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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約3:8)

網上活動報名系統已全面啟動
登記流程請參考P.6

暑期訓練程序內容率先睇
P.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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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程序學員須知

颱風及暴雨資訊

網上報名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藝動人生

程序活動花絮

耆樂無窮 & 義家庭

Programme Bespoke Service(PBS)

ASK學習動力成長小組(4-6月)

籃球小將及籃球學堂

網上服務平台

小組招募

兒童及家庭活動推介

青年及社區活動推介

訓練程序「4.0」

4-6月訓練程序推介（恆常班）

2021暑期訓練率先睇

國際事工部

59旅童軍 

228女童軍

2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3

14

15-16

17-21

22-24

25

26-29

30-39

39

40

41

42

目 
錄

顯徑‧中心點
Cover Story
顯徑‧花絮
顯徑‧義工

顯徑‧推介
顯徑‧國際事工

顯徑‧制服團隊
顯徑‧基督教事工

地址:沙田大圍顯徑鄒顯運樓地下
電話 :  2692 2035       傳真:  2608 2861
電郵: hinkeng@ymca.org.hk
網址: http://www.ymca.org.hk
督印人: 蕭友雄
編輯及統籌：巫佩雯、黃俊傑
數量: 1500本 

顯
徑
‧
中
心
點

內之號碼代表本會所在處理危機時負責同工排名次序

1 2

顯
徑
‧
中
心
點



服

會

質 

類 

標 務

友

素

別

準
服務標準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服務標準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及程序。
服務標準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紀錄。
服務標準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服務標準5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服務標準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其服務表現，並制定有效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服務		
	 的人士就本會所的服務表現提出意見。
服務標準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服務標準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服務標準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服務標準10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標準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
服務標準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服務標準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標準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服務標準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		
	 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標準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會友類別 對象/特點
會友費用(港幣)

一年 三年 五年
少年會友 年齡為18歲以下 $20 $60 $100
普通會友 18歲或以上 $30 $80 $130

家庭會友
1)	夫婦二人；或
2)	父或/及母，連同不多於四名
18歲以下子女為一會籍單位

$50 $140 $230

贊助會友 贊助會友在繳交第五年年費時
可自動取得永遠會籍 每年$1000

永遠會友 會籍乃終身制 一筆過繳付會費$5000

優惠 年滿60歲或以上，綜援、
殘疾人士 $20 $60 $100

120周年會慶慶祝活動系列：YMCA﹕「一」起服務．「義」想世界．「靈」感創作120周年會慶慶祝活動系列：YMCA﹕「一」起服務．「義」想世界．「靈」感創作
預算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活動名稱 內容

1. 4/2021 香港行山徑 YMCA	-	YOL訓練之
「尋找沙田之野趣」

邀請青年人分成12小隊同時於會所出發，探索沙田區內
12條有特色的郊野山徑。參加者將帶備小型拍攝道具拍
下路段的特色，並於會所網上平台發放以供會友票選最
精彩的介紹短片，鼓勵市民親近大自然、愛惜香港的郊
野及與會所的連結。

2. 4/2021-7/2021 大圍區內之屋邨 我們的「一」起服務
快閃-大圍

本會所會友將聯同與沙田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服務
對象走訪大圍區屋邨，探訪及關懷120位獨居或隱蔽長
者，派放物資及給予慰問，發揮青年義工關心社區服務
弱勢的精神。

3. 4/2021-3/2022 本會所及拍攝場地
（網上平台播放）

我們的「義」想世界
生活-力量	

顯徑會所將邀請12位本會所歷年義工代表（青年領袖、
家庭會友、青少年會友）一起拍攝120秒勵志故事片
段，分享他們在青年會的經歷及培育下如何發揮恩賜和
才幹，造就今天的自己，並將過往所學習的轉化為生活
態度，令生活變得更有意「義」。期望藉著短片讓觀眾
了解青年會的義工運動，鼓勵大家創造自己的「義」想
世界，帶給觀眾正向的生活力量。

4. 7-8/2021 本會所/ZOOM網
上形式

我們的「靈」感創作
愛的-圍牆

顯徑會所將邀請120名會友進行120件藝術創作，完成後
將合併成裝置藝術並於會所展示及拍攝，以慶祝青年會
120周年及祝福社區。

會友須知會友須知
1)	 服務對象：區內6至24歲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屬(附屬家庭會友)。
2)	 填妥申請表格乙份，並出示身份証明文件，繳交會友年費即可成

為會友。
3)	 會友証可於港九及新界各區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通用。
4)	 一般情況下，會友証有效期為一年(由簽發正式收據當日起計)，

普通會友及家庭會友則另有三年及五年之會籍有效期，如逾期不
退會則當自動退會。

5)	 如會友証有效期在參加活動期間屆滿，請於接待處重新辦理。
6)	 會費一經繳交，不論任何情況下均不獲退還。
7)	 本會將以會友所填寫之英文地址作郵遞之用，如申請網上報名,	

必須提供有效電郵地址。
8)	 繳交填妥之申請表及會友費後，閣下將收到以下物品：a)收據乙

張	b)會友証乙張
9)	 凡辦理續會手續，會友必須攜帶會員證(電子版亦可接受)。
10)	如遺失會證，可要求補領。
11)	如會籍過期可申請續會，但不能重覆申請會籍(即一人只可有單一

有效證)。
12)	工作員有機會於活動期間拍攝活動情況以作內部紀錄，如不願意

刊登有關相片或影片，可向負責同工反映以作紀錄。

主 的 任 話
2019年是會所服務的30周年紀念，可惜因為社會事件及疫情的緣故

有部份活動未能如期舉行。而2021年又正好是機構在港服務的120周年紀
念，也許可以一併推出幾項活動以作補祝。一直相信對社會服務機構來
說，能持續提供優良服務便是最好的賀禮。

要走過一百二十年並不簡單。在香港除了幾個傳統的華人慈善團體之外，沒有多少個機構有這麼長的歷史
了。但是如果沒有更新變化，肯定會被時代淘汰。自己在機構服務了一段日子，也見證了不少服務的更替。如果
沒有正常的新陳代謝和上主的眷顧保守和優秀的前人帶領，相信便沒有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相片是5年前會所
為紀念機構115周年而舉辦的其中一項活動「植着果子說愛你」啟動禮。當年成功招募了115位親子聚集在烏溪沙
青年新村植樹。今天大家去到營地，相信仍可以找到當日自己親手栽種的樹苗，今天能已經茁壯成長了不少。你
身邊的孩子在你和同工悉心的栽培下又有沒有長出聖靈的果子呢？不過他們仍然弱小，仍有待各位悉心的灌溉！
相片中一班舞蹈員今日應該都成熟了不少，在他們的努力下，開展了中心近年以藝術培育年青人的主調和方向。
在此先預告一下機構120周年會所將會推出的一系列慶祝活動。

敬請各位密切留意日後的正式宣傳和積極報名參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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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程序」學員須知

颱風/暴雨警告活動安排

1)	 凡十八歲以下之參加者報名，必須有家長簽署。
2)	 凡報名本會所各訓練程序及活動，必須攜帶及出示本會有效會證。
3)	 一般而言，訓練程序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為原則；如欲中途參加，亦需繳交全費。
4)	 一經繳費作實，除有特殊情況及經中心主任酌情同意，否則將不會安排退款或轉換其他訓練程序。
5)	 如本會所需取消部份訓練程序，參加者可獲退款，並請於接獲通知後7天內攜同收據正本到本會所辦理。退款手

續：如交費時以支票支付，則將以支票退費。
6)	 個別教授之訓練程序(如：鋼琴、結他、小提琴等)，參加者如需請事假，必須於上課前最少3天致電本會所職員請

假及以說明原因。病假亦須於上課前最少1小時通知本會所職員，並須於下次上堂時帶備有關之醫生證明書。如未
能符合以上要求者，本會所均不作補堂之安排。所有突發情況，必須書面申請及具備證明，方可按情況酌情處理。

7)	 除個別教授之訓練程序外，所有訓練程序之參加者均不設補堂(導師請假除外)。
8)	 除因天文台預告將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色警告訊號」的時段內或取消八號風球後兩小時內而

尚未開始之訓練程序，將順延或另設補堂，所有個別教以外之訓練程序本會所將不會因天氣取消程多而安排退款
或轉換其他訓練程序。

9)	 如參加者不遵守課堂規則，本會所將有權終止及取消該參加者之參加資格。
10)	請妥善保存繳費收據，直至程序結束，並請於首次出席時出示。	
11)	個別教授之訓練程序學員每次上課前，均須直接到接待處進行點名手續。
12)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6922035與本會所訓練程序同工聯絡。

1)	 如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所有活動一律取消，活動延期與否，將作另行通知，退款將視乎個別活
動而定。

2)	 如因天文台預告將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色警告訊號」的時段內或取消八號風球後兩小時內而
尚未開始之訓練程序，將順延或另設補堂，本會所將不會安排退款或轉換其他訓練程序。

3)	 如懸掛三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訊號，室內活動如常舉行，家長應留意當日天氣情況和路途安全與否，而自行判斷
是否准許子女參與本會所活動，而戶外活動視天氣情況而決定是否舉行。

4)	 於會所開放時間內，如遇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家長應在安全的情況下，到會所接回子女。
5)	 如遇颱風後「極端情況」，將根據勞工處新修訂的《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處理活動安排及會所開放，

詳情請到勞工處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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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作劇場
參加者喺2021年3月6及7號於大埔文娛中心黑盒劇場進行
名為<NiNE>既表演，表演內容好豐富，大家除左演技十
足之外，仲有參加者即場Rap添。好多演員嘅親朋戚友都
嚟左反持佢地，依家各位可以睇下當日嘅精彩照片先啦~

同工培訓
雖然活動黎到尾聲，但仍然無阻會所同事不斷學習既決
心！今次我地就學左剪片同埋3D	 Printing既技巧，除左學
多樣野傍身之外，仲希望可以令到呢個計劃精神得以傳
承，利用藝術既唔同面向作為媒介，鼓勵年輕人用不同既
方法發聲同埋觀察社區。

總結
眨下眼「藝動人生」計劃就黎到尾聲，回顧番3年黎參加者既轉變過程，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由觀察唔同遊樂場到設計左一個遊樂場模型⋯
由對當代舞陌生到自行創作個人片段⋯
由基本剪片技巧到純熟地完成整段微電影⋯
由生澀地參加編作劇場到可以獨當一面地出show...
呢一點一滴都係參加者同社工及導師co-work	合作既成果，除左技巧上既改變外，社工們都察覺到參加者比起岩岩開
始更勇於表達佢地既睇法，仲多左觀察社區同關心社會所有大小事添。相信計劃就算完左，參加者所學所得既都會延
續落去，套用於佢地日常生活中。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藝動人生」計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藝動人生」計劃

小眼睛大世界-我理想的香港遊樂空間
一眾參加者早前去左迪士尼進行唔同嘅藝術體驗活動，除左喺熱
鬧嘅環境下靜心嚟留意園內唔同嘅聲音，更將「自己」融入樂
園，大家又估唔估到佢地呢幾幅相喺園內邊度拍嘅呢？相信呢次
與別不同嘅迪士尼之旅會令到參加者學識用唔同角度看世界~

數碼媒體拍攝及攝錄技巧培訓
數碼媒體拍攝及攝錄既重頭戲----微電影拍攝終於順利完結喇！
雖然參加者年紀輕輕，但拍攝過程絕不馬虎；劇本創作、角色選
角、導演、攝影、收音、道具、花絮以致後期制作都由佢地一腳
踢，非常專業，希望大家都支持佢地，一齊欣賞下佢地拍既微電
影啦。

小眼睛大世界
我理想的香遊樂空間

編作劇場
同工培訓

數碼媒體拍攝及
攝錄技巧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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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風。飛
由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沙田民政事務處主辦，本會所及沙田青少年外展社會

