訓練，讓6-12歲兒童更了解自己，釐清自己的目標與理想，及了解社會現況，掌握職場的

資訊及要求，讓兒童可以有目標地作出部署；並有助兒童在將來有能力面對不同的職場環境。

提早給予兒童探索，全面計劃未來的職場人生 !

而計劃會分七個範疇推行，包括 :

1. 運動歷奇  2. 科學探究  3. 環保生態  4. 健康博學

5. 才藝創作  6. 紀律實務  7. 社會服務

理念目標
- 預備兒童了解自己

- 裝備他們認識世界

- 加強他們創造優勢

這就是街舞：Hip�Hop小強人
活動編號：21/193/001
日期：4/9-20/11�(逢三 )
時間：5:00pm-6:30pm
地點：本會所舞蹈室
對象：6-12 歲
內容：學習街舞之一自由式街舞 (Hip�Hop) 此舞種，

強健體能及身心體魄、訓練音樂感及身體協調，
並可組成舞團作公開表演及比賽，提升自信。�

費用：$150
名額：20 人�
負責同工：Stephen�Sir

這就是街舞：Locking小強人
活動編號：21/193/002
日期：6/9-22/11�(逢五 )
時間：5:00pm-6:30pm
地點：本會所舞蹈室
對象：6-12 歲
內容：學習街舞之一鎖舞 (locking) 此舞種，強健體能

及身心體魄、訓練音樂感及身體協調，並可組
成舞團作公開表演及比賽，提升自信。�

費用：$150
名額：20 人�
負責同工：Stephen�Sir

足球小子(秋)
活動編號：21/193/003
日期：21/9、28/9、5/10、12/10、19/10、
� 26/10、2/11、9/11�(逢六 )
時間：2:15pm-3:45pm
地點：本會所及附近足球場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透過足球技術、知識訓練、攻略及小型比賽等，

提升兒童合作性和鬥志。
費用：$100
名額：12
負責同工：陳 Sir
備註：運動裝束、自備食水

運動歷奇

兒童及家庭支隊活動

籃球火�(秋)
活動編號：21/193/004
日期：21/9、28/9、5/10、12/10、19/10、26/10、
� 2/11、9/11�(逢六 )
時間：4:30-5:45pm
地點：本會所及附近籃球場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透過籃球活動鼓勵參加者參與體育活動以鍛鍊個人
� 體魄，從中學習與人相處及團體合作之正確態度。
費用：$100
名額：12
負責同工：陳 Sir
備註：運動裝束、自備食水

聖誕夜遊維港
活動編號：21/193/005
日期：20/12�( 五 )
時間：4:30-9:30pm
地點：尖沙咀 / 中環
對象：小四至小六
內容：夜遊尖沙咀及中環，欣賞兩岸夜景和歡渡聖誕
費用：$60�(包茶點，自備舟車費 )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文 Sir

心態。決定境界脾氣不要大於本事心態。決定境界17 18



�「環」我童真手工樂
活動編號：21/193/009
日期：7/9�( 六 )
時間：2:00-4:00pm
地點：石硤尾會所
內容：製作環保酵素、環保小手工等
對象：6-12 歲
費用：全免
名額：25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
備註：鳴謝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創意機關玩具
活動編號：21/193/006
日期：21/9、28/9、5/10�( 六 )
時間：2:30-4: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動手做創意機關玩具，學習機關的

科學原理，並發揮創意
費用：$30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

手游認知地區多ＤＤ
活動編號：21/193/007
日期：13/11、20/11、27/11/2019�(逢三 )
� 7/12/2019�( 六 )
時間：8:00pm-9:00pm /2:30pm-4:30pm
地點：本會所、深水埗區
對象：小四至小六學生
內容：透過手機電搜索地區資源，並親自地區

考察，從而認識社區特色，發揮各人創
意和合作

費用：$20�(包飲品 / 小食 )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文 Sir
備註：自備電話

�「環」我童真海岸行
活動編號：21/193/011
日期：6/10�( 日 )
時間：8:30am-4:30pm
地點：海下灣海岸公園、塔門等
內容：乘玻璃船於海下灣觀賞珊瑚、塔門「呂字

疊石」、海鮮午餐
對象：6-12 歲
費用：全免
名額：25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
備註：鳴謝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LNT山野「童」樂記�–�八爪魚遊蹤
活動編號：21/193/013
日期：24/11�( 日 )
時間：9:00am-5:00pm
地點：灣仔峽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透過灣仔峽遠足，讓參加者一來可欣賞港島

