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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科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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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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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六�⽂�
  cook ⼀曲
  �紙之�⼈
  三�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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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你識唔識
18.  ��童�
19.  ��⼩童�
20.  ��⼤師
21.  �活蛋DIY(初⼩)
22.  �活蛋DIY(⾼⼩)
23.  彩蛋�⼈A
24.  彩蛋�⼈B
25.  童⼼童�兒童�
26.  童做⼩店主
27.  Chill Child Chef
28.  ⼀⾶沖天去A
29.  ⼀⾶沖天去B
30.  Sing�合唱團
31.  ����驗�
32.  跳出�天�
33.  ���式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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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列表

  抱⼀抱-�少年抱⽯�驗⽇
  室�釣蝦�驗
  Switch �動會
  ⾶��球隊
  密室��
  男⼠形�Leve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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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景製作
  狗狗���
  �⼦陶�杯⼯作坊
  �⼦沙畫��⼯作坊
  �⼦⼟�其�⼯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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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咖��⾨(EmSS)
  ⾯試預��
  每⽉��應⽤�⾨�（A�）
  每⽉��應⽤�⾨�（B�）
  每⽉��應⽤�⾨�（C�）
  基礎咖��⾨
  EMSS⼩型招�會-5⽉
  EMSS⼩型招�會-6⽉
  �緒��質的�秘
  提升孩⼦專注⼒中�療法
  健�伸展�動
「衝破界限」��治療成⻑⼩組

  正�和�意溝�建⽴�密關�⼩組
  �絡世代家⻑��⼩組
  難得⼀�,���傾�講⼩組
  扎�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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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義⼯會
  �⼦和��彩義⼯⼩組
  ⼤⾓仔�⼩義⼯(⼿⼯�)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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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PYTM232400003 �港濕���
想唔想去濕����識⽣�環境? 咁就同我�⼀⿑
去�港濕����賞下唔同嘅動植物啦�

⽇期: 13/05/2023 (六)
�間: 中午12:00 - 下午6:00
費⽤ / ��: $3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 / 14⼈
�點: 本中⼼��港濕���
負責�員: ���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不包括午���⾃
��點�

PYTM232400002  放�� �睇�蟲 �海濱半天�
⼀⿑去海濱��放���玩���參��蟲屋�半天玩盡⼤埔海濱��!
⽇期: 29/04/2023 (六)
�間: 中午12:00 - 下午6:00
費⽤ / ��: $3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 / 14⼈
�點: 本中⼼�⼤埔海濱��
負責�員: 曾��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不包括午���⾃��點�

社���活動報�須知 :
1. 每位參加者只可於�下8個活動 (PYTM232400001 ⾄ PYTM232400008) 中
�報1個活動��1個留�作��報� 
2. 活動�額先到先得 
3. �疫��續�活動�會��並���� 
4. 社�����活動只供社���會員參� 
5. 活動會���會員�額��額各佔⼀半�
6. �會員�於活動⽇期�六個⽉沒�參加社���服��活動 

PYTM232400001 
嘉�理�場春⽇�
⼀⿑去參�嘉�理�場��識⼤⾃��

�賞�了�不同的動植物�

⽇期: 15/04/2023 (六)
�間: 下午1:00 - 5:30
費⽤ / ��: $3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 / 14⼈
�點: 本中⼼�嘉�理�場
負責�員: 馮��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不包
括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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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PYTM232400004『⽲⽥喜⼭』�⼦�
去⽲⽥喜⼭盡�暢玩�享受�⼦�間啦

⽇期: 20/05/2023 (六)
�間: 下午12:30 - 5:30
費⽤ / ��: $100/ 1�
對� / �額: 3-8歲幼兒�家⻑ / 14⼈ (1�兒童�1�家⻑)
�點: 本中⼼�⽲⽥喜⼭
負責�員: 曾��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包括家⻑⼯作坊�活動
不包括午���⾃��點�

PYTM232400008 Hello! ��蟲
你⾒���蟲未? ��蟲都�唔同嘅品種�⼀⿑嚟⾏夜⼭�
�找��蟲同埋其�⼩⽣物�

⽇期: 23/06/2023 (五)
�間: 晚上6:00 - 10:00
費⽤ / ��: $6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家⻑ / 14⼈ (1�兒童�1�家⻑)
�點: 本中⼼�⼤潭郊野��
負責�員: 曾��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包括家⻑⼯作坊�活動不包
括晚���⾃��點�

PYTM232400007
⼩�⼦�端午
⾃⼰動⼿包⽔晶��預��端午��

⽇期: 17/06/2023 (六)
�間: 上午11:00 - 下午1:30
費⽤ / ��: $50 / 1�
對� / �額: 4-8歲幼兒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曾��
�註: 須⾃��物盒�

PYTM232400005 初�沙灘�  
去沙灘除咗⼀⿑堆沙�玩��之��我�仲可�

幫⼿淨灘���啲我�去沙灘暢玩⼀⽇�同�為

��環境出⼀�⼒啦�

⽇期: 27/05/2023 (六)
�間: 中午12:00 - 下午6:00
費⽤ / ��: $3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 / 14⼈
�點: 本中⼼�淺⽔灣泳灘
負責�員: ���
�註: �提供旅�巴往�中⼼ ;活動不包括午���
⾃��點�

PYTM232400006
4-6⽉⽣⽇會
�d來參加屬於我�嘅⽣⽇會啦�
⽇期: 03/06/2023 (六)
�間: 上午11:00 - 中午12:00
費⽤ / ��: $30 / 1�
對� / �額: 3-8歲幼兒 / 14⼈
�點: 本中⼼
負責�員: 陳��
�註: 4-6⽉⽣⽇⼩朋友�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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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PYTM232400009
寶寶學堂: �� X 專注⼒ (�驗�)
����的⽅式讓幼兒學����實證研�表明��可�提⾼��額�的神經�

��從⽽提升其專注⼒�

⽇期: 14/04 - 19/05/2023 (五)
�間: 下午5:00 - 5:45
費⽤ / ��: $400 / 6�
對� / �額: 4-6歲幼兒 / 6⼈
�點: 本中⼼
負責�員: 馮�� (已�������知治療課���� MindfulKids® Certificate)

PYTM232400010
寶寶學堂: 六⾊積⽊ X 執⾏功� (�驗�)
六⾊積⽊活動�����協助發展�提升兒童早期的⼤�執⾏�⼒�

⽇期: 24/05 - 28/06/2023 (三)
�間: 下午5:00 - 5:45
費⽤ / ��: $400 / 6�
對� / �額: 4-6歲幼兒 / 6⼈
�點: 本中⼼
負責�員: 馮�� (��Six Bricks Level 3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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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J23240030 Draw and tell
利⽤�單的�⽂字卡學�⽇常⽣活的詞語或短句�把知識應⽤在繪畫中�

⽇期: 06/05 - 27/05/2023 (�六)
�間: 下午2:15 - 3:15
費⽤ / ��: $250 / 4�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4-6歲幼兒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童�學林合辦

J23240031 ⼩⼿黏⼟�
黏⼟訓練⼿眼協�,技法�為�����,技法�單易學�
幼兒�可�輕易掌握�

⽇期: 06/05 - 27/05/2023 (�六)
�間: 下午3:30 - 4:30
費⽤ / ��: $250 / 4�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4-6歲幼兒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童�學林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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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J23240034 STEAM-科學⼤世界
��實踐動⼿製作科學�型,激發�們的���思
考�質���思�判斷�⾏為�

⽇期: 06/05 - 27/05/2023 (�六)
�間: 上午11:45 - 下午12:45
費⽤ / ��: $350 / 4�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三學⽣ (6-8歲)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童伴合辦

J23240035 STEAM-�狂�⼠
�驗�何在⽇常⽣活中應⽤科學�引��們主動去

思考和�索�提早培��索科學的興��

⽇期: 06/05 - 27/05/2023 (�六)
�間: 上午10:30 - 11:30
費⽤ / ��: $350 / 4�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四⾄⼩六學⽣ (9-11歲)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童伴合辦

J23240033 兒童初�珠⼼�
�合�年�學童的�������實踐珠��培�學童�敏的思考⼒�增強學童的

記憶⼒和�中⼒�

⽇期: 15/04 - 17/06/2023 (�六)
�間: 下午2:15 - 3:15
費⽤ / ��: $440 / 10�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三學⽣ (6-8歲)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楠����限�司合辦�

J23240032 兒童��珠⼼�
珠⼼��幫助⼩朋友掌握�位�計���利於促�計��⼒的提升�

⽇期: 15/04 - 17/06/2023 (�六)
�間: 下午1:00 - 2:00
費⽤ / ��: $440 / 10� (費⽤已包括材���師費)
對� / �額: ⼩⼀⾄⼩三學⽣ (6-8歲)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楠����限�司合辦��興���先讓曾參�初�珠⼼�學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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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J23240018/1 ⼩⼀⾄⼩三�⽂�
�授⼩⼀⾄⼩三同學�⽂讀寫�打��⽂基礎�

⽇期: 15/04 - 24/06/2023 (�六�03/06除�)
�間: 下午4:00 - 5:30
費⽤ / ��: $500 / 10�
對� / �額: ⼩⼀⾄⼩三學⽣ / 12⼈
�點: 本中⼼
負責�員: Yoyo��
�註: 曾參加上�⼩⼀⾄⼩三�⽂�同學�先報�

J23240019/1 ⼩四⾄⼩六�⽂�
�授⼩四⾄⼩六同學�⽂讀寫�打��⽂基礎�

⽇期: 15/04 - 24/06/2023 (�六�03/06除�)
�間: 下午2:30 - 4:00
費⽤ / ��: $500 / 10�
對� / �額: ⼩四⾄⼩六學⽣ / 12⼈
�點: 本中⼼
負責�員: Yoyo��
�註: 曾參加上�⼩四⾄⼩六�⽂�同學�先報�

J23240041 cook ⼀曲 
�製作⽜油曲奇�和朱古⼒曲奇��

⽇期: 09/04/2023 (⽇)
�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 / ��: $30 / 1�
對� / �額: 8-12歲兒童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怡��
�註: ⾃��物盒

J23240021/1a 兒童畫�A
�授⼩⼀⾄⼩三同學基礎畫畫技巧�培�

⼩朋友⾃信⼼�專注⼒�

⽇期: 15/04 - 24/06/2023 (�六�3/6除�)
�間: 下午3:00 - 4:00
費⽤ / ��: $250 / 10�
對� / �額: ⼩⼀⾄⼩六學⽣ / 12⼈
�點: 本中⼼
負責�員: Yoyo��
�註: 參加者�⾃�⽊顏⾊��

J23240021/1b 兒童畫�B
�授⼩⼀⾄⼩三同學基礎畫畫技巧�培�

⼩朋友⾃信⼼�專注⼒�

⽇期: 15/04 - 24/06/2023 (�六�3/6除�)
�間: 下午4:00 - 5:00
費⽤ / ��: $250 / 10�
對� / �額: ⼩⼀⾄⼩六學⽣ / 12⼈
�點: 本中⼼
負責�員: Yoyo��
�註: 參加者�⾃�⽊顏⾊��

J23240003/1 �紙之�⼈
�紙可�訓練⼩朋友⼿�的�活性�

耐性�鍛鍊���⼀�⼩朋友⼀⿑學

�紙��出不同��的「��品」�

⽇期: 28/04 - 12/05/2023 (�五)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20 / 3�
對� / �額: ⼩⼀⾄⼩六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Roy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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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J23240047/1
�出未來(4-6⽉)
Are you ready!!!⼀��動吧�由專
��蹈師�授�強�訓練學童��

的協��⼒�對⾳�的�奏��

⽇期:4⽉ 1、15 - 29、
         5⽉6�20�27�
         6⽉3 -17 /2023 (�六)
�間: 下午3:30 - 4:30
費⽤ / ��: $250 / 10�
對� / �額: ⼩⼀⾄⼩六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Chloe��

J23240024 輕�城⾨⽔塘�
⼭路�屬BB��難度不⾼�路�平��加上四
圍除了樹⽊�⼜�⼩橋�⽔�絕對⾏得舒服�

⽇期: 08/04/2023 (六)
�間: 上午10:00 - 4:00
費⽤ / ��: $30 / 1�
對� / �額: 8-12歲兒童 / 10⼈
�點: 城⾨⽔塘
負責�員: 怡��
�註: ⾃��⽔�乾� ; 包⾞費

J23240025 ⼩�丁2.0
各位⼩朋友��興�在中⼼種植����

���⾊植物 , 學�種植的技巧, 亦協助
我們��中⼼�

⽇期: 25/04、02/05、09/05/2023 (�⼆)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10 / 3�
對� / �額: 8-12歲兒童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怡��

J23240026 製作⽺⽑氈��兔 
�⼩朋友利⽤⽺⽑氈針出可�的⼩兔⼦�

⽇期: 11、18/04/2023 (�⼆)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30 / 2�
對� / �額: 8-12歲兒童 / 6⼈
�點: 本中⼼
負責�員: 怡��
�註: 已包材�

J23240036/1 三�球�驗�
三�球是�合�球�⽻⽑球和乒乓球的�興�動�可

訓練⼩朋友的⼿�協�和�應⼒��合�⼒�沛的⼩

朋友來參��

⽇期: 15/04 - 22/04/2023 (�六)
�間: 下午4:00 - 6:00
費⽤ / ��: 免費 / 2�
對� / �額: ⼩⼀⾄⼩六學⽣ / 15⼈
�點: 本中⼼附��球埸
負責�員: Chloe��
�註: 由�練���完成兩堂出席會�得��⼩禮物�

J23240044/1 �式跳��
�式跳�為�氧�動�只�⼀��即可學到

不同�式�不但強�⼼�功��更�訓練�

��⾁��助⼩朋友健�成⻑��練是�港

隊成員���來�專�的�驗�

⽇期:18/4 - 23/5(�⼆)
�間: 下午5:30 - 6:30
費⽤ / ��: $480/ 6�
對� / �額: ⼩⼀⾄⼩六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Roy Sir
�註: 曾參加上��式跳��同學�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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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J23240012 ��童�
���驗不同���學�社交技巧�提升溝��⼒�

⽇期: 09/05 - 30/05/2023 (�⼆)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20 / 4�
對� / �額: ⼩四⾄⼩六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J23240005/1 �計�〜你識唔識
玩�計�����除了培�⼩朋友的��⼒��間⼒�思考�⼒和