工作隊合辦的「翼風。飛」於2021年1月圓滿結束。

本計劃共有三部份，包括「翼風。飛」音樂訓練、「翼風。飛」忘憂小驛站及「
翼風。飛」翼風在線自選台，透過不同才藝訓練如音樂、咖啡沖調、手作等發掘區
內青少年的內在潛能，啟發他們在藝術領域上的想像與發揮，從而提升個人自信，
建立同行支援網絡。透過音樂、紓壓活動讓青少年抒發心情，釋放壓力情緒。藉流
動推廣活動讓社區人士了解計劃下青少年活力積極一面，同時了解更多精神健康訊
息，從而提升公眾人士對身、心健康的關注。

值得一提，線上青年發佈邀請本地專業樂隊Kolor、Boyz	 Reborn及SadJay分享
他們的勵志故事，勉勵年輕人尋找合適方法紓緩壓力及表達想法，讓社區人仕感受
正能量，鼓勵在逆境之中，仍能如鷹展翅飛翔，勇敢迎向挑戰。亦邀請了不同的手
作導師與參加者分享不同的手作製作技巧，希望參加者在忙碌煩憂的生活中停下並
專注享受做喜歡的事情中，從而鼓勵他們尋找合適自己的正向方式釋放情緒壓力。

計劃共149名青少年參與，透過不同工作坊及活動介入讓他們認識自己，尋找合
適自己的方法面對自己不同情緒，紓緩壓力。

兩天流動忘憂小驛站，以流動車推廣形式走訪沙田、大圍及西貢進行精神健康社
區教育活動，當中包括影片播放、車內資訊站、互動小遊戲、派發單張等。活動達
1200人次。

主題影片、互動遊戲、工作坊等線上發佈，讓青少年、家庭及社區人士提供在家
紓壓活動以回應在疫情下的社區需要。網上觀賞人次已達四千多。

耆樂無窮
獨居長者服務計劃鳴謝：億潤塑膠五金有限公司 贊助

新春送曖2021
由本會所的親子義工及青少年義工合力製作DIY賀年
掛飾，並於2月初在中心派送賀年掛飾及新春福袋給
區內有需要的長者。

活 花 動 絮

「翼風。飛」忘憂小驛站_
流動車

音樂創作工作坊線上甜品班

Circle	painting

紥執及木工班 紥執及木工班

「翼風。飛」忘憂小驛站_
咖啡沖調班

目的：分享每一點愛，鼓勵大家面對最親密的家人，
用心聆聽，用愛接觸，感受家人言行背後的善
意，感受家人的愛，同時用愛去服務社區。

內容： 親子活動、親子義工訓練及社區服務                  
日期：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下午(暫定)
時間：2:00pm-4: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12歲及其家長
名額：10個家庭
費用：免費
負責社工：Chan Chan Miss
備註： 社區服務將會組員討論服務內容、日期及時間

義家庭 招募義家庭 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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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學習動力成長小組 (4-6/2021)

目的：透過功課輔導小組活動，提升參加者之學習態度（attitude),
技巧（skill）及知識（knowledge）三方面的能力，從而加強
參加者對學習的興趣及動力，並且透過小組活動提升參加者
社交能力。

內容：1. ASK獎勵計劃
 2. 提供學習方面之輔導予參加者
 3. 透過多元化的小組活動促進其社交技巧                 
日期：逢星期一至五  地點：本會所
時間：下午3:30-6:00 (A時段：2:30-4:00pm，B時段：4:30-6:00pm)
導師參加者比例（1:6)  對象：小學生會友
名額：36名
費用：4月份$600 (1/4-9/4復活節假期) , 5月份$800 , 6月份$840
負責社工：陳齊芳姑娘 (Florence Miss)

活動編號：45080577

活動度身訂製 Programme Bespoke Service (PBS)

望黎望去本通訊都揀唔到啲
咩活動參加好？ 想參加嘅活動又
唔見有？ 時間日期次次都唔夾？

又唔想浪費的空餘時間？

咁呢個活動度身訂製服務
或者可以幫到你！

#PBS #度身訂造 #程序活動 
#專屬體驗 #會友限定 

#6-24歲及其家長

由具經驗的社工或幹事為你解答整個服務的安
排、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初步
咨詢

深入了解並貼合會友的需要、能力、預算及時
間，提供專業的意見及設計相關適應的短、中
、長期活動/服務，再由具經驗的社工或幹事
親自帶領，例如發展性活動、義工服務等。

度身
設計

於活動正式開展前，重溫或簡介整個活動的目
的、內容、注意事項等，讓會友更有意識地專
注及享受活動之中。

活動
簡介

於活動正式開展前，重溫或簡介整個活動的目
的、內容、注意事項等，讓會友更有意識地專
注及享受活動之中。

總結
檢討

為使會友得到更充分的支援，除按照原訂的計
劃內容外，具經驗的社工或幹事於整個過程不
斷了解參加者的進度及情況，如有需要，將與
家長商議，作出適切的介入/調整，建議及提
供適切的服務予會友。

參與
活動

如會友有意自組活動，可致電2692 2035本會所職員卓志明先生(兒童及家庭服務)
及巫佩雯姑娘(青年及社區服務)查詢。

目的：1. 抒緩參加者的壓力和焦慮
 2. 學習體察、接納和表達自己的情緒
 3. 建立參加者的支援網絡，體現互勵互勉精神 
內容：成長路上挑戰重重，不論是面對疫情、學業、家人相處，還

是朋輩關係，積存著大大小小的壓力和憂慮……你並不孤
單！我們一於相約盡吐心中情，互相聆聽，分享經驗，玩小
遊戲、畫畫抒情減壓，互勵互勉，一起加油打打氣！

日期：14,28/04/2021; 12,26/05/2021; 9,23/6/2021；7,21/7/2021
（星期三）

時間：7:30pm-8:30pm 地點：ZOOM
對象：8歲至12歲會友 費用：全免
名額：8名  負責同工：張明欣姑娘（Ming Miss）
備註：
1. 請使用以下連結登記報名
2. 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打氣聊天室
編號：450804614

籃球小將21/22(4-6月)    
目的：透過籃球訓練以學習品格教育，從而提升尊重
及關懷他人，做個有責任感的人，並透過與人相處，
以提升團體合作精神
內容：品格認識、目標訂定、學習基本籃球技術及戰

術策略訓練
日期：24/4/2021 至26/6/2021 (逢星期六) (共8堂)
時間：1:00pm - 2:00pm
地點：本會所/籃球場/顯徑體育館
對象：12歲至15歲會友 (中一至中三)
名額：10名   費用：$320
負責社工：Chan Chan Miss
備註： 1. 參加者請帶備飲品及毛巾
 2. 此活動為長期訓練小組

籃球學堂21/22 (4-6月)  
目的：透過籃球訓練以學習品格教育，並透過與人相
處，學習溝通技巧及以提升團體合作精神
內容：籃球基本技術訓練、品格認識、自我管理訓練
日期： 24/4/2021 至26/6/2021 (逢星期六) (共8堂)
時間：12:00nm - 1:00pm
地點：本會所/籃球場 對象：7歲至10歲會友
名額：10名  費用：$320
負責社工：Chan Chan Miss
備註： 1. 籃球學堂之參加者可有優先報名
 2. 參加者請帶備飲品及毛巾
 3. 此活動為長期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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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招 募小 組 招 募 日語遊園地
目的：1.	學習日本語
												2.	提升對學習的喜愛和自信
												3.	結識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內容：歡迎有興趣學習日本語或喜歡日本文化的你，一起培養新興趣，以簡易輕鬆的小組活動、歌曲、圖畫⋯⋯邊玩邊學	
	 日語，包括讀音、語法、句型等，發掘屬於自己的學習法，並藉學習語言提升對學習的自信和喜愛。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11	-1 16,23,	30/04/2021;	14,21,28/05/2021;	
11,18/06/2021（星期五）

A組：
5:30pm-6:30pm

B組：
6:30pm-7:30pm

本會所 6歲至12歲
會友

$80
(共8節) 6名 張明欣姑娘

（Ming	Miss）

備註：
1.	此乃長期小組，曾參加1-3月的舊生優先，亦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及程度設計及調節
3.	若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以網上模式進行活動，或需請家長協助到中心領取活動物資

山系小孩
目的：透過戶外活動(集體活動、行山等)，讓小孩學會與人相處的重要，提升社交能力，另外更能挑戰自我。
內容：在在行山小組中成員分配不同崗位，結伴同行。小組隊伍運用地圖閱讀，行山知識等技巧令小隊更有效率。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84 4/6	行山簡介會，
5/6	行山日

4/6	20:00-20:30,		
5/6	10:30-17:00 本會所 8至12歲會友	 $50 8名 李卓軒

	(草sir)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交通費用

桌綽有餘(4月 - 6月) 
目的：	1.	提升兒童的社交能力及解難能力
	 2.	提升處理情緒的能力
內容：桌上遊戲千變萬化，種類包括動作類、社交類、策略類等，活動小組旨在透過不同種類的桌上遊戲，如矮人礦坑，	
	 誰是牛頭王等遊戲帶來的趣味性。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12 13/4、20/4、27/、4/5、11/5、18/5、25/5、1/6
、8/6、15/6、22/6、29/6/2021(逢星期二)

6:00pm	-	
7:00pm 本會所 8歲至11歲會友 $100 8名 梁鍶穎

(Wing	Miss)
備註：
1.	此乃長期小組活動，曾參與1-3月的舊生優先招募組員。
2.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會以網上形式進行。

顯徑Nerfgun小隊 (A隊 & B隊)
目的：訓練參加者團隊合作及社交能力，提升參加者的意志力及專注力。
內容：在中心進行各類型的Nerfgun活動，讓參加者帶來刺激及安全的射擊運動體驗。Nerfgun活動有多款作戰模式，如對	
	 戰賽及攻防賽。講求團隊策略合作及意志力，既有War	Game	之刺激感，同時十分安全。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82 12/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7/6,	21/6,	28/6	(逄星期一)

A組：
6:15PM-7:15PM	

B組：
7:15PM-8:15PM

本會所

6歲至8歲會友	
(A組)

9歲至12歲會友	
(B組)

$150 10名
(每組)

李卓軒
	(草sir)

備註：中心將會提供Nerf	Gun器材及護目鏡

舞動女孩 (4-6/2021)
目的：透過團體訓練活動讓參加者發揮潛能，學習與人合作，培養參加者積極正向的思維。
內容：1.	舞蹈(爵士舞/兒童舞/HIP	HOP)訓練及表演																											
	 2.	小組團隊活動					
	 3.	義工服務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69 4-6/2021(星期五) 6:30-8:00PM 本會所 10歲至14歲會友 $500/10堂 8名 陳齊芳姑娘
		(Florence	Miss)

21-23年兒童及家庭服務方向
兒童ABC
 Appreciation /   Belongingness /  Creativity
  感恩    歸屬       創意
鼓勵兒童培養均衡全人發展，學會感恩，心有歸屬，富有創意，除以行動去回應生活上各
種的際遇和挑戰，亦能推己及人，服務社區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家庭FAM
 Function /  Attitude /   Movement
    功能  工作態度        參與
鼓勵家庭積極參與，增加共聚時刻，推動建立健康家庭，發揮功能，態度正向，以身作側，
共同參與社區社務，服務社區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兒童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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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Kids執行力Smart Kids執行力
目的：1)	提升小朋友的執行能力，例如:	情緒控制、反應抑制、持久專注、目的：1)	提升小朋友的執行能力，例如:	情緒控制、反應抑制、持久專注、
	 				時間管理、組織等	 				時間管理、組織等
	 2)	建立參加者自信和獨立處事的能力	 2)	建立參加者自信和獨立處事的能力
內容：遊戲、影片、角色扮演、自理能力訓練	內容：遊戲、影片、角色扮演、自理能力訓練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95 8/4、15/4、22/4、29/4、6/5	(四) 2:30pm-3:30pm 本會所 6歲至8歲會友 $75 6名 郭小崟
(Step	Miss)