南部水光山色，二來可學習�Leave�No�Trace
��(山野不留痕 ) 概念，學習愛護環境。

費用：$60�(費用已包括午膳費用 )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Maxine�Miss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
� 交通費用及食水

我與Zenbo有個約會
活動編號：21/193/008
日期：19/10、16/11、7/12�( 六 )
時間：2:30-3: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小一至小四
內容：Zenbo 為一部智慧型機械人，個子矮小，表情多多，十分

可愛，透過與兒童互動，提升其對故事學習的興趣。
費用：$30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

綠色生態遊
活動編號：21/193/010
日期：2/11/2019�( 六 )
時間：9:00-4:00pm
地點：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大埔海濱公園
對象：小四至小六學生
內容：透過環保參觀活動，實地考察多個生態景點及
� 環保設施，增進課堂外環保知識
費用：$60�(包午餐，舟車費自備 )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文 Sir
備註：自備食水及毛巾

科學探究

「「「環環 我童真手工

環保生態

戲詠嶺南�–�粵劇小達人�
(9至12月)
活動編號：21/193/012
日期：8/9-29/12( 逢日 )
時間：12:00nn-1: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 至 11 歲
內容：粵劇基本功 – 唱打念做的訓練，
� 表演活動及義工服務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鍾 Sir
備註：1.�實際上課日子或會因應表演活動而
� ����加減，詳細將於課堂公佈
� 2.�需自備技巧鞋出席

戲詠嶺南�–�全港學屆朗誦節2019
活動編號：21/193/014
日期：20/10( 初賽 )、3/11( 決賽 )
時間：
地點：本會所 ( 初賽 )�及�油塘大本營( 暫定�/�決賽)
對象：6 至 11 歲
費用：$50
名額：200
負責同工：鍾 Sir
備註：1.�報名及出席初賽將可獲參與証明
� ����及 $50 元書卷。
� 2.�比賽詳情將於 9 月初公佈，詳情請留意
� ���本會所網頁公佈。

健康博學

趁心中仍有火，趁身體還未老 不需要很厲害才能開始，但你需要開始才會變得厲害19 20



��「童」創小天地
活動編號：21/193/018

日期：7/9、21/9、28/9�( 六 )�(14/9暫停 )

時間：5:00-5:4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5 至 7 歲�(如參加者未滿 6 歲，必須有 6 至 24

歲本會會友為直系親屬，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內容：面對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 讓兒童學習多方面思

考，發揮無限想象空間，透過不同的遊戲，讓

參加者嘗試合作，表達自己意見和感受，提升

自信心，同時發揮創意。�

費用：$30

名額：6 人

負責同工：PooH�Miss

百變「魔」童創新「義」-
魔術義工訓練�(9-12/2019)
活動編號：21/193/019
目的：藉著魔術學習，練習兒童成為魔術小義工，將所學到

與人分享及表演，展示學習成果，同時讓參加者感到
發揮所長的成功感，提升自信

日期：小組訓練20/9-27/12�(隔五，共6堂，部份日子暫停)、
外出服務�(待定 )

時間：5:00-6:00pm
地點：本會所及本區
收費：$90
對象：小二至小六
名額：12 人
內容：魔術義工訓練、學習魔術製作魔術道具及表演技巧，

外出表演服務等�
負責同工：茵 Miss
備註：參加者所累計之義工時數會參加社會福利署及本會之

義工獎勵計劃

NERF�GUN�戰術射擊訓練進階

(19/10-12)
活動編號：21/193/022

日期：10/10、17/10、31/10、15/11、29/11、

� �6/12、13/12�(逢四 )

時間：8:00pm-9: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曾於本會所參加 NERF�GUN之會友

內容：NERF�GUN�戰術射擊訓練

費用：$200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鍾 Sir

冰飲創意diy
活動編號：21/193/020

日期：1/11、8/11、15/11�( 五 )

時間：5:00-6: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小三至小六

內容：透過製作冰飲和發揮創意和合作

費用：$40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文 Sir

才藝創作

小朋友學有品
活動編號：21/193/021
日期：8/10、15/10、22/10、5/11、12/11、
� 19/11、29/11�( 二 )�(29/10暫停 )
時間：4:45�pm-5:4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5至7歲�(如參加者未滿6歲，必須有6至24歲本會

會友為直系親屬，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內容：良好品格應從小培養，活動讓孩子從遊戲中學習，