⼿眼協��⼀�來攻破�計��個不可�的��吧�

⽇期: 12/04 - 26/04/2023 (�三)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20 / 3�
對� / �額: ⼩四⾄⼩六學⽣ / 6⼈
�點: 本中⼼
負責�員: Roy Sir
�註: 費⽤包�2X2和3X3�計�各⼀個

J23240011 ��⼤師
在��挑戰和神秘的世界�識⾃⼰�發掘⾃⼰在困境的�⼒�

⽇期: 24/06/2023 (六)
�間: 下午2:00 - 4:00
費⽤ / ��: $50 / 1�
對� / �額: ⼩四⾄⼩六學⽣ / 8⼈
�點: LOST Junior @D2 Place Two (中⼼�合���)
負責�員: Mio ��
�註: 費⽤不包⾞��參加者�⾃�����

J23240013 ��⼩童�
���驗不同����識不同�緒�學��緒�理

⽇期: 04/05 - 25/05/2023 (�四)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20 / 4�
對� / �額: ⼩⼀⾄⼩三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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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J23240014 �活蛋DIY(初⼩)
點��活����活蛋�⼀⿑來了�下同

設計屬於⾃⼰嘅�活蛋啦�

⽇期: 04/04/2023 (⼆)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10 / 1�
對� / �額: ⼩⼀⾄⼩三學⽣/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C23240005 童⼼童�兒童�
⼜到兒童�啦��年我們�同「�⼼⼩天�」⼀眾義⼯�⾏兒童�派對�當⽇義⼯會�

⼩朋友�⾏⼿⼯�作�並且⼀�玩�����品���⼀同享⽤午���度兒童��

⽇期: 01/04/2023 (六)
�間: 上午10:00 - 下午2:30
費⽤ / ��: 免費 / 1�
對� / �額: �收�家庭之⼩學⽣ / 30⼈
�點: �塘
負責�員: 嘉���
�註: 1. �額�限�先到先得�成功報�的參加者會於2023年03⽉24⽇��WhatsApp��
話�知�

2. 活動對��為基層⼩學⽣�包括��援��額或半額書津�收��於「家庭住戶每⽉收�
中位�」75％或�效��⾥會員�
3. �參加者��何�物�敏�況必須申報�

J23240015 �活蛋DIY(⾼⼩)
點��活����活蛋�⼀⿑來了�下同

設計屬於⾃⼰嘅�活蛋啦�

⽇期: 06/04/2023 (四)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10 / 1�
對� / �額: ⼩四⾄⼩六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J23240016 彩蛋�⼈A
臨到�活��彩蛋出⾛��⼩朋友�來

幫兔⼩�搵翻D彩蛋啦�
⽇期: 08/04/2023 (六)
�間: 上午10:30 - 11:30
費⽤ / ��: $10 / 1�
對� / �額: ⼩⼀⾄⼩三學⽣/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J23240017 彩蛋�⼈B
臨到�活��彩蛋出⾛��⼩朋友�來

幫兔⼩�搵翻D彩蛋啦�
⽇期: 08/04/2023 (六)
�間: 中午12:00 - 下午1:00
費⽤ / ��: $10 / 1�
對� / �額: ⼩四⾄⼩六學⽣/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M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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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3240009 ⼀⾶沖天去A
⼀⿑來試下��⾶⾏��驗做�師衝上��嘅�覺�

⽇期: 17/06/2023 (六)
�間: 上午10:00 - 下午1:00
費⽤ / ��: $50 / 1�
對� / �額: �收�家庭之⾼⼩學⽣ / 8⼈
�點: Wings Flight academy (中⼼�合���)
負責�員: Mio ��
�註: 費⽤不包⾞��參加者�⾃�����

J23240029/1 童做⼩店主
⼩朋友⾃⼰⼀⼿⼀��由���構思��

����辦攤擋�成為⼩店主��訓練⼩

朋友的理財和���⼒�

⽇期: 29/04 - 17/06/2023 (�六)
�間: 下午5:00 - 6:00
費⽤ / ��: $80 / 8�
對� / �額: ⼩三⾄⼩六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Chloe��

J23240010 ⼀⾶沖天去B
⼀⿑來試下��⾶⾏��驗做�師衝上��嘅�覺�

⽇期: 17/06/2023 (六)
�間: 下午2:30 - 5:30
費⽤ / ��: $50 / 1�
對� / �額: �收�家庭之⾼⼩學⽣ / 8⼈
�點: Wings Flight academy (中⼼�合���)
負責�員: Mio ��
�註: 費⽤不包⾞��參加者�⾃�����

兒童��

 J23240045  Chill Child Chef
同各位⼩廚神⼀�製作�單的⼩���驗烹�的�

��並培�兒童⾃理的�⼒�⼀��理廚��

⽇期: 06/05 - 10/06/2023 (�六)
�間: 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 / ��: 免費 / 6�
對� / �額: ⼩⼀⾄⼩六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Chloe��� Roy Sir
�註: 費⽤已包括材���⾃�圍裙��物盒��對�
物敏��於報��提供��收�家庭�先�

�下活動由 WE CAN FLY計劃�
助�參加者�在�定�間�交�

收�證明⽂件（在�家庭津貼�

書�津貼(半額/�額)��合社會
�障援助計劃�)

�下活動由�⼿扶弱基⾦�助�

參加者�在�定�間�交�收�

證明⽂件(在�家庭津貼�書�津
貼(半額/�額)��合社會�障援

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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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下活動由�⼿扶弱基⾦�助�參加者�在�定�間�交�收�證明⽂件

(在�家庭津貼�書�津貼(半額/�額)��合社會�障援助計劃�)

J23240022/C1 Sing�合唱團
參加者學�不同的�⽂�中⽂歌曲���歌唱學�唱歌技巧��

奏旋律�和基本的�理知識�同�⼀�合唱培�群�合作�神�

⽇期: 13/04 - 29/06/2023 (�四�04/05、01/06�22/06除�)
�間: 下午4:30 - 5:30
費⽤ / ��: 免費 / 9�
對� / �額: ⼩⼀⾄⼩四學⽣ / 15⼈
�點: 本中⼼
負責�員: Yoyo��
�註: 曾參加上�Sing�合唱團⽽出席率�8成的參加者�先報��

J23240046/1 跳出�天�
�式跳�變��端�包括個⼈�雙⼈�⼩

組���效訓練個⼈的�應和耐⼒�亦可

�訓練⼿�協��

⽇期: 04/04 - 27/06/2023 (�⼆)
�間: 下午6:30 - 7:30
費⽤ / ��: 免費/ 13�
對� / �額: ⼩⼀⾄⼩六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Chloe��
�註: 曾參加上�跳出�天��⽽出席率�
8成的參加者�先報��

J23240022/C3 ����驗�
���作為⼀�興�動�是現��⾨�動之

⼀�⼩朋友可訓練到�����團隊合作�神

和⾃信⼼�成⻑必�元素�

⽇期: 15/04 - 24/06/2023 (�六)
�間: 下午4:00 - 5:00
費⽤ / ��: 免費 / 11�
對� / �額: ⼩⼀⾄⼩六學⽣ / 12⼈
�點: 本中⼼附��球埸
負責�員: Roy Sir
�註: 曾參加上��式跳��同學�先報��

J23240022/C2 ���式跳��
�式跳�為�氧�動�只�⼀��即可學到不同�式�不但強�

⼼�功��更�訓練���⾁��助⼩朋友健�成⻑�

⽇期: 15/04 - 24/06/2023 (�六)
�間: 下午5:30 - 6:30
費⽤ / ��: 免費 / 11�
對� / �額: ⼩⼀⾄⼩六學⽣ / 10⼈
�點: 本中⼼附��球埸
負責�員: Roy Sir
�註: 曾參加上��式跳��同學�先報�� P.11



�少年��

J23240002
抱⼀抱-�少年抱⽯�驗⽇
讓�少年�驗⼀下抱⽯�投�攀⽯的���

⽇期: 15/04/2023 (六)
�間: 下午3:00 - 5:00
費⽤ / ��: $50 / 1�
對� / �額: 12-24歲�少年 / 10⼈
�點: 九���崗太⼦�東706�(景褔街106�)太⼦⼯�⼤��下D室
負責�員: �Sir

J23240038/1
室�釣蝦�驗
�得玩�得��釣完仲��員幫你煮黎

��⼀⿑黎⾾釣得�啦�

⽇期: 13/05、20/05/2023 (�六)
�間: 下午4:00 - 6:00
費⽤ / ��: $40 / 2�
對� / �額: 14-24歲�少年 / 8⼈
�點: �定
負責�員: Henry Sir

J23240023
Switch �動會
��Switch���驗各種�動�
⽇期: 06/05 - 24/06/2023 (�六)
�間: 晚上7:00 - 9:00
費⽤ / ��: 免費 / 8�
對� / �額: 12-18歲�少年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Frankie Sir

J23240043/1
⾶��球隊
�練我想打�球�鍾意打�球嘅你點可�唔參加啊?
⽇期: 15/04 - 24/06/2023 (�六)
�間: 晚上7:00 - 9:00
費⽤ / ��: 免費 / 11�
對� / �額: 中四或�上�少年 / 15⼈
�點: 塘尾��球埸
負責�員: Roy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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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3240004 �狂�本�
�本�是⼀�實境⾓⾊�演���玩家成為推理故事�

的⾓⾊�根��本��線索�推����

⽇期: 25/06/2023 (⽇)
�間: 下午2:00 - 4:00
費⽤ / ��: $140 / 1�
對� / �額: 中四或�上�少年 / 8⼈
�點: �定
負責�員: Roy Sir

�少年��

J23240052/A Ani-Classroom
喜�動�但⼜怕⼈話�/�/腐? ���⾛出黎�轉
⼈����啦�⼀⿑讓����動��懷抱啦!
⽇期: 不定期
�間: 不定期
費⽤ / ��: 免費 / 5�
對� / �額: 中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Stone Sir