顯徑小廚師 – 健康篇顯徑小廚師 – 健康篇
目的：1)	提升參加者對健康飲食的意識目的：1)	提升參加者對健康飲食的意識
	 2)	鼓勵參加者欣賞自身的能力	 2)	鼓勵參加者欣賞自身的能力
內容：製作健康食品、學習健康飲食知識內容：製作健康食品、學習健康飲食知識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96 27/5、3/6、10/6、17/6、24/6	(四) 2:30pm-3:45pm 本會所 6歲至11歲會友 $100 7名 郭小崟
(Step	Miss)

童心創意  (兒童3D立體打印及環保)童心創意  (兒童3D立體打印及環保)
日的：	1.	讓兒童認識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利用廢物升級再造日的：	1.	讓兒童認識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利用廢物升級再造
	 2.	讓兒童學習STEM相關的知識，如使用基礎3D打印軟件等	 2.	讓兒童學習STEM相關的知識，如使用基礎3D打印軟件等
	 3.	培養兒童的創意，結合3D打印配件及廢物組合成有用的物品	 3.	培養兒童的創意，結合3D打印配件及廢物組合成有用的物品
內容：	1.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坊內容：	1.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坊
	 2.	3D	打印創客工作坊	(繪圖技巧、印製配件、廢物升級再造等)	 2.	3D	打印創客工作坊	(繪圖技巧、印製配件、廢物升級再造等)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29-1 逢星期三
(4月份)	21/4、28/4		(5月份)	5/5、12/5 下午6:30	–	7:45 本會所	 9-12歲兒童 $80 6名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	參加者需要按工作坊的內容自行準備設計相關的環保物資(廢物)
	 2.	費用已包括3D打印所需物料
	 3.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會以網上形式進行

仲夏清甜 (兒童甜品活動)仲夏清甜 (兒童甜品活動)
目的：	1.	讓兒童製作甜品，發揮創意目的：	1.	讓兒童製作甜品，發揮創意
	 2.	提升兒童的學習動機、專注力、溝通能力及自信心	 2.	提升兒童的學習動機、專注力、溝通能力及自信心
內容：	1.	甜品製作，包括楊枝甘露、台式芋圓、雜莓乳酪布甸內容：	1.	甜品製作，包括楊枝甘露、台式芋圓、雜莓乳酪布甸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27-1 逢星期三
(6月份)	16/6、23/6、30/6 下午	7:00-8:15 本會所	 6-9歲兒童	 $120 6名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及程度設計及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基本的器材使用

兒 童 活 動 推 介兒 童 活 動 推 介

顯徑遊戲王（領袖訓練）顯徑遊戲王（領袖訓練）
目的：	1.	提升自我表達、聆聽等溝通技巧目的：	1.	提升自我表達、聆聽等溝通技巧
													2.	鼓勵參加者面對難題仍勇於嘗試，積極挑戰													2.	鼓勵參加者面對難題仍勇於嘗試，積極挑戰
													3.	培養參加者團隊合作的精神和品格													3.	培養參加者團隊合作的精神和品格
內容：在孩子成長的路上越來越多與別人合作和相處的機會，但如何才能在團隊中與人妥善合作，同時發揮自己和別人的	內容：在孩子成長的路上越來越多與別人合作和相處的機會，但如何才能在團隊中與人妥善合作，同時發揮自己和別人的	
	 所長呢？本小組透過各類遊戲和解難任務，訓練參加者的溝通表達和社交能力，並培養團隊合作、互助互勉等良好		 所長呢？本小組透過各類遊戲和解難任務，訓練參加者的溝通表達和社交能力，並培養團隊合作、互助互勉等良好	
	 品格，亦學習設計遊戲及成為帶領遊戲的小義工。	 品格，亦學習設計遊戲及成為帶領遊戲的小義工。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09-1 16,23,	30/04/2021;	14,21,28/05/2021;	
11,18/06/2021（星期五） 8:00pm-9:00pm 本會所	 6歲至12歲會友 $80

(共8節) 6名 張明欣姑娘
（Ming	Miss）

備註：	 1.	此乃長期小組，曾參加1-3月的舊生優先，亦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若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以網上模式進行活動，或需請家長協助到中心領取活動物資

Breezers 微瘋 (兒童YouTuber小組)Breezers 微瘋 (兒童YouTuber小組)
目的：	1.	提升說話技巧及表達能力目的：	1.	提升說話技巧及表達能力
	 2.	發揮創意，培養組織能力	 2.	發揮創意，培養組織能力
	 3.	改善身體、言語及情感的表達，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提升個人自信	 3.	改善身體、言語及情感的表達，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提升個人自信
#KOL	#微電影	#自編自導自演	#表達能力	#合作	#自信#KOL	#微電影	#自編自導自演	#表達能力	#合作	#自信
內容：	1.	戲劇編寫、訓練、排演內容：	1.	戲劇編寫、訓練、排演
	 2.	自由的主題式創作	 2.	自由的主題式創作
	 3.	認識短片拍攝及剪輯技巧	 3.	認識短片拍攝及剪輯技巧
	 4.	認識私隱、網上倫理及及面對負面評語的心理壓力	 4.	認識私隱、網上倫理及及面對負面評語的心理壓力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30-1

逢星期四
(4月份)	22/4、29/4
(5月份)	6/5、13/5

(6月份)	10/6、17/6、24/6

下午	6:30-7:30 本會所	 10-12歲兒童 $70 8名 卓志明
	(卓Sir)

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及程度設計及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基本的器材使用
3.	 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Happy鬆一鬆 Happy鬆一鬆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正向態度
	 2.	提升參加者的社交及溝通能力
內容：透過不同的桌上遊戲、手機遊戲等活動幫助參加者減低日常壓力享受一段歡樂時光，以及與參加者探討如何正面使	
	 用手機/電子遊戲，被免沉迷於電子產品，同時透過遊戲活動訓練參加者的溝通及社交能力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88 14/4,	28/4,	12/5,	26/5,	2/6,	16/6	
	(星期三) 6:00	-	7:00pm 本會所 8至12歲會友	 $60 8名 李卓軒

	(草sir)

如受疫情影響，未進行實體活動，將會以網上形進行。如受疫情影響，未進行實體活動，將會以網上形進行。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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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Graper感光葡萄子 (兒童攝影及拍攝小組)FotoGraper感光葡萄子 (兒童攝影及拍攝小組)
目的：	1.		培養兒童對攝影及拍攝的藝術欣賞目的：	1.		培養兒童對攝影及拍攝的藝術欣賞
	 2.		提升兒童對社會的關注，培養自主性，以行動回應社會需要	 2.		提升兒童對社會的關注，培養自主性，以行動回應社會需要
內容：	1.		攝影及拍攝訓練、戶外實踐內容：	1.		攝影及拍攝訓練、戶外實踐
	 2.		自由的主題式創作	 2.		自由的主題式創作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23-1

逢星期一
(4月份)	19/4、26/4
(5月份)	3/5、10/5
(6月份)	21/6、28/6	

下午6:30-7:30 本會所	 10-12歲兒童 $60 6名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	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及程度設計及調節
	 3.	活動將提供所需基本的器材使用

童心創意小畫家童心創意小畫家
目的：1.	透過藝術認識自己目的：1.	透過藝術認識自己
											2.	明白和抒發自己的情緒											2.	明白和抒發自己的情緒
											3.	鼓勵創意和勇於嘗試的精神											3.	鼓勵創意和勇於嘗試的精神
內容：以不同繪畫及藝術媒介和方式讓參加者透過藝術看世界，大膽抒發情感，培養創意思維。	內容：以不同繪畫及藝術媒介和方式讓參加者透過藝術看世界，大膽抒發情感，培養創意思維。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12	-1

A組：14,21,28/04/2021;	
12,26/05/2021;	9,16,23/6/2021

（星期三）
B組：17,24/04/2021;	

08,15,22,29/05/2021;	12,19/06/2021
（星期六）

A組：星期三		
(6:00pm-
7:00pm)

B組：星期六	
（11:00am-
12:00pm）

本會所	 6歲至12歲會友 $100	
(共8節)

A組4名
B組4名

張明欣姑娘
(Ming	Miss）

備註：	 1.	曾參加1-3月的舊生優先，亦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若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以網上模式進行活動，需請家長協助到中心領取活動物資

『讀寫多樂趣』5-6月 『讀寫多樂趣』5-6月 
目的：透過愉快學習的活動形式加強有特別學習需要孩子的學習動機，並且訓練孩子專注的能力，從而提升孩子學習的能	目的：透過愉快學習的活動形式加強有特別學習需要孩子的學習動機，並且訓練孩子專注的能力，從而提升孩子學習的能	
	 力和自信心。	 力和自信心。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71
5月-	8/5、15/5、22/5、29/5	
6月-	5/6、12/6、19/6、26/6

	(星期六)
中午12時至1時 本會所	 小一至小二

小學生會友
$160/
4堂 6名

陳齊芳姑娘	
	(Florence	

Miss)

港講廣東話港講廣東話
目的：1.	提升少數族裔的中文語文能力目的：1.	提升少數族裔的中文語文能力
	 		2.	提升少數族裔對香港的歸屬感	 		2.	提升少數族裔對香港的歸屬感
內容：	透過遊戲、桌遊、小手作、影片欣賞等活動，讓少數族裔會友學習中文，以及學習有關香港文化及傳統等知識內容：	透過遊戲、桌遊、小手作、影片欣賞等活動，讓少數族裔會友學習中文，以及學習有關香港文化及傳統等知識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86 15/5,	29/5,	12/6,	26/6	(六) 10:30-11:30am 本會所	 6-12歲少數族裔 $80 8名 李卓軒	
(草sir)

瘋桌童遊 (兒童桌遊活動)瘋桌童遊 (兒童桌遊活動)
目的：	1.	提升快樂感及舒緩壓力，建立正向情緒；目的：	1.	提升快樂感及舒緩壓力，建立正向情緒；
	 2.	加強社交能力，促進人際關係。	 2.	加強社交能力，促進人際關係。
內容：	1.	桌上遊戲，種類包括動作類、社交類、策略類等內容：	1.	桌上遊戲，種類包括動作類、社交類、策略類等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22-1

逢星期五
(4月份)	23/4、	30/4
(5月份)	7/5、14/5

(6月份)	11/6、18/6、25/6

下午6:30-7:30 本會所	 8歲至12歲會友 $70	 8名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	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活動內容按參加者的能力和程度作出合適設計和調節

童心創意劇場童心創意劇場
目的：1.	培養參加者的創意和表達能力目的：1.	培養參加者的創意和表達能力
											2.	從故事欣賞和創作推動正向思維和正向關係的建立											2.	從故事欣賞和創作推動正向思維和正向關係的建立
											3.	提升社交溝通，鼓勵團隊合作											3.	提升社交溝通，鼓勵團隊合作
內容：透過聽、講、創作故事及話劇等表演模式培養參加者的創意思維及表達能力。以不同形式如話劇、廣播劇、布偶劇	內容：透過聽、講、創作故事及話劇等表演模式培養參加者的創意思維及表達能力。以不同形式如話劇、廣播劇、布偶劇	
	 等與參加者身體力行演活及創作不同正向故事，學習待人接物的正確態度，培養良好品格，相信過程中也會發掘到		 等與參加者身體力行演活及創作不同正向故事，學習待人接物的正確態度，培養良好品格，相信過程中也會發掘到	
	 參加者不同的性格強項！		 參加者不同的性格強項！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10	-1 17,24/04/2021;	08,15,22,29/05/2021;	
12,19/06/2021（星期六） 12:00pm-1:00pm 本會所	 6歲至12歲會友 $80	

(共8節) 6名 張明欣姑娘
(Ming	Miss）

備註：	 1.	此乃長期小組，曾參加1-3月的舊生優先，亦招募新組員，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2.	若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以網上模式進行活動，或需請家長協助到中心領取活動物資