了解不同的道理，學習彼此尊重，建構正面特質，
每節以小故事作主題，讓兒童學習自理到與人相處，
從小培養良好品格。

費用：$140
名額：6 人
負責同工：PooH�Miss

紀律實務

��「童」燒烤遊記
活動編號：21/193/015
日期：13/10�( 日 )
時間：9:00am-5:30pm
地點：西貢燒烤場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秋天正是適合 BBQ 的季節，一同到郊外

BBQ，既可享受自己親自烹調之美食，又
可親近大自然。

費用：$80�(已包括燒烤費用 )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Maxine�Miss、Stephen�Sir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用及自備食水

��「童」野餐
活動編號：21/193/017
日期：15/12�( 日 )
時間：10:00am-6:00pm
地點：佐敦谷公園
對象：小二至小六
內容：透過野餐，讓參加者享受大自然，舒緩學業之壓力，
� 渡過愉快的一天。
費用：$80�(已包括午膳及風箏費用 )
名額：10 人
負責同工：Maxine�Miss、Stephen�Sir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用及食水

��「童」情緒做好朋友
活動編號：21/193/016

日期：3/12、10/12、17/12、24/12�( 二 )

時間：4:45-5:4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 至 8 歲

內容：從遊戲中讓參加者認識不同的情緒，並透過

小手工學習正確的舒壓方法，學習與情緒做

好朋友。

費用：$80

名額：6 人

負責同工：PooH�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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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Fun�Class-After�
School�Stress�Release�
Class�2
Code : 21/193/023
Date : 9-12/2019 (weekday)
Time : 5:00-7:00pm
Venue : YMCA Shek Kip Mei Centre
Target : EM Children aged 6-12
Content : After School Stress Release Class 

aims a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members to contact more in Chinese,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themselves.

Fee : $40
Quota : 20 EM Children
Contact Staff : Maxine Miss

Fun�Fun�Class-Girls�Team�

(EM�Girls)�
Code :  21/193/025
Date : 9-12/2019  (Saturdays)
Time : 11:30am-12:15pm
Venue : YMCA Shek Kip Mei Centre
Target : EM Girls aged 6-12
Content : Fun Fun Class-Girls Team aims a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girls to explore more in 
society in order to enhanc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themselves. 

Fee : Free
Quota : 12 EM Girls
Contact Staff  : Maxine Miss

Code : 21/193/024
Date : 9-12/2019 (Saturdays)
Time : 10:30-11:15am
Venue :  YMCA Shek Kip Mei Centre
Target :  EM Boys aged 6-12
Content : Fun Fun Class- Boys Team aims a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boys to 
explore more in society in order to 
enhanc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themselves. 

Fee :  Free
Quota :  12 EM Boys
Contact Staff  : Maxine Miss

愛「深」義探團 - 中秋篇
活動編號：21/193/026

日期：8/9�( 日 )

時間：10:30am-1:30pm

地點：本會所、石硤尾邨 / 白田邨

對象：小一至小六會友及家庭

內容：透過探訪服務，送贈中秋月餅，為區內獨居

� 及雙老長者送上祝福，一同渡過中秋。

費用：全免

名額：30 人

負責同工：Maxine�Miss、茵Miss、文 Sir

備註：參加者所累計之義工時數會參加社會福利署

� 及本會之義工獎勵計劃

愛「深」義探團-聖誕篇
活動編號：21/193/028

日期：15/12�( 日 )

時間：10:30am-1:30pm

地點：本會所、石硤尾邨 / 白田邨

對象：小一至小六會友及家庭

內容：透過探訪服務，為區內獨居及雙老長者送上

祝福，歡渡聖誕。

費用：全免

名額：30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文 Sir

備註：參加者所累計之義工時數會參加社會福利署

及本會之義工獎勵計劃

Cheer�up!�義工小隊
活動編號：21/193/027

日期：逢星期六�(�每月頭一星期六暫停)

時間：4:45pm-5:45: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升小二至小六會友

內容：透過定期聚會，一同遊戲及分享樂趣事物，

更讓隊員親自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或小手工，

在快樂中學習籌備義工服務，更會實踐計劃

於會所的大堂擺放攤位，讓隊員體驗服務

樂趣。

費用：全免�

名額：8 人

負責同工：PooH�Miss

親子聖誕露營團
活動編號：21/193/030

日期：21-22/12�(六至日 )

時間：21/22�10:30am-22/12�4:00pm

地點：營地 ( 待定 )

對象：親子 ( 當中必須有六歲或以上兒童參加 )