J23240020 密室��
��找出線索��開�題��出密室�

提升⾃⼰的�難�⼒�

⽇期: 13/05/2023 (六)
�間: 下午4:00 - 5:30
費⽤ / ��: 免費 / 1�
對� / �額: 12-24歲�少年 / 8⼈
�點: Lost 旺⾓
負責�員: 天天��

J23240053/A IDOL 研�所
�果你喜����或其�⽇本Idol的歌曲��
蹈���興����們⼀�站在�台實現⾃⼰

的�想�?不�試下報�組團�⼀�實現�想�
⽇期: ⾃⼰�社⼯�討約
�間: ⾃⼰�社⼯�討約
費⽤ / ��: 免費 / 5�
對� / �額: 中學⽣ / 5⼈
�點: 本中⼼
負責�員: Stone Sir

J23240039/1
男⼠形�Level Up
�型�表形���話技巧Level
Up�包你⾃信⼼即刻�晒翻晒黎�
⽇期: 03/06 - 24/06/2023 (�六)
�間: 下午2:30 - 4:00
費⽤ / ��: 免費 / 4�
對� / �額: 14-24歲�少年 / 8⼈
�點: �定
負責�員: Henry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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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3240001 親⼦⿓虎⼭迷你⽣態速查
透過⼀起參與⽣態速查，由專業的導賞員帶領，提升⼤家對本地⾃然⽣態
和公⺠科學的認識和興趣。
⽇期: 04/06/2023 (⽇)
時間: 上午8:45 - 下午2:00
費⽤ / 節數: 每⼈$30 / 1節
對象 / 名額: 親⼦ / 10對親⼦（20⼈)
地點: ⿓虎⼭環境教育中⼼
負責職員: Lucy姑娘
備註: 如活動當天因惡劣天氣警告受影響，活動將會取消或延期。

J23240027 親⼦盆景製作
親⼦⼀起⽤⽯頭、苔蘚、網紋草營造⼭林美景，放在室內觀賞。
⽇期: 06/04/2023 (四)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費⽤ / 節數: 每對$30 / 1節
對象 / 名額: 親⼦ / 5對親⼦
地點: 本中⼼
負責職員: 怡姑娘

J23240006 狗狗全接觸
透過不同的教材和互動，學習有關如何正確愛護狗狗及與狗狗相處，並
能近距離與狗狗互動。
⽇期: 28/05/2023 (⽇)
時間: 下午2:00 - 4:00
費⽤ / 節數: 每對親⼦$80 / 1節
對象 / 名額: 親⼦ / 15對親⼦（30⼈)
地點: 動物英雄聯盟教育中⼼
負責職員: Roy sir
備註: 參加者需⾃⾏前往活動地點(荔枝⾓站B1出⼝⾏約5分鐘)，會透過
Whatsapp發送前往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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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23240040  親⼦沙畫蠟燭⼯作坊
在⼀個舒適休閒的環境，透過創意和幻想製作屬於⾃
⼰特⾊的沙畫蠟燭。
⽇期: 21/05/2023 (⽇)
時間: 下午1:30 - 4:30
費⽤ / 節數: $300/ 1節
對象 / 名額: 親⼦ / 6對親⼦ (12⼈)
地點: 荃灣(待定)
負責職員: Chloe姑娘
備註: 費⽤已包⼀位家⻑及⼩朋友。
由本中⼼出發，乘坐旅遊巴前往⽬的地

�⼦��
J23240007 親⼦陶瓷杯⼯作坊
親⼦共同設計，並利⽤陶瓷轉盤制成載滿美好回憶的陶瓷杯。
⽇期: 07/05/2023 (⽇)
時間: 下午2:00 - 4:30
費⽤ / 節數: 每對$250 / 1節
對象 / 名額: 家⻑及⼩學⽣ / 10對親⼦
地點: ⾃得窰⽯硤尾⼯作室
負責職員: Roy sir
備註: 由於制成品需上釉和燒制，拿取制成品時間約1星期。
需⾃⾏前往活動地點(⽯硤尾站C出⼝⾏約7分鐘)，會透過
Whatsapp發送前往指⽰。

 J23240037  親⼦⼟⽿其燈⼯作坊
同⼩朋友⼀起動⼿製作⼀盞⾊彩繽紛的⼟⽿其⾺賽克
燈，為家居增添⾊彩，亦可訓練創意。
⽇期: 16/04/2023 (⽇)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2:00
費⽤ / 節數:每對 $300/ 1節
對象 / 名額: 親⼦ / 6對親⼦ (12⼈)
地點: 觀塘(待定)
負責職員: Chloe姑娘
備註: 費⽤已包⼀位家⻑及⼩朋友。
由本中⼼出發，乘坐旅遊巴前往⽬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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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40003/5 基礎咖��⾨(EmSS)
介紹咖�的�史��識咖�的⽂��品��學���試使⽤不同沖製咖�的⽅法�

包括⼿沖�杯沖泡咖��法�壺沖泡咖��虹�壺沖泡咖��半⾃動咖��四種沖

�咖�的⽅法�

⽇期: 19 - 26/04、3 - 10/05/2023 (�三)
�間: 上午11:00 - 13:00
費⽤ / ��: 免費 / 4�
對� / �額: EmSS個� / 6⼈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Wing Sir

C23240003/6 ⾯試預��
��⼩組讓個�了�⾒⼯�應�何準��建⽴良

�的形��從⽽提升⾃信⼼�增加��的�會�

⽇期: 20/04、27/04/2023 (�四)
�間: 上午11:30 - 12:30
費⽤ / ��: 免費 / 2�
對� / �額: EmSS個� / 8⼈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Wing Sir

C23240003/1 
每⽉��應⽤�⾨�（A�）
��⼯作坊�讓參加者知�基本���作

和應⽤�

⽇期: 21/04/2023 (五)
�間: 上午10:30 - 11:30
費⽤ / ��: 免費 /1�
對� / �額: EmSS個� / 6⼈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嘉���

家⻑�社�⼈⼠��

�下活動的參加者必須現參�社會福利署�助之「就�⽀援服�」

計劃����何問題����2199 7999�詢�

C23240003/2
每⽉��應⽤�⾨�（B�）
���學和實踐��參加者�得使⽤��

�的應⽤�式和�找社��訊�

⽇期: 24/05/2023 (三)
�間: 上午11:00 - 12:00
費⽤ / ��: 免費 /1�
對� / �額: EmSS個� / 6⼈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嘉���

C23240003/3 
每⽉��應⽤�⾨�（C�）
�中��參加者使⽤⽂書檔�使�們於�

場�⽤�

⽇期: 16/06/2023 (五)
�間: 上午11:00 - 12:00
費⽤ / ��: 免費 /1�
對� / �額: EmSS個� / 6⼈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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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

C23240002/1 EMSS⼩型招�會-5⽉
��兩間不同⾏�的�主到中⼼�提供不同的�位���參加者可�即場�⾏

⾯試�讓參加者�得⼯作的�會�

⽇期: 24/05/2023 (三)
�間: 下午3:00 - 5:00
費⽤ / ��: 免費 /1�
對� / �額: 社�⼈⼠ / 30⼈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Wing Sir
�註: 招�會詳�會於5⽉初�海報張貼於中⼼���留意����何問題���
�2199 7999�詢�

C23240009/1 基礎咖��⾨
介紹咖�的�史��識咖�的⽂��品��學���試使⽤不同沖製咖�的⽅

法�包括⼿沖�杯沖泡咖��法�壺沖泡咖��虹�壺沖泡咖��半⾃動咖�

�四種沖�咖�的⽅法� 
⽇期: 05 - 19/05、02 - 16/06/2023 (�五)
�間: 晚上7:00 - 9:30
費⽤ / ��: $180 /6�
對� / �額: 社�⼈⼠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Wing Sir

C23240002/2 EMSS⼩型招�會-6⽉
��兩間不同⾏�的�主到中⼼�提供不同的�位���參加者可�即場�⾏

⾯試�讓參加者�得⼯作的�會�

⽇期: 28/06/2023 (三)
�間: 下午3:00 - 5:00
費⽤ / ��: 免費 /1�
對� / �額: 社�⼈⼠ / 30⼈
�點: 明德中⼼
負責�員: 嘉���
�註: 招�會詳�會於6⽉初�海報張貼於中⼼���留意����何問題���
�2199 7999�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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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活動由�⼿扶弱基⾦�助�參加者�在�定�間�交�收�證明⽂件

(在�家庭津貼�書�津貼(半額/�額)��合社會�障援助計劃�)

C23240006/P2 健�伸展�動
伸展�動的��性訓練�可�效改�不良����舒緩常⾒的�頸痛��

�痛��免�⾁因⻑�間重�使⽤⽽�損�

⽇期: 17/04 - 12/06/2023 (�⼀)
�間: 上午10:00 - 11:00
費⽤ / ��: 免費 / 8�
對� / �額: 家⻑ / 14⼈
�點: 本中⼼
負責�員: ���

家⻑�社�⼈⼠��

C23240006/P1「衝破界限」��治療成⻑⼩組
����治療活動�讓���舒緩�緒�幫助表��⼼�受�改��緒狀

況�經驗⾃我成⻑的喜��

⽇期: 14/04、21/04、12/05 - 23/06/2023 (�五)
�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 / ��: 免費 / 8�
對� / �額: 家⻑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

C23240006/H1
提升孩⼦專注⼒中�療法
中�師講��從中�⾓度�家⻑��楚了

�⼩朋友專注⼒不⾜的先天和�天原因�

才���中��療��效對症下��

⽇期: 18/04/2023 (⼆)
�間: 上午9:30 - 12:30
費⽤ / ��: 免費 / 1�
對� / �額: 社�⼈⼠ / 25⼈
�點: 本中⼼
負責�員: ���

C23240006/H2 
�緒��質的�秘
中�師講��不同�質會�成不同的

�緒問題��何��中��療改��

質��助⾛出�緒���

⽇期: 23/05/2023 (⼆)
�間: 上午9:30 - 12:30
費⽤ / ��: 免費 / 1�
對� / �額: 社�⼈⼠ / 25⼈
�點: 本中⼼
負責�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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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40006/P5
正�和�意溝�建⽴�密關�⼩組
講者會��我們��「欣賞��恩」�「�度�

�」和「真誠表�」練��學��效表��⼼真

正想法和�受�促使⾃⼰�家⼈建⽴更�密的關

��結�

⽇期: 25/04 - 16/05/2023 (�⼆)
�間: 上午10:00 - 12:00
費⽤ / ��: 免費 / 4�
對� / �額: 家⻑ / 15⼈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活動由�⼿扶弱基⾦�助�

C23240006/P4
難得⼀�,���傾�講⼩組
平⽇在家為⼦��個不停���難得可��在

⼀��就�不同主題�傾�講�找回⾃⼰�

⽇期: 17/04-12/06/2023 (�⼀)
�間: 上午11:00 - 12:00
費⽤ / ��: 免費 / 8�
對� / �額: 家⻑ / 14⼈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活動由�⼿扶弱基⾦�助�

家⻑�社�⼈⼠��

C23240006/P6 �絡世代家⻑��⼩組
了�App世代的⽂�和���培�⼦�正使⽤智�產品；
學�ICC�⼦��⽅�式��效��⼦�健�上��
⽇期: 06/06 - 27/06/2023 (�⼆)
�間: 上午10:00 - 11:30
費⽤ / ��: 免費 / 4�
對� / �額: 家⻑ / 15⼈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活動由�⼿扶弱基⾦�助�

J23240028 扎�布袋
利⽤扎�⽅法 , �出⼀個獨⼀�異的布袋�
⽇期: 12/05/2023 (五)
�間: 上午11:00 - 12:30
費⽤ / ��: 免費 / 1�
對� / �額: 家⻑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怡��

�⼿扶弱基⾦�助的活動�參加者

�在�定�間�交�收�證明⽂件

(在�家庭津貼�書�津貼(半額/�
額)��合社會�障援助計劃�)

P.19



C23240010/2 傳⼒��義⼯隊
傳⼒��義⼯隊會不定期在中⼼�辦義�服��幫助

���的基層家庭�⻑者�現招��興�⼈⼠加��

�義⼯隊���會提供培訓�可�Wing Sir�絡�
⽇期: 不定期
�間: 不定
費⽤ : 免費
對� : 社�⼈⼠ 
�點: 本中⼼
負責�員: Wing Sir

 C23240004/1 �書義⼯會
義⼯�會�啦〜〜現�誠�各位⼩朋友成為我��書點⼩義⼯�

讓⼩朋友學��理�書點⼤⼩⼆事�亦會⼀�學�不同的⼩⼿

⼯�讓�們成為�書點⼯作坊⼩�師��享所學的技��

⽇期: 14/04、28/04、19/05、02/06、16/06、30/06/2023 (�五)
�間: 下午4:30 - 5:30
費⽤ / ��: 免費 / 6�
對� / �額: ⼩學⽣ / 10⼈
�點: 本中⼼
負責�員: 嘉���

C23240006/P3 �織���
�果你對�織�興��希�可��⼀���學��織之

��⼜可�做義⼯�服������的⼈���來參加〜

⽇期: 13/04 - 29/06/2023 (�四)
�間: 上午10:00 - 11:30
費⽤ / ��: 免費 / 11�
對� / �額: 家⻑ / 20⼈
�點: 本中⼼
負責�員: ���
�註: 活動由�⼿扶弱基⾦�助�對�是基層家庭�包括
�援��書津�半書津�在�家庭津貼�收�家庭�

 J23240008/1 
⼤⾓仔�⼩義⼯(⼿⼯�)
鍾意做⼩⼿⼯的⼩朋友�可��⽤你�的

興�助⼈! 學�製作⼩⼿⼯�再學��⽤�
在中⼼�授⻑者�⼀�兩得!
⽇期: [⼯作坊] 22/04 � 29/04/2023 (六) 
         [服�⽇] 13/05/2023 (六)
�間: 上午10:15 - 11:30
費⽤ / ��: 免費 / 3�
對� / �額: ⼩學⽣ / 8⼈
�點: 本中⼼
負責�員: ��� (Eman��)

義⼯��

C23240007 
�⼦和��彩義⼯⼩組
和��彩���可��給⼈⼼�和

���⼦除了享受⼀�畫和��彩畫

��亦會⼀�做義⼯�

⽇期: 28/04、19/05、23/06/2023 (五)
�間: 晚上7:30 - 9:30
費⽤ / ��: 每對�⼦$40 / 3�
對� / �額: �⼦ / 5對�⼦
�點: 本中⼼ 
負責�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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