「家」多點陪伴「家」多點陪伴
目的：1)	鼓勵親子之間實踐互相觀察和欣賞，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目的：1)	鼓勵親子之間實踐互相觀察和欣賞，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2)	提升家長對優質陪伴的認識	 2)	提升家長對優質陪伴的認識
內容：遊戲、藝術手工、製作小食等親子活動內容：遊戲、藝術手工、製作小食等親子活動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94 8/5、22/5、5/6、19/6	(六) 8:00pm-9:15pm 本會所	 6-11歲會友及
其家長	 每位	$60 4-5個

家庭	
郭小崟

(Step	Miss)

One roll of film challengeOne roll of film challenge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表達能力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表達能力
	 		2.	提升參加者的觀察及感官能力	 		2.	提升參加者的觀察及感官能力
內容：	表達除了用口用手之外，畫面的表達有時候比語言的威力更強大，攝影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我們用畫面來表達。內容：	表達除了用口用手之外，畫面的表達有時候比語言的威力更強大，攝影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我們用畫面來表達。
另外活動使用菲林拍攝，在有限的片數，每一下拍攝都需要認真思考，再學習等待結果。另外活動使用菲林拍攝，在有限的片數，每一下拍攝都需要認真思考，再學習等待結果。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87 4/5,	11/5,	18/5,	25/5,	1/6 6:00-7:00PM 本會所	 6-12會友 $140 8名 李卓軒	
(草sir)

備註：	 費用己包括一部即用即棄菲林相機，菲林沖曬，4張4R相片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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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愛』行動組親子關『愛』行動組
目的：透過親子互動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技巧，鼓勵親子一起參與活動，以行動表達對	目的：透過親子互動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技巧，鼓勵親子一起參與活動，以行動表達對	
	 家人的關愛，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和支持，宣揚正向親子關係	 家人的關愛，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和支持，宣揚正向親子關係
內容：親子互動遊戲、親子義工服務、美味小食及家長工作坊		內容：親子互動遊戲、親子義工服務、美味小食及家長工作坊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68 24/4/2021、22/5/2021、26/6/2021 晚上8時至
9時30分 本會所	 家庭會友 $60/人 24名

陳齊芳姑娘		
(Florence	
Miss)

爸媽童義 (親子活動及義工)爸媽童義 (親子活動及義工)
目的：	 1.	增加親子互動，提升緊密關係目的：	 1.	增加親子互動，提升緊密關係
	 2.	義人義事，培養高尚品德及正確人生觀，關愛社區，扶弱助貧		 2.	義人義事，培養高尚品德及正確人生觀，關愛社區，扶弱助貧	
內容：	 1.	親子活動匯集	(桌遊、飛鏢、手工等)內容：	 1.	親子活動匯集	(桌遊、飛鏢、手工等)
	 2.	義工服務	 2.	義工服務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32-1

逢星期五
(4月份)	23/4、	30/4
(5月份)	7/5、14/5

(6月份)	11/6、18/6、25/6

下午	8:00-9:30 本會所	 9-12歲兒童及
其家長 $70 6個家庭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活動內容按參加者的能力和程度作出合適設計和調節

故事遊學園2020/21故事遊學園2020/21
目的：透過活動以啟發兒童思考及創作力，並提升閱讀動機及寫作技巧，同時目的：透過活動以啟發兒童思考及創作力，並提升閱讀動機及寫作技巧，同時
藉此提升演說技巧及表達能力。藉此提升演說技巧及表達能力。
內容：故事體驗、故事剖析、故事創作元素、改編故事寫作技巧、演說技巧內容：故事體驗、故事剖析、故事創作元素、改編故事寫作技巧、演說技巧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暫定5-6月舉行星期六下午舉行			 暫定2:00-3:30 本會所	 小四至小六學生 免費	 10名 Chan	Chan	
Miss

備註：	 1.	參加者需面試，成功面試後才可報名。
	 2.	活動正申請贊助，如成功申請，導師將由專業故事/戲劇導師教授兒童故事改編及台上演說技巧	

Popping Kids Academy (兒童機械舞)Popping Kids Academy (兒童機械舞)
目的：	1.	培養兒童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改善身體的柔軟度、靈活性、耐力、體能等目的：	1.	培養兒童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改善身體的柔軟度、靈活性、耐力、體能等
	 2.	讓兒童認識自己不同的身體協調和控制，更會增加自身的創意和想像力	 2.	讓兒童認識自己不同的身體協調和控制，更會增加自身的創意和想像力
內容：	1.	兒童機械舞(初型)訓練	(如默劇pantomime、機械人robot、波浪wave等)內容：	1.	兒童機械舞(初型)訓練	(如默劇pantomime、機械人robot、波浪wave等)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28-1

逢星期五
(4月份)	23/4、	30/4
(5月份)	7/5、14/5

(6月份)	11/6、18/6、25/6

下午	7:00-8:00 本會所	 8-12歲兒童	 $200 8名 卓志明
	(卓Sir)

備註：	 1.	活動內容按參加者的能力和程度作出合適設計和調節

星火燎原星火燎原
目的：透過義工服務及製作不同手工作品，向社區人士傳遞關心及溫暖，讓青少年明白自己細微的力量能夠帶給社區正面	
	 影響。
內容：1.	製作手工作品
	 2.義工培訓	
	 3.社區服務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513 9/4至25/6/2021(逢星期五) 6:00pm	-	
7:00pm 本會所 12歲至15歲會友 免費 8名 梁鍶穎

(Wing	Miss)

家庭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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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相拍攝服務證件相拍攝服務
目的：為DSE考生證件相拍攝服務，以預備報名及面試用目的：為DSE考生證件相拍攝服務，以預備報名及面試用
內容：考完DSE仲要預備報名及面試，出面影相十分貴，我地可以免費幫你影內容：考完DSE仲要預備報名及面試，出面影相十分貴，我地可以免費幫你影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19/6/2021星期六 02:00pm-06:00pm 本會所 應屆DSE考生 20名

備註：可以即場取走相片

面試攻略面試攻略
目的：為DSE考生提供面試技巧及心得目的：為DSE考生提供面試技巧及心得
內容：由大專生分享面試技巧及心得，預備自我介紹及模擬面試問題內容：由大專生分享面試技巧及心得，預備自我介紹及模擬面試問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1/6/2021星期二 08:00pm-09:00pm 本會所/Zoom 應屆DSE考生 8名

放榜圍爐會放榜圍爐會
目的：透過遊戲及影片分享，幫助參加者整理DSE經歷，帶給他們鼓勵。為參加者提供簡單放榜資訊，幫助他們為	 	目的：透過遊戲及影片分享，幫助參加者整理DSE經歷，帶給他們鼓勵。為參加者提供簡單放榜資訊，幫助他們為	 	
	 放榜作準備。	 放榜作準備。
內容：遊戲、影片分享、嘉賓分享、放榜計劃制訂內容：遊戲、影片分享、嘉賓分享、放榜計劃制訂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19/7/2021星期一 08:00pm-09:00pm 本會所/Zoom 應屆DSE考生 10名

大專選科你要知大專選科你要知
目的：為升中六來年DSE考生提供大專選科技巧及心得目的：為升中六來年DSE考生提供大專選科技巧及心得
內容：一升上中六DSE就殺到埋身，JUPAS黎到前先預備，用個暑期好好收集大專科目資料，及早預備。內容：一升上中六DSE就殺到埋身，JUPAS黎到前先預備，用個暑期好好收集大專科目資料，及早預備。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16/7/2021星期五 08:00pm-09:00pm 本會所/Zoom 升中六學生 12名

DSE打氣站DSE打氣站
目的：透過街站及網上IG平台為DSE考生打氣、給予鼓勵目的：透過街站及網上IG平台為DSE考生打氣、給予鼓勵
內容：1.於DSE考試期間於沙田區內設置街站，為DSE考生派發打氣包內容：1.於DSE考試期間於沙田區內設置街站，為DSE考生派發打氣包
	 2.於YMD	IG平台開放IG	story打氣活動	 2.於YMD	IG平台開放IG	story打氣活動
日期：23/4/2021-20/5/2021(不定期出動)日期：23/4/2021-20/5/2021(不定期出動)
地點：沙田區考場外/IG平台地點：沙田區考場外/IG平台

應 考 篇應 考 篇

試 後 篇試 後 篇

DSE
支援服務

2021年DSE就快開考啦! 知道要係疫情下考DSE都有好多困難，
所以我地為DSE考生帶來以下活動，希望為大家打打氣~~
詳情都可以留意我地既IG(@ymd_.cymcahkc)
負責社工：羅厚怡(怡miss)、林子軒(Derek sir)

傾盡你心(個別面談服務)傾盡你心(個別面談服務)
目的：為DSE考生提供情緒及DSE資訊支援目的：為DSE考生提供情緒及DSE資訊支援
內容：DSE好大壓力?	前路茫茫唔知點算?	可以打電話或者inbox我地搵社工傾一傾，或者可以讓你有更內容：DSE好大壓力?	前路茫茫唔知點算?	可以打電話或者inbox我地搵社工傾一傾，或者可以讓你有更
多新的諗法~多新的諗法~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4月起至7月尾 10:00am-22:00pm 本會所/電話/IG	inbox 應屆DSE考生

		應試攻略應試攻略
目的：為DSE考生提供應試技巧及心得目的：為DSE考生提供應試技巧及心得
內容：由大專生分享應試技巧及心得，等你有定心理準備應戰DSE~內容：由大專生分享應試技巧及心得，等你有定心理準備應戰DSE~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19/4/2021星期一 08:00pm-09:00pm zoom 應屆DSE考生 12名

自修室預約服務自修室預約服務
目的：為有需要考生提供自修室服務目的：為有需要考生提供自修室服務
內容：喺屋企唔適合温書？出面又要排隊或比錢？想要一個合適地方温書書可以嚟我地中心呀！內容：喺屋企唔適合温書？出面又要排隊或比錢？想要一個合適地方温書書可以嚟我地中心呀！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1	 以Google	form	時間為準，使用自修室的日期為申請日期後三日1	 以Google	form	時間為準，使用自修室的日期為申請日期後三日
	 例：4月6日（星期一）填寫表格申請，使用日期則為4月9日（星期四）	 例：4月6日（星期一）填寫表格申請，使用日期則為4月9日（星期四）
	 例：4月9日（星期四）填寫表格申請，申請將失效，因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自修室將不開放	 例：4月9日（星期四）填寫表格申請，申請將失效，因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自修室將不開放
	 大家記得計清楚想嚟嘅時間，早三日填寫表格申請	 大家記得計清楚想嚟嘅時間，早三日填寫表格申請
2	 申請時請留下聯絡電話及email以便通知。2	 申請時請留下聯絡電話及email以便通知。
3	 我哋會主動聯絡成功申請嘅會員。3	 我哋會主動聯絡成功申請嘅會員。
4	 未獲通知嘅會員將列入後補名單。如成功申請者未能在使用當日下午1點前到達自修室，申請將取消。我哋會	4	 未獲通知嘅會員將列入後補名單。如成功申請者未能在使用當日下午1點前到達自修室，申請將取消。我哋會	
	 通知後補名單前來使用。	 通知後補名單前來使用。
5	 想即時知道自己申請成唔成功，就記住follow我哋IG（@ymd.cymcahkc)，我哋會喺IG即時公佈！5	 想即時知道自己申請成唔成功，就記住follow我哋IG（@ymd.cymcahkc)，我哋會喺IG即時公佈！
使用自修室須知使用自修室須知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12:30AM-7:00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12:30AM-7:00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每房只容納2-4人，每日共有6個使用名額。座位之間會保持安全距離每房只容納2-4人，每日共有6個使用名額。座位之間會保持安全距離
只供應屆DSE考生使用只供應屆DSE考生使用
需攜帶會員證作登記之用需攜帶會員證作登記之用
進入中心前需要量體溫及填寫同意書進入中心前需要量體溫及填寫同意書
進入中心前必須使用搓手液洗手及佩戴口罩進入中心前必須使用搓手液洗手及佩戴口罩

自修室預約自修室預約
服務連結服務連結

報名連結:報名連結:

備 試 篇備 試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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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紓壓系列
Draw with the flowDraw with the flow
目的：流體畫是一種舒壓治癒的藝術體驗。在有限控制下透過顏料自然流動去作畫，隨創作者心情、環境變化而帶來	目的：流體畫是一種舒壓治癒的藝術體驗。在有限控制下透過顏料自然流動去作畫，隨創作者心情、環境變化而帶來	
	 的不確定性，最後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流體抽像畫。	 的不確定性，最後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流體抽像畫。
內容：流體畫體驗活動			內容：流體畫體驗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11/5、18/5/2021	(星期二) 8:00pm	-	9:30pm 本會所	 15歲至24歲
會友 $150 6名 巫佩雯

(Mo	Miss)

音樂與他‧從零開始音樂與他‧從零開始
目的：透過樂隊培訓鼓勵青少年發展不同興趣，以不同方式紓發壓力，表達自己目的：透過樂隊培訓鼓勵青少年發展不同興趣，以不同方式紓發壓力，表達自己
內容：木電他、貝司、爵士鼓、電子琴學習、樂隊訓練內容：木電他、貝司、爵士鼓、電子琴學習、樂隊訓練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24/4	–	26/6	/2021	(逢星期六) 8:00pm	-	9:30pm 本會所	 12-24歲會友 $240 8名 林子軒
	(Derek	Sir)

備註：活動適用於初學或未曾學習樂器的青少年

咖啡之友咖啡之友
目的：透過學習沖調咖啡讓年青人培養興趣，透過課堂學習享受時間和舒緩壓力目的：透過學習沖調咖啡讓年青人培養興趣，透過課堂學習享受時間和舒緩壓力
內容：與參加者一起分享及製作手沖咖啡及拉花，進行非專業分享及交流，一起品嚐不同風味的咖啡內容：與參加者一起分享及製作手沖咖啡及拉花，進行非專業分享及交流，一起品嚐不同風味的咖啡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9/4/2021、16/4/2021、23/4/2021

、30/4/2021逢星期五(共4節) 04:00pm-05:30pm 本會所	 12歲至24歲
會友 $50 8名 羅厚怡

(怡miss)
備註：參加者可自備容器帶走咖啡

世界公民系列
Green Lab  (一杯咖啡的後續)Green Lab  (一杯咖啡的後續)
目的：召集環保創意達人，透過環保手作製作活動，推動保護環境訊息。目的：召集環保創意達人，透過環保手作製作活動，推動保護環境訊息。
內容：咖啡渣吸濕包、咖啡渣環保手工皂、驅蚊蟲噴霧。內容：咖啡渣吸濕包、咖啡渣環保手工皂、驅蚊蟲噴霧。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15/5、22/5、29/5/2021	(星期六) 6:00pm	-7:15pm 本會所	 11歲至16歲
會友 $30 8名 巫佩雯

(Mo	Miss)
備註：如疫情緊張，活動將以ZOOM進行。

清灘義人行清灘義人行
目的：透過清灘活動，身體力行保護環境，提升保育意識。目的：透過清灘活動，身體力行保護環境，提升保育意識。
內容：清灘行動內容：清灘行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15/5/2021	(星期六) 2:00pm	-5:00pm 本會所	 14歲至18歲
會友 $30 8名 黃俊傑

(Calvin	Sir)
備註：1.	會所提供清灘工具

10年後的故事10年後的故事
目的：透過特別嘉賓分享，讓青少年了解每個熱血職員背後的成長經歷，一同探索、發掘對自己的未來想像。目的：透過特別嘉賓分享，讓青少年了解每個熱血職員背後的成長經歷，一同探索、發掘對自己的未來想像。
內容：自我初探小遊戲、嘉賓分享內容：自我初探小遊戲、嘉賓分享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5/6/2021	(星期六) 8:00pm	-	9:30pm 本會所	 13歲至18歲
會友 免費 12名 巫佩雯

(Mo	Miss)
備註：如疫情緊張，活動將以ZOOM進行。

沙田「攝」住行沙田「攝」住行
目的：透過數碼媒體技巧，紀錄沙田的人和事，認識隱藏在沙田的多元文化。目的：透過數碼媒體技巧，紀錄沙田的人和事，認識隱藏在沙田的多元文化。
內容：攝影技巧教學、剪接技巧教學、實地拍攝、新媒體應用內容：攝影技巧教學、剪接技巧教學、實地拍攝、新媒體應用

1.技巧訓練班1.技巧訓練班
日期：10/4/2021-8/5/2021	(星期六)日期：10/4/2021-8/5/2021	(星期六)
時間：2:00pm	-4:00pm時間：2:00pm	-4:00pm
地點：本會所地點：本會所

對象：14歲至18歲會友	 	 名額：5名對象：14歲至18歲會友	 	 名額：5名
費用：$80	 	 	 負責社工：黃俊傑(Calvin	Sir)費用：$80	 	 	 負責社工：黃俊傑(Calvin	Sir)
備註：1.	會所提供拍攝、剪接等器材備註：1.	會所提供拍攝、剪接等器材

2.拍攝日2.拍攝日
日期：15/5/2021	(星期六)日期：15/5/2021	(星期六)
時間：11:00am-5:00pm時間：11:00am-5:00pm
地點：沙田區名勝地點：沙田區名勝

3.剪接日3.剪接日
日期：22/5/2021	(星期六)日期：22/5/2021	(星期六)
時間：2:00pm-6:00pm時間：2:00pm-6:00pm
地點：本會所地點：本會所

山野任我行山野任我行
目的：透過學習山藝知識提升青少年策劃、執行及自理能力目的：透過學習山藝知識提升青少年策劃、執行及自理能力
內容：山藝知識學習、規劃行程、遠足實習	內容：山藝知識學習、規劃行程、遠足實習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32 17/4	–	26/6/2021	(逢星期六) 11:00am-
12:30pm 本會所	 12歲至24歲

會友 $50 8名 林子軒	
(Derek	Sir)

備註：1.山藝知識學習及規劃行程會視乎疫情以ZOOM或實體進行	2.活動涉及一定運動量，請參加者量力而為

挪亞方舟挪亞方舟
目的：透過活動讓青少年學習珍惜自己所擁有目的：透過活動讓青少年學習珍惜自己所擁有
內容：挪亞方舟參觀、主題工作坊內容：挪亞方舟參觀、主題工作坊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名額 負責同工

450804632 17/4/2021星期六 11:00am-
06:00pm

香港挪
亞方舟

12歲至18歲
會友 $50 30名 羅厚怡

(怡miss)
備註：費用已包括挪亞方舟參觀門票、來回交通費及午餐

青年領袖及義工訓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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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訓練課程(一對一個別教授)音樂訓練課程(一對一個別教授)

樂理班(設網上教授)樂理班(設網上教授)

導師招聘導師招聘

琴房借用琴房借用

對音樂有濃厚嘅興趣？想小朋友有一技旁身？快啲嚟參加者顯徑會所嘅音樂訓練課程啦！
我哋提供不同樂器嘅一對一教授課程，可以根據學生需要調整課程內容、時間，絕對係初學者同音樂進修者嘅不
二之選！
#一對一 #鋼琴 #流行鼓 #小提琴 #音樂 #從小培養

除左樂器之外，又點少得樂理課程呢？透過樂理課
程，可以更加透澈地了解音樂表達，喺音樂路上更加
事半功倍！即刻聯絡我地報名啦！

顯徑會所誠聘樂器班導師！有興趣請即揾訓練程序同工啦！
日期：即日開始  時間：面議
地點：顯徑會所  薪金：面議
學歷：需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或以上相關文憑導師。
要求：有耐性、有責任感、具教學經驗優先。
申請方法：請遞交求職信及履歷表予黃俊傑先生收。

識樂器嘅你冇地方靜靜地練習？唔緊要，嚟顯徑會所
啦！我地可以提供私人房間俾你練習樂器，唔洗怕
羞，唔洗怕嘈，掂晒！
#練琴 #努力不懈 #好地方

琴房使用需知
1. 必須為本會會友
2. 每節以30分鐘計算
3. 借用者請先到接待處進行登記及繳費，登記後只限改動時間一 
 次，缺席者恕不補時。
4. 為保障學員及中心利益，琴房借用只可作練習用途，嚴禁擅自使 
 用作未經許可之教授用途。如發現違規，本中心有權立即終止參 
 加者使用，所繳費用一概不發還。

樂器訓練課程樂器訓練課程

程序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按級 每堂費用(30
分鐘) 堂數 內容

鋼琴
(Piano)

星期一至五
下午3時至晚上9時半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晚上9時半

時間任擇
(需與負責同工協調)

6-24歲
會友

初級 $130

堂數按每
月之星期
數為準

-	演奏技巧教授
-	提供獨立、安全及安靜環境上課
-	學員可從基本開始，針對個別學員程度而
		調節
-	以一對一個別教授形式授課
-	時間如有需要可加長至每堂45至60分鐘，
		費用將按比例收取

一級 $140
流行鼓
(Drum)

二級 $145
三級 $150

小提琴
(Violin)

四級 $160
五級 $170

注意事項
1.	如需報讀，會友請先到會所接待處填寫訓練程序留名表格，及聯絡負責同工以便安排。
2.	*6歲以下之參加者必須已成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方能參加者
3.	所有課程導師均已考獲八級鋼琴及五級樂理或以資歷。
4.	本會所可代為報考各樂器分級試，請向負責同工查詢。
5.	學員需自行購買五線譜、琴書等工具。
6.	除鋼琴班外，學員需自備相關樂器上課。
報名及上課事宜
1.	學員必須於新一期上課日前3個工作天(不包括上課當日)繳付該期之學費。
2.	學員如需請事假，必須3個工作天前(不包括上課當日)通知本會所職員，否則當自動放棄論，不會安排補堂。
3.	學員如請病假，必須於上課前1小時通知本會所職員，並於下堂帶備該上課日之醫生證明書以玆証明，否則當自動放棄論，不
				會安排補堂。

樂理 30分鐘/堂 45分鐘/堂

初級至五級 $160 $200
節數 收費

4 $60

iSTEM Limited 於2018年年初成立,獲香港科技大學及數碼港支
持。成功與香港多間中小學校合作。iSTEM團隊致力以科技教育
為學生愉快學習及提升學習效能為宗旨。

我要做KOL Social Media Tools 
微軟Windows Live開發的影片編輯軟體，可以製作、編輯及分享家庭影片，並
新增特殊效果、音樂及旁白，然後透過網路、電子郵件或CD分享製作的電影。

旅遊學英文 English grammar & phrases 
虛擬旅遊學英文，必學100個句子+基本單字懶人包，2021年最實用！
-機場篇  -交通篇
-飲食篇  -購物篇
-住宿篇  -出外篇

AI新體驗        人工智能和科技 
什麼是人工智能？機器如何學習? (Machine Learning)如何辨識語音，並將之轉化
為文字?
聲控原理
影像的構成 (Digital Images)
影像的特徵 (Feature vector)

STEM冷知識 STEM knowledge & experiments 
將micro:bit入門至中級教材規劃循序漸進， 入門篇即可學到變數、邏輯運
算和迴圈等知識，帶領學生製作簡易小遊戲， 音樂、LED燈光動畫、感
測器甚至micro:bit腳位控制，完全使用微軟的MakeCode線上圖形化編輯
器， 僅需用滑鼠拖拉積木即可寫程式！

影像辨析原理
如何「訓練」電腦 (Training the computer) 提昇智能?
人面識別,肢體識別,人工智能遊戲設計及生活應用等

第一章 與micro:bit初次見面  第二章 基本燈光圖案
第三章 延遲、迴圈與按鈕  第四章 變數
第五章 數學計算與FOR迴圈  第六章 邏輯判斷
第七章 遊戲    第八章 陣列及再探迴圈  第九章 進階燈光控制與函式 
     第十章 感測器
     創意應用如:構建智能城市如智能標籤,共設遙距物聯網,人距偵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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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訓練程序「４.０」注意：訓練程序「４.０」
隨住強調新思維、鼓勵使用科技嘅「工業4.0」來臨，兒童及青少年都需要好好裝備自己，迎接新時代嘅挑戰！以下
訓練程序將為會友帶嚟新體驗，讓參加者輕鬆愉快學習之餘，應可以跟得上新‧學習潮流！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
收費