內容：讓本地家庭一同參與及享受露營、戶外烹飪樂

趣，一同共享親子時光，共渡聖誕。

費用：$150/ 一位 ( 已包括旅遊巴、露營基本營具及

膳食費用 )

名額：50 人

負責同工：茵 Miss、Maxine�Miss、文Sir

備註：此活動擬申請基金資助，若成功申請，費用將

會下調，參加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以享用

營地遊樂設施

親子燒烤「營」新年�
活動編號：21/193/029

日期：29/12�( 日 )

時間：9:30am-5:00pm

地點：政府營地 ( 待定 )

對象：親子 ( 當中必須有六歲或以上兒童參加 )

內容：讓本地家庭一同參與及享受營地各遊樂設施、

� 燒烤，一同共享親子時光，共渡聖誕。

費用：$100/ 一位 ( 已包括旅遊巴、日營及燒烤包費用 )

名額：54 人

負責同工：Maxine�Miss、文Sir

備註：此活動擬申請基金資助，若成功申請，費用將會

下調，參加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以享用營地

遊樂設施

社會服務 家庭活動Fun�Fun�Class-Boys�Team
(EM�Boys)�

凡事放鬆心情，對人對己都不必太嚴厲 給七分表現的孩子，十二分的讚美23 24



服務內容
‧功課學習指導� � ‧個人輔導服務� �����‧茶點� � � � � � �

‧成長小組活動� � ‧不定期戶外活動等��‧生日會

服務簡介
為在職父母或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協助
家長照顧子女，使家長可安心工作。同時幫助兒童的多元智
能發展，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個人價值觀念及良好的品格。

服務查詢
2778 2727� 鍾Sir�/�妍Miss

服務對象
小學生

申請手續
請親臨本會所填及交申請表，
稍後將會個別通知面試。

服務備註
本服務部份名額將按社會福利署所訂定的指引，
為有需要的家庭進行經濟需要評估，按指引給予全費
或半費減免津助。如有需要者，可向本會所職員查詢

課餘託管服務 /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

加強課餘託管
‧上課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3:0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星期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非上課日�：不包括政府法定假期��上午9:00 至下午 7:00

�������������������$3234�/�每月（包茶點，不包括午膳及晚膳）

課餘託管
‧星期一至五

‧3:00pm�-�6:30pm�

���$900�/�每月（包茶點）

服務時間及費用

恆常訓練程序
注意事項：
1.� 凡報讀訓練程序者，必須申請成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之會友。
2.��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訓練程序均於本會所進行，並以廣東話授課。
3.��上述各項訓練程序均遵守本會所訂立的活動報名方法、退款方法、

颱風及暴雨警告下活動安排。
4.��如因天氣關係導致訓練程序取消，本會所將不作補堂或退費。
5.� 鋼琴訓練程序的參加者如需請假，必須於一星期前以書面形式請

假及遞交證明文件，本會所收到才得以辦理補堂事宜。
� 唯鋼琴訓練程序的參加者每月只可獲補堂一次，如於一個月內請

假多於一堂，其餘堂數均不獲補堂。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時間 名額 活動內容 對象 費用

進步系列

功課研習
逢星期一

至五

4:30pm-

6:30pm
6

負責教導兒童完成功課，協助解決他們功

課上的疑難。
小一至小六

每節 $60

( 按月收費 )

英語童遊小故事

逢星期六

2:30pm-

3:30pm

12

透過不同的精彩故事及互動形式，包括角

式扮演、對答等，激發小朋友的想像力，

讓他們欣賞不同的故事，從而更願意聽和

講英文，培養英語的興趣。
5-7 歲

$600

(8 堂 )

幼兒英語遊戲

(A)

3:30pm-

4:30pm

每節設有不同主題，如野餐、旅行、運動

會等，透過生動有趣的活動，如遊戲和唱

歌等，提升參加者的英語聆聽、說話及認

字能力。

運動系列
少年跆拳道 (A) 逢星期四

7:00pm-

8:30pm
20

跆拳道不單是韓國一種傳統武術、自衛

術和體育運動。學習跆拳道有助參加者

發揮潛能，建立自信心。透過有氧與無氧

系統的訓練，有助提昇體能及注意力。����������

(* 上課時需穿著道袍，道袍由導師代購 )��������������������������������������������������������������������������

5-12 歲

每月 $300�������������������������������

(不論堂數，

統一收費。)

少年跆拳道 (B) 逢星期五

少年跆拳道 (C) 逢星期二

少年跆拳道 (D) 逢星期六
5:30pm-

7:00pm

少年及青年

跆拳道
逢星期五

8:30pm-

10:00pm
20

教授傳統及現代跆拳道踢腿、對拆、套

拳、搏擊技術、破擊及自衛術。透過晉

升 測 試， 有 助 參 加 者 考 取 認 可 證 書。

(* 屬少年跆拳道的進階課程。)

(* 上課時需穿著道袍，道袍由導師代購 )����

10-14 歲

6.��除鋼琴訓練程序外，參加者於其他訓練程序請假或缺席均不
設補堂。

7.��本會所設有琴室租用服務，只供會友練習之用，不得作教學
用途。

8.� 若參加者修畢上述各項訓練程序，欲向本會所申請證書，由
2018年12開始，每張證書手續費為港幣二十元正。

*�如有任何疑問，可於會所辦公時間致電本會所與陳Sir聯絡
� (2778�2727)。

* 報名者如未滿6歲，須有最少1位6至24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幸福的人 不要計較別人給自己多少掌聲，先給自己一些掌聲吧25 26



恆常訓練程序

鋼琴收費表
初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六級 七級 八級

30mins $105 $110 $115 $120 $150 $155 $160 $165 $170

45mins $155 $165 $170 $180 $225 $230 $240 $245 $255

60mins $210 $220 $230 $240 $300 $310 $320 $330 $340

運動系列

中國舞等級考試
課程三級

逢星期一

7:00pm-
7:45pm

12

本課程主要為初學中國舞的參加者打基
礎，認識身體。
1.��主要訓練對身體各部位進行鬆弛、伸

展、柔軟度和靈活運動的初步訓練，以
及認識身體部位的左與右。

2.��認識音樂節拍，培養參加者按節拍做動
作。

3.��培養兒童愉快學習舞蹈心態，對中國舞
蹈的興趣的熱愛。

*��出席率需滿85% 方可參加考試。
*��完成考試後可獲頒發公開認可證書。

5-6歲
*�需於2019年6月30日

前滿6歲方可參加

每節 $70
( 按月收費 )

中國舞等級考試
課程四級

6:15pm-
7:00�pm

6-7歲
*�需於2019年6月30日

前滿7歲方可參加

中國舞等級考試
課程一級

逢星期四

6:00pm-
6:45�pm

4-5歲
*�需於2019年6月30日

前滿5歲方可參加

中國舞等級考試
課程六級

6:45pm-
7:45pm

8-10歲
*�需於2019年6月30日

前滿9歲方可參加

每節 $80
( 按月收費 )

兒童 Jazz
體驗課程

逢星期二
6:00pm-
6:45pm

爵士舞是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
舞步揉合著剛與柔的特性。爵士舞節奏本
身比較強勁、是充滿動感、靈活、和富趣
味的肢體活動。

5-6歲
*�需於2019年6月30日

前滿6歲方可參加

每節 $70
( 按月收費 )

藝術系列

兒童綜合畫 (A)

逢星期一

5:00pm-
6:00pm

18

學習利用不同顏料的技巧，繪畫不同形態
的物件。(* 參加者需自備畫簿。)

5-7 歲
每節 $55

( 按月收費 )
兒童綜合畫 (B)

6:00pm-
7:00pm

漫畫素描綜合畫
7:00pm-
8:00pm

利用鉛筆及水溶木顏色，繪畫漫畫人物造
型等。(* 參加者需自備畫簿。)

8-14 歲

創意藝術 :�����������������
幼兒探索號

逢星期二
4:45pm-
5:45pm

12

由經驗視藝導師設計課程，配合兒童發展
的需要 , 以引導為教學原則，不臨摹不抄
畫。透過多元化主題（動物、欣賞藝術家
等）和不同媒介（油粉彩、水彩、黏土、
拼貼等），增強觀察力和認知，發揮想像
力和創意，提升兒童自信對創作興趣。
（自備圍裙，油粉彩 25 色）

4-6 歲
每節 $55

( 按月收費 )

創意藝術 :��������������
兒童奇遇號

逢星期二
6:00pm-
7:00pm

15 6-9 歲
每節 $55

( 按月收費 )

創作！大膽造 逢星期二
7:00pm-
8:00pm

15

透過多元化的主題，同時配合不同媒介和
創作方法（拼貼，繪畫，黏土等），讓參
加者享受創作的樂趣之餘，亦能提升創作
技巧。課程重視啟發創意，讓兒童相信自
己的創意和能力，從而提升自信和正面思
維。�(*參加者需自備畫簿、畫筆。)