內容

HKC202104033
我要做KOL

 (Social Media Tools)
7/4 - 16/6

(19/5 暫停)
1600-1700 三

6-12歲

10

$170

10 $1700 微軟Windows Live開發的影片編輯軟體，可以製作、編輯及分享家庭影片，並新增特殊效果、音樂及旁白，然後透過網路、電子郵件或CD分享製作的電影。

HKC202104034
旅遊學英文 

(English grammar & 
phrases)

7/4 - 16/6
(19/5 暫停)

1700-1800 三 10 10 $1700
虛擬旅遊學英文，必學100個句子+基本單字懶人包，2021年最實用！
課程包括： -機場篇  -交通篇  -飲食篇  -購物篇  -住宿篇  -出外篇

HKC202104035
STEM冷知識 

(STEM knowledge & 
experiments)

1/4 - 24/6 1600-1700 四 10 10 $1700

將micro:bit入門至中級教材規劃循序漸進， 入門篇即可學到變數、邏輯運算和迴圈等知識，帶領學生製作簡易小遊戲， 音樂、LED燈光動畫、感測器甚至micro:bit腳位控
制，完全使用微軟的MakeCode線上圖形化編輯器， 僅需用滑鼠拖拉積木即可寫程式！
第一章 與micro:bit初次見面   第二章 基本燈光圖案  第三章 延遲、迴圈與按鈕 第四章 變數
第五章 數學計算與FOR迴圈   第六章 邏輯判斷  第七章 遊戲  第八章 陣列及再探迴圈
第九章 進階燈光控制與函式   第十章 感測器  創意應用如:構建智能城市如智能標籤,共設遙距物聯網,人距偵測等

HKC202104036
AI新體驗        

(人工智能和科技)
1/4 - 24/6 1700-1800 四 10 10 $1700

課程包括： - 什麼是人工智能？  - 機器如何學習? (Machine Learning)  - 如何辨識語音，並將之轉化為文字?
  - 聲控原理   - 影像的構成 (Digital Images)   - 影像的特徵 (Feature vector)
  - 影像辨析原理  - 如何「訓練」電腦 (Training the computer) 提昇智能? - 人面識別,肢體識別,人工智能遊戲設計及生活應用等
  -塗鴉偵測機械人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內容 備註 報名日期

HKC202104001 Cambridge English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

(外籍導師任教)

Pre-Starters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200-1300 六

6至9歲

6

11 $1760 由經驗豐富外籍導師教授，主要提升學生對詞彙的認識，加強聽、講、讀、寫四項訓練，完成課程可報考國
際認可的英國劍橋小學英語測試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幫助學生取得認可評核 。
級別： Pre-Starters  (約2-3期完成)         Starters     (約4期完成)
 Movers     (約4-5期完成)         Flyers      (約4-6期完成)
*按學員進度調整課程完成所需時期

1) 本課程將安排外籍導師
任教
2) 本會所可安排導師為會
友先作初步英語評估，按
程度分派報讀課程。如有
興趣，請致電本會所查詢

1.舊生優先報名日：
開班前3星期
或之前

2. 留名者報名日：
開班前2星期內

3. 公開報名日：
開班前1星期內

HKC202104002 Starters (星期四A班) 1/4 - 24/6 1700-1800 四 13 $2080

HKC202104004 Talking Trinity
英國聖三一英語口試課程

(外籍導師任教)

GRADE 1 (星期四自組班) 1/4 - 24/6 1800-1900 四

6

13 $2080
聖三一學院之英語考試，需要考生與考官進行單對單的英語對話，考驗學生面對以英語溝通的能力，考試合
格者將可獲聖三一學院頒發的證書。本課程以Trinity ESOL  examination為基礎，由經驗外籍英語導師任教，
教授學員會話技巧、表達能力、正確發音、建立興趣及增加對日常題目的知識，以應付考試。HKC202104005 GRADE 1 (星期四A班) 1600-1700 四

HKC202104006
Jolly Phonics

學前PHONICS課程
(外籍導師任教)

LEVEL 1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100-1200 六 11 $1760
Jolly Phonics 以不同的動作讓參加者記得每個不同的發音，課程亦以國際學校之多元化互動教學模式進行，
除了以全英語授課外，並會在課堂上做不同活動,例如遊戲、故事、手工、工作紙、i-learning等，為求參加者
可在不同有趣活動中輕鬆快樂地學習phonics，而非一般舊式教法只着重在書枱上不停做、聽、寫。本課程分
為兩個level:
Level 1會學習a-z的發音及簡單拼字 (約2期完成)
Level 2會學習到進階之拼字及雙音，如ai, ch, ou, ng等等.. (約3-4期完成)

HKC202104007 LEVEL 2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000-1100 六 11 $1760

HKC202104009 English Happyland 
(外籍導師任教)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300-1400 六 6 11 $1760

透過多元化的遊戲和活動學習英文生字，訓練小朋友的英語水平。
每堂以不同主題, 教授有關生字, 以工作紙、故事、遊戲、繪畫及小手工等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的詞彙及日
常對話，令他們能在輕鬆有趣的環境中學習。

HKC202104011 珠心算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630-1730 六 10 11 $990

珠算是中國傳統的計算方式。現代兒童可以經過珠算珠心算的學習，透過耳聽、眼看、手撥、腦算的訓練提高
他們的多元智能。本課程同時利用智力難題、數字遊戲等鍛鍊孩子的邏輯推理、數字運算及抽象思考的能力。
內容：珠算的基礎知識、珠算加減法及加減心算。本課程為延續性課程，建議學員完成後參加延續班。

課程需額外購買練習及教
材 $100，詳細內容請致
電本會所查詢

HKC202104012 珠心算初班(自組班) 星期三自組班 7/4 - 30/6 (19/5 暫停) 1800-1900 三 10 12 $1080 「手指速算」是根據3-8歲兒童腦部發育的特點，借助手指，用遊戲形式把手腦結合及激發兒童對數字的興
趣，提高兒童數理的邏輯思維能力，提高智力發展。

課程需額外購買練習及教
材 $30，詳細內容請致電
本會所查詢HKC202104013 珠心算初班(手指速算)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730-1830 六 10 11 $990

2021年4-6月訓練程序通訊稿 (恆常班)學術語言系列學術語言系列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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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內容 備註 報名日期

HKC202104022
芭蕾舞班

星期四A班 1/4 - 24/6 1800-1900 四

6-12歲

10 13 $1105 本課程以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 Royal Academy of Dancing (RAD)之課程為基礎，教授學員芭蕾舞的基本技巧， 從而增加了
學員的音樂感、節奏感、專注力及肢體協調的能力。

1)初學者可穿芭蕾舞軟底
鞋 或 技 巧 鞋 、 輕 便 衣 服
上課

1.舊生優先報名日：
開班前3星期
或之前

2. 留名者報名日：
開班前2星期內

3. 公開報名日：
開班前1星期內

HKC202104024 星期五A班

9/4 - 25/6

1900-2000

五

10 12 $1020

HKC202104025 爵士舞班 星期五A班 1800-1900 10 12 $1020
透過教授學員基本技巧，配以合適的訓練，令學員掌握爵士舞概念。本課程分為初階及進階兩部分，課程上半部分主要教授
爵士舞的舞步，讓其掌握基本的舞步技巧；下半部分以音樂元素，在音樂襯托下做出各種律動，再配以千變萬化的舞步，讓
學員融入舞蹈世界中。

1) 備有全身鏡，學員上課
時可一邊練習，一邊觀察
個人姿勢。

HKC202104027

跆拳道

星期五A班 9/4 - 25/6 1830-1945 五 10 11 $825

本課程透過跆拳道練習，培養出良好品格、鍛鍊堅定意志、訓練出敏捷的身手、建立自信。發揮跆拳道精神「禮義廉恥忍
耐，克己百折不屈」貢獻社會。

1)本課程設升級考試及進
行搏擊練習
2)課程將安排約15分鐘用
作兩班練習及交流

HKC202104028 星期六A班
10/4 - 26/6
(1/5 暫停)

1700-1815

六

15

11 $825HKC202104029 星期六B班 1800-1915 6-12歲 15

HKC202104030 星期六C班 1900-2015 12歲
以上 15

HKC202104031 HIP HOP舞蹈班 星期三A班 7/4 - 30/6
(19/5 暫停) 1800-1900 三 6-10歲 10 12 $960 本課程教授基本的K-Pop/Hip Hop舞蹈，訓練他們的體能、手眼/眼腳協調、大小肌肉控制、動作協調能力、平衡力、坐姿、專注

力等；另外，透過排練舞蹈，讓他們學習社交技巧，懂得與他人分享、合作，並友善對待之。 / 1. 留名者報名日：
開班前2星期內
2. 公開報名日：
開班前1星期內HKC202104032 兒童劍擊訓練班 星期四A班 1/4 - 24/6 1800-1900 四 6-10歲 10 13 $1020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課程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不但需要靈活敏
捷身手、判斷力，巧妙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要迅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重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項鍛鍊體力與智力
的運動。

/

康體運動系列康體運動系列

[報名詳請參閱下期暑期通訊]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內容 備註 報名日期

HKC202101014

兒童畫

星期六初班

24/4 - 26/6
(1/5 暫停)

1200-1300

六

6至9歲

8

9

$656
(已包括材料費)

課程結合線條訓練及塑膠彩畫學習。課程前半期，學習繪畫各種有關香港及日常生活的人物及事物，並加插想像畫的訓練。
而課程後半期，會以塑膠彩畫為主，學生集中以油畫板及塑膠彩創作，在油畫架上繪圖。
課程目標： - 教授學生掌握香港及日常生活事物的繪畫方法，能夠即時畫出線條圖
  - 想像畫練習，加強學生的多元想像
  - 引導學生表達圖畫內容，熟習如何表達意念 1 ) 課 程 額 外 材 料 費 為

$80/季 
(包括顏料、畫簿等)。
2 ) 學 員 需 自 備 圍 裙 及 手
袖。
3)約兩堂完成一份作品。

1.舊生優先報名日：
開班前3星期
或之前

2. 留名者報名日：
開班前2星期內

3. 公開報名日：
開班前1星期內

HKC202101015 星期六中班 1300-1400
$683

(已包括材料費)

課程以塑膠彩畫為主。教授學生塑膠彩顏料的特性及繪畫技法，如三原色及調色原理。主題創意及技巧兼備，內容包含抽象
幻想畫、動物、節日、維港風景等，讓學生繪畫具個人風格及色彩鮮明的作品。
課程目標：
- 教授學生掌握塑膠彩基本技巧  - 加強學生對顏料運用及色彩配搭的知識 - 教授加強手部握筆的穩定性

HKC202101016 故事童畫創意班 星期六A班 1100-1200 8
$710

(已包括材料費)

小朋友喜愛看圖畫，看圖書，更喜愛聽故事。課程結合故事及繪畫，導師會演說一系列自創插圖故事，主題包括大自然景
象、動物世界、生活常識、節日及人物等，與孩子分享知識之餘，亦與他們產生互動，鼓勵表達個人的意見及想法。這樣，
故事插圖、真實圖片及對答更能引發觀察、想像及創意，成為小孩們創作的靈感泉源，在圖畫中表達一個嶄新的故事。
課程目標：
- 教授學員掌握各種人物、動物及事物等更細緻的繪畫方法。 - 教授學員如何配搭顏色，讓圖畫的色彩及層次更鮮明。
- 引導學員去編排圖畫中的內容，掌握用圖畫清楚表達概念。 - 學習以粉彩及水彩做出不同效果，掌握用色技法。