7-10 歲
每節 $55

( 按月收費 )

幼兒繪畫 (A)

逢星期六

3:00pm-

4:00pm

15

由專業導師教授基本繪畫及著色技巧，每

課以新主題教授一幅新作品，最後二課為

手工藝課。費用已包括手工藝材料費。

(* 參加者需自備畫筆及畫簿。)

5-6 歲

每節 $50

( 按月收費 )

幼兒繪畫 (B)
4:00pm-

5:00pm

幼兒繪畫 (C)
10:30am-

11:30am

兒童繪畫 (A)
5:00pm-

6:00pm

18

由專業導師教授基本繪畫及著色技巧，每

課以新主題教授一幅新作品，最後二課為

手工藝課。費用已包括手工藝材料費。

(* 參加者需自備畫筆及畫簿。)

7-9 歲

兒童繪畫 (B)
11:30am-

12:30pm

素描及繪畫
6:00pm-

7:00pm

由專業導師教授基本黑白及彩色素描技

巧，八個主題八幅作品，學習混色、線條、

直線及透視等技巧。

(* 參加者需自備畫簿、24 色木顏色，

����HB、2B、4B及 6B 素描筆。)

10-16 歲

圍棋入門課 逢星期三
4:45pm-

7:15pm
12

學習圍棋有助於培養思想品德，可陶冶性

情。由於圍棋變化多，亦可訓練創造思維，

更能培養參加者的耐性。

6 歲

或以上

每節 $100

( 按月收費 )

專業鋼琴教授��������

( 各級新生 )

逢星期一

至六����������

2:00pm-

9:30pm

( 每課半小

時起 )

-

培養學員對鋼琴的興趣與認識。本課程採

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一至八級，由淺入深

個別教授，提高參加者的鋼琴技巧，有助

參加者日後報考各級琴試。

4 歲

或以上

請查閱

鋼琴收費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時間 名額 活動內容 對象 費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時間 名額 活動內容 對象 費用

* 報名者如未滿6歲，須有最少1位6至24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報名者如未滿6歲，須有最少1位6至24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並請於報名時申報。

幸福，從心開始，從現在開始 幸福的人27 28



表示開放或如期舉行����表示停止服務

更改會友資料通知表 會友意見表

歡迎各會友提出對本會所任何意見，並將意見投入
本會所意見箱內，多謝 !

颱風、暴雨警告或超強颱風後
「極端情況」訊號下活動安排

1.�如黃色、紅色暴雨警告或一號、三號颱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照常開放，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如常進行，戶外活

動則參閱(上表)。為以策安全，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

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敬請留意；

2.�如黑色暴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內已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未開始之室內活動

及訓練程序將取消。此外，有需要時會所會安排會友及參加者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年齡於14歲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

家長/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如黑色暴雨警告在會所開放前發出，會所將暫停服務直至警告取消後兩小時照常運作；

3.�如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發出三號颱風警告或已懸掛起紅色/黑色暴雨警告時，在此期間所有會所舉辦之戶外活動將全

部取消，正在進行的戶外活動，亦會在安全情況下折返；

4.�如會所開放時段內天文台發出八號颱風預警，會所將維持開放，正在進行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

或因應實際情況安排作有限度改動。未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全部取消。在途中之會友請不要繼續前往會所，已到達之

會友則會安排在安全情況下離開。年齡於14歲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家長/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

5.�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會所將暫停服務。當以上警告取消後，會所服務將於兩小時後照常運作。但

如政府公佈颱風後「極端情況」，會所將繼續暫停服務至政府取消「極端情況」後兩小時才提供服務。為以策安全，請參加者

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

敬請留意；

6.�如黑色暴雨警告、八號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之取消時間距離會所停止服務時間不足3小時，所有活動及訓練程序將會取

消，會所亦會暫停開放；

7.�如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之活動及訓練程序，本會所恕不作補堂或退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服務 /    
活動類別

暴雨警告訊號 颱風警告 超強颱風後引致

黃色暴雨

警告

紅色暴雨

警告

黑色暴雨

警告
一號颱風

警告
三號颱風

警告
八號或以上
颱風警告

「極端情況」

會所開放

訓練程序
( 不設補堂 ) ( 不設補堂 )

室內活動 取消 / 改期 取消 / 改期

戶外活動 電話查詢 取消 / 改期 取消 / 改期 取消 / 改期 取消 / 改期 取消 / 改期

生活上有一個重要的幸福原則，就是千萬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用笑聲開始每一天吧！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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