生活藝術系列生活藝術系列 2021年4-6月訓練程序通訊稿 (恆常班)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31 專注力加強Level Up 23/7-20/8 15:30-16:30 五 5 6-12歲 5 $350
大部分父母發現子女對學到的知識經常忘記，溫書考試無法集中，這個課程可以學習一些以遊戲為本的專注力加強訓練，讓子女在輕鬆的環境下提升專注力，令他們學習
時可以吸收得更好。
1.專注力訓練遊戲  2.視覺專注  3.聽覺專注  4.交替性專注  5.專注力測驗

STC202107032 溝通外交禮儀小達人 19/7-16/8 10:15-11:15 五 5 6-9歲 5 $350
本課程讓孩子透過有趣的活動及遊戲，學習有耐性地與人相處，同時學習社交禮儀及技巧，還可以培養孩子們的社交能力，語言能力、表達技巧及培養孩子們懂得分享和
欣賞，同時有效地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我們的課程讓小朋友了解自己的情緒控制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提升溝通社交禮儀能力。
課堂內容参考： 1.提升正向品格 2.九形人格  3.逆境情緒控制的方法  4.社交禮儀訓練 5.利用遊戲令小朋友提升情緒智能

STC202107033
兒童劍擊班

22/7-19/8 11:30-12:30 四 5 6-9歲 10 $720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課程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不但需要靈活敏捷身手、判斷力，巧妙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
要迅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重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項鍛鍊體力與智力的運動。

STC202107034 20/7-17/8 10:15-11:15 二 5 10-12歲 10 $720 游泳是一項全身運動，透過水中的阻力及浮力，可在鍛練肌肉同時減少對關節的傷害。另外透過調節呼吸的過程，幫助改善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謝，改善呼吸系統。在游
泳技巧方面，本會將由淺入深，先從自由式開始，隨後背泳，蛙式，最後蝶式。在資深教練指導下進行持續及有系統性的訓練下，可培養學員的意志カ及不斷挑戰自我。

STC202107035 兒童室內網球班 20/7-17/8 11:30-12:30 二 5 6-12歲 10 $820 花式跳繩有很多有趣好玩的花式，除了最普遍的雙腳跳、單腳跳及交叉繩等個人花式外，雙人花式、甚至組合花式亦千變萬化。跳繩是一種非常有效又有趣味的帶氧運動。
透過訓練，參加者可提升手腳的協調性，亦能增進心肺功能等。

STC202107036 兒童花式跳繩 22/7-19/8 14:15-15:15 四 5 6-12歲 10 $690 花式跳繩有很多有趣好玩的花式，除了最普遍的雙腳跳、單腳跳及交叉繩等個人花式外，雙人花式、甚至組合花式亦千變萬化。跳繩是一種非常有效又有趣味的帶氧運
動。透過訓練，參加者可提升手腳的協調性，亦能增進心肺功能等。

STC202107037 Pop Jazz流行爵士舞 20/7-17/8 15:30-16:30 二 5 6-12歲 8 $470 Pop Jazz是一種富動感的節奏型舞蹈，特色是會特別注重動作的美感，個人色彩和獨特風格。當美國的音樂錄影帶公司MTV Channel於1981年面世，唱片公司為推介新的
歌手和歌曲，利用了這些主流歌曲配合爵士舞演出這些MTV，Pop Jazz盛世而起。由此時開始，Pop Jazz漸漸變成音樂錄影帶中的重要元素

STC202107038 現代舞 20/7-17/8 18:00-19:00 二 5 6-12歲 8 $470 現代舞沒有刻板的技巧，風格和方向範圍廣泛，為培養學生有更廣泛的思維方式，學生更會發展批判性思維技巧和就自我表現作反思。此外，更有機會發展創作原創作品
的技巧和所需知識。

STC202107039 韓國K-pop流行舞蹈 20/7-17/8 16:45-17:45 二 5 6-12歲 8 $470 K-Pop已經在亞洲成為主流音樂，其中《江南Style》、《Nobody》、《Sorry. Sorry》已經無人不識，而《江南style》更在網絡影片網站YouTube把K-Pop熱潮推至新的高
峰，並在歐美主流樂壇引起震動，並且引起了全球性的模仿熱潮。這個課程會於韓國流行音樂為主題，並結合韓國舞曲去教授小朋友認識K-Pop。

成長發展系列成長發展系列 暑期訓練程序率先睇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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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 (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備註

STC202107021 英語文法強化課程　 20/7-17/8 10:15-11:15 二 5 升P4-P5 5 $350 課程特色：緊貼教育局制定之課程編排及學科內容，重點教授文法重點。
每堂課堂會教授不同文法課題，配以適量練習操練，鞏固根基。課程適合升小二至小三學童報讀。

STC202107022 英語四項全能訓練班　 20/7-17/8 11:30-12:30 二 5 升P2-P3 5 $350 課堂包括聆聽練習、教授表達技巧、語文知識、閱讀技巧及寫作訓練，讓學生能作全面學習。課堂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教材，令學生更投入課
堂，增加趣味性。

STC202107023 升中面試班　 22/7-19/8 17:00-19:00 四 4 升P6 5 $1170

學生報考中學時，需要面對不同類型的面試形式，本課程為加強學生中、英文的應對技巧及建立自信而設計。課程除訓練面試技巧外，更有
相應課節有外籍及普通話導師執教，訓練學生的英語和普通話的表達和溝通能力，讓學生掌握應對之餘，更能善於透過面試表現自己，順利
升上理想的學校。
課程結構:全期四節，每節兩小時：
兩節由英語外籍導師執教，訓練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兩節由本地導師執教，訓練學生的面試技巧
課程內容：面試模式簡介、須注意事項（儀容、衣着、態度、用詞 ）、小組討論、個人面試等。

STC202107024 英文呈分試班　 22/7-19/8 14:00-15:30 四 5 升P5至P6 5 $500

每份試卷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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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技巧及取分秘訣，全面提升學生在考呈分試的成績及表現。
課程特色：
1.本課程以提升學生英文科在校呈分試成績及表現為原則。
2.課堂強調答題竅門，都是針對不同類型的問題，教授不同問題的應對方法，讓學生取得更高分數。
3.教授學生如何運用時間，協助學生及早適應正式考試的緊張及壓力。
4.每份卷設計有普通題及賞分題，切合不同學生之需要。
5.導師會依據學生答題弱項提出改善建議，亦會因應個別學習需要加以鍛鍊學生有關方面知識表現秘訣，令學生應試更得心應手。
課堂內容(1.5小時)：15分鐘：教授技巧 45分鐘：作答試卷 30分鐘：講解試卷

英文訓練重點：
1.Tenses 
2.Pronouns 
3.Preposition 
4.Reading Comprehension

STC202107025 中文呈分試班　 22/7-19/8 15:30-17:00 四 5 升P5至P6 5 $500

每份試卷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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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技巧及取分秘訣，全面提升學生在考呈分試的成績及表現。
課程特色：
1.本課程以提升學生中文科在校呈分試成績及表現為原則。
2.課堂強調答題竅門，都是針對不同類型的問題，教授不同問題的應對方法，讓學生取得更高分數。
3.教授學生如何運用時間，協助學生及早適應正式考試的緊張及壓力。
4.每份卷設計有普通提及賞分題，切合不同學生之需要。
5.導師會依據學生答題弱項提出改善建議，亦會因應個別學習需要加以鍛鍊學生有關方面知識表現秘訣，令學生應試更得心應手。
課堂內容(1.5小時)：15分鐘：教授技巧 45分鐘：作答試卷 30分鐘：講解試卷

中文訓練重點：
1.重點閱讀理解技巧 
2.造句技巧 
3.排句成段技巧 
4.標點符號技巧給更多

STC202107026 應用題解難班　 20/7-17/8 14:15-15:15 二 5 升P4-P5 5 $350 課程教授應用題解題技巧及步驟。利用圖解法分析文字，培養學生組織理解能力。課程將各題型分門別類，令學生更有效掌握解題方法。

STC202107027 中文四項全能訓練班　 20/7-17/8 15:30-16:30 二 5 升P2-P3 5 $350
以中國傳統節日故事為主題，教授聽、說、讀、寫的技巧，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聽：欣賞與相關課題有關之歌曲，從歌詞認識及曲調欣賞中華文化。 說：賞析古詩，學習朗誦及演講技巧。
讀：閱讀中國節日的故事，認識中國文化。   寫：學習寫作及修辭技巧。

STC202107028 圖像記憶學習法　 23/7-20/8 14:15-15:15 五 5 6-12歲 5 $350
『圖像記憶學習法』是一種富聯想力及創造力的記憶方法，學員在學習期間，學習把所見所聞加以聯想及創造，變成了互相關聯及與回憶掛
鉤的東西，當事物與回憶有了關聯，回想起來便容易得多，而且歷久不衰。活動的學習關鍵，在於學生能否把不同的圖像或物件互相聯想起
來，他們掌握的聯想能力越高，學習成果便越顯著。當學員掌握了方法後，他們在記憶的時間便不會再不斷硬記課本了。

STC202107029 日文基礎溝通用語班　 19/7-16/8 11:30-12:30 一 5 6-12歲 6 $500 本課程以輕鬆愉快的互動形式授課，通過學習掌握日語竅門，訓練學員基本的講、聽、讀、寫的能力。讓小朋友在學習正規文法的同時，加
強提高對學習外語的興趣。

STC202107030 韓文基礎溝通用語　 19/7-16/8 10:15-11:15 一 5 6-12歲 6 $500 本課程旨在引起小朋友學習韓文的興趣，以活動教學為授課形式，使學生更能投入學習。本課程主要教導發音，句子結構及詞彙，協助學生
掌握日常會話，導師着重提升學生對學習韓文的興趣。

暑期訓練程序課程(兒童)

學術語言系列學術語言系列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40 「樂學達人」專注力及學習
力提升班　 21/7-18/8 15:30-16:30 三 5 6-9歲 5 $600

「樂學達人」以兒童智力發展專家格連杜曼博士的研究理論為基礎，採用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專注力活動和練習，讓學童接觸多元學習法和專注力技巧，學童學習
中亦有助建構大腦。課程採用遊戲啟導手法，提供全面和有系統的專注小習作，以提升孩子在學習上的自信和樂趣。
內容：專注力智能訓練，包括：集中力、注意力，觀察力及多元智能學習力訓練，協助學生專注力及學習力全面提升

STC202107041 兒童全腦記憶學習提升班　 21/7-18/8 11:30-12:30 三 5 6-9歲 5 $600

新世代不是每件事都須要記憶，但須“記得＂的事就別只求「強記」，要知道大腦如何運作有助學習，知道資料如何整理有助記憶。課程透過「記憶學」及全腦學習力訓
練，以遊戲啟導、記憶法測試和小比賽等，讓學童認識腦袋運作，明白到“用腦要準備，記憶講方法＂，從而有效地儲存知識，增強在學習上的信心和興趣。
內容：多元記憶法應用、腦袋裝甚麼、記憶分短長、視聽觸覺記憶法及家中小習作等。 
多元記憶法：圖像記憶法、分類記憶法、故事串連法、數字掛鈎法、圖像聯想英文記憶法等

STC202107042 兒童情緒EQ及逆境智能AQ
提升班　 21/7-18/8 14:15-15:15 三 5 6-9歲 5 $600

透過「正向心理學」理論及「遊戲啟導」技巧，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解難小練習等，讓學童認識及學習調整情緒，如何勇敢地面對困難和逆境，增強個人自信心及
解決困難的能力。
EQ元素內容：自我激勵動力、情緒管理能力和社交能力等。  AQ元素內容：解決困難、建立自信、正面思想、處理壓力等。

STC202107043
兒童口才及

思維訓練提升班　
21/7-18/8 10:15-11:15 三 5 6-9歲 5 $600

要自信地發言不只是文字的使用，還要藉聲音、手勢和肢體來表達。本課程為一個專攻自信心、說話組織能力及加強思考訓練的課程，透過「正向心理學」及「人際溝通
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 TA）的技巧，以口才傳意訓練為基礎，加上一系列好玩而具啟發性的遊戲，讓學童認識精準傳意，明白到「我口講我心是能力，能力要一
步一步地累積」，讓學童可以成為口才與信心兼備的人。
內容：思維及口才訓練、小司儀基本功、有趣急口令、改掉自己的懶音、「快不如表達精準」小習作、好故事齊分享及演繹等; 另加入創意思維應用，綜合提升「思考能力
及組織表達力」。

成長發展系列成長發展系列

備註：  1.如本計劃有未盡完善之處，本會所保留對計劃各項安排細節及備註之解釋、修訂、取消及其他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2.會友可於本會所2021年5月16 (星期日)或之後報名；如參與「暑期活動報名日」報名，需先以抽簽形式決定報名次序，詳情請參閱下期本會所2021年暑期通訊。
 3.訓練程序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額滿即止。
 4.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692 2035與本會所黃先生/梁小姐聯絡。

暑期訓練程序率先睇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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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44 夏日航空小教室 21/7-18/8 10:15-11:15 三 5 6-8歲 6 $430

你的小朋友會希望知道更多航空知識和飛機升降時的原理嗎？本課程將透過兩款飛機模型，向學員解釋飛機的基本操作及在天空時飛機師要注意的事項。而且，學員還可
以一嘗製作屬於自己的飛機模型，一舉兩得。
課程內容
●製作飛機模型，過程中介紹飛行原理  ●介紹香港飛機升降的標準程序和指引  ●機身外型設計    
●介紹塔台管理人員與機師如何溝通  ●介紹跑道的設備

STC202107045 DIY組裝遙控車 21/7-18/8 16:45-17:45 三 5 7-12歲 6 $570

課程旨在透過組裝遙控模型車向學員介紹汽車的基本原理。在組裝過程中，可讓學員學習電子裝置，電路運作的知識以增加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知識。課堂上也會介紹控
制遙控車的技巧，汽車加速，剎車，轉彎等，而且學員在組裝部件過程中培養提升定力及耐性。
課程內容
●教授如何組裝遙控模型車   ●教導及連接電子裝置（摩打，驅動器等）  ●移動基礎（前進，倒車，剎車及轉彎）
●講解及示範遙控模型車進階操控

STC202107046 自動避障車‧電路積木 23/7-20/8 15:30-16:30 五 5 8-10歲 6 $350
課程特點是結合電路積木和自動避障車，在車上拼出74款簡易電路同時，避障車會行走。另外有30款電路組合令車輛靜止，而車頂仍可出現「光，聲，電」效果，拼出不
同串聯電路。
1.閉合電路入門  2.聲光效果的避障車  3.光電效果的避障車  4.單一電器用的串聯電路 5.供兩個電器用的串聯電路

STC202107047 電路積木建築家 23/7-20/8 14:15-15:15 五 5 7-12歲 5 $420
不止將導線、LED燈和開關等電子零件變成拼裝積木形態，賣點是結合迷你塑膠積木（約200粒），組裝電路同時培養三維想像，興建公共設備或大樓。教材預設32種基礎
玩法，堂上抽取常見電路教授
1.旋轉燈塔  2.交通燈   3.聲光混聯電路  4.百貨大樓   5.帝國大廈

STC202107048 Formula One一級方程式搖
控跑車 23/7-20/8 14:15-15:15 五 5 6-12歲 8 $380

課程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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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從小朋友對搖控車的興趣，令他們增加對科學的好奇心。在遊戲中加入相關的知識，
從中教授不同的科學原理。
課堂內容參考：1.教授遙控車原理2.教授組合過程3.遙控車控制技巧4.摩打和電的運作5.搖控車運作的科學原理

STC202107049 STEM：編程搖控積木跑車 23/7-20/8 15:30-16:30 五 5 6-12歲 8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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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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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內容參考：1.教授遙控車原理2.教授組合過程3.遙控車控制技巧4.摩打和電的運作5.搖控車運作的科學原理

STC202107050 STEAM卡通黏土旋轉木馬
遊樂場 23/7-20/8 16:45-17:45 五 5 6-12歲 8 $390

STEAM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這個課程將STEM科學加入美術元素art，變成
STEAM，每位小朋友都會可以做出屬於自己的遊樂場，令到科學變得更有趣。
課堂內容參考 1.自製電動旋轉木馬     2.迷你兵Minions黏土製作 3.比卡超黏土製作 4.《魔雪奇緣2》雪寶Olaf黏土製作  5.科學原理講解

STC202107051 3D立體筆視藝繪畫班 20/7-17/8 16:45-17:45 二 5 8-12歲 6 $400 課程特色：
-發展藝術創作思維。  -學習平面及立體製作技巧。  -實習及使用3D筆製作立體模形。

STC202107052
1/144 Seed高達X 

STEM電動機器人大作戰
23/7-20/8 10:15-11:15 五 5 6-12歲 6 $410

高達和電動機器人都是小朋友的最愛，高達自從推出以來一直人氣高企，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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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內容參考：1.高達模型製作拼砌2.電動機器人模型製作拼砌3.模型水口，夾口處理4.模型特別處理上色及勾線技巧5.陰影及畢地使用技巧

STEM創科系列STEM創科系列

備註：  1.如本計劃有未盡完善之處，本會所保留對計劃各項安排細節及備註之解釋、修訂、取消及其他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2.會友可於本會所2021年5月16 (星期日)或之後報名；如參與「暑期活動報名日」報名，需先以抽簽形式決定報名次序，詳情請參閱下期本會所2021年暑期通訊。
 3.訓練程序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額滿即止。
 4.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692 2035與本會所黃先生/梁小姐聯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53 boardgame急轉彎 22/7-19/8 10:15-11:15 四 5 8-12歲 5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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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心挑選了五款鬥智鬥力的桌上遊戲，各玩家都需為自己而戰，玩
轉邏輯力，成為新一代的Board Game達人！
課程內容：●Monopoly Deal  ●卡坦島  ●Rummikub Splendor  ●卡卡頌

STC202107054 圍棋入門班 22/7-19/8 11:30-12:30 四 5 6-12歲 5 $350
圍棋的學問易學難精，激發同學多層次思考。圍棋規則簡單易學，但是棋形變幻無窮，精深玄妙，是任何其他棋類所不能相比的。中國史上很多軍事家和謀略家如諸葛亮
心知棋理妙道，奕棋之道常與兵法策略、治國安邦等相契合。古人創造圍棋是為了生慧增智、陶冶性情。
課程內容：1.吃子技巧  2.棋子的生命力  3.圍棋文化、規則、禮儀 4.死活觀念、基本定式   5.地域觀念

STC202107055
航拍小天地

21/7-18/8 14:15-15:15 三 5 8-12歲 8 $540
航拍又稱空拍、空中攝影或航空攝影，是指從空中拍攝地面，獲得俯視圖。本課程旨在教授學員在室內空間如何運用四軸飛行器進行航拍。四軸飛行器意指有四個旋翼來
懸停、維持姿態及平飛。四軸飛行器飛行穩定，操控靈活，可以在戶內和戶外使用。課程內容：
●控制四軸飛行器前及後飛   ●控制四軸飛行器升降   ●控制四軸飛行器空中靜止停留拍攝
●航拍技巧及資料傳輸   ●小組比賽-把學員分為數組比賽，透過大家商量比賽策略，從溝通中學習與人合作
（課程內容視乎課堂進度而定）

STC202107056 21/7-18/8 15:30-16:30 三 5 8-12歲 8 $540

STC202107057 中文硬筆書法班　 23/7-20/8 11:30-12:30 五 5 6-12歲 5 $350
怎樣才能寫得一手靚字？本課程教授正確之中文寫書寫技巧，讓學員從小去學習正確的寫字方法。在寫書法學習耐性和集中力，着重改正學員寫字的姿勢、筆順、美觀之
流弊。
課程內容：1.正確之姿勢  2.落筆技巧  3.筆順及部首步驟  4.正確工整之書寫   5.練習及評核

STC202107058 小小KOL說話技巧訓練班 23/7-20/8 11:30-12:30 五 5 6-12歲 8 $350

KOL（英文：Key Opinion Leader），直譯做關鍵意見領袖，在最近幾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影響力甚至大過傳統新聞媒體。課程透過訓練小朋友的表達力，組
織力和膽量，學習KOL所擁有的特質，讓孩子得以全面地發展學習改善懶音，說話節奏及身體語言，增強演說技巧，培養他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及聆聽別人的需要，增
強自信。
課堂內容參考：1.什麼是KOL？  2.說話技巧  3.ロ才提升溝通訓練  4身體語言   5.個人演講訓練

STC202107059 郊遊兩用便攜椅 19/7-16/8 16:45-17:45 一 5 6-12歲 10 $920
1.教授傳統木工技術，包括縫接、裝嵌、加固、打磨、保養等。  2. 製作輕便可攜小椅子，無論家中在外都可使用。
3.可反轉兩用成放便當或東西的小盒子，設計獨特。   4.教授基本木工和力學結構
5.教授塗漆技巧和美術設計，讓學生發揮創意。

興趣發掘系列興趣發掘系列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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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60 繽紛木工動物園 19/7-16/8 10:15-11:15 一 5 6-12歲 10 $840 1.教授利用各種日常物配合木材和黏土等創作不同動物   2.教授不同日常物料的特性和轉化，提高生活觀察和想像力。
3.教授學員打磨、拼裝和黏合等技巧，訓練手眼協調、集中力和耐性。 4.教授學員使用塑膠彩和油性筆等塗裝，發揮創意。

STC202107061 電子木工遊樂場 19/7-16/8 11:30-12:30 一 5 6-12歲 10 $880
1. 教授製作電碰迷宮、射擊等三種遊樂場常見小遊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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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員能學會量度、打磨和切割等木工技巧。   4. 教授模型上加裝電池和電子裝置，學生可從中了解電子原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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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C202107062 糕點小達人 21/7-18/8 14:15-15:15 三 5 7-12歲 6 $510
經過麵包店時有沒有想過自己也可以製作各式各樣的西餅和蛋糕，但又害怕自己的能力有限？不用怕！你也可成為糕餅達人。本課程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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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中更可訓練學員專注力。
課程內容： 1.朱古力曲奇  2.朱古力鬆餅  3.香濃奶茶蛋糕  4.綠茶蜂蜜蛋糕  5.忌廉cupcake

STC202107063 花之美食 21/7-18/8 15:30-16:30 三 5 7-12歲 6 $540
夏天百花盛放，爭妍鬥麗，充滿繽紛的色彩。學生可在這個班中，學習和製作與花相關的美食。我們可一同在繁花美食中，享受這個浪漫的花花世界。
（P.S.學習廚房安全知識，器具運用等技巧。）
課程內容： -花花朱古力 -玫瑰擠花蛋糕 -花花曲奇  -玫瑰芝士撻 -桂花糕

STC202107064 星級甜品師 21/7-18/8 16:45-17:45 三 5 7-12歲 6 $540
不少同學對製作甜品有濃厚興趣。本課程由淺入深，教授學生製成甜品的技巧，並啟發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創作心愛的甜品。即使對製作甜品零概念的學生亦歡迎，導師會
由基本開始，將你變成星級甜品師。
●布朗尼蛋糕  ●甜甜圈  ●雜果班戟  ●香滑芝士撻  ●西班牙吉士棒CHURROS

STC202107065 高達1+1 21/7-18/8 18:00-19:00 三 5 6-12歲 6 $470

課程旨在以介紹各種不同的著名高達動畫，並透過拼砌各款不同的高達讓學生認識「大人們的童年」，例如：《機動戰士鋼彈SEED DESTINY》、《機動戰士鋼彈00》及
《機動戰士鋼彈UC》等不同的系列。教授學員製作模型的技術，透過於課堂中拼砌微細的零件以訓練學員的專注力，而情景創作更可訓練學員的創意。
課程內容： ●製作高達模型，學習運用不同模型工具  ●練習線條勾劃的技巧   ●學習上色
  ●模型的細節打磨和外型修補   ●情景製作（需視乎學生程度而定）

STC202107066 唯美手工創作坊 21/7-18/8 11:30-12:30 三 5 6-12歲 6 $380
買到獨一無二的心頭好當然好，但如果是度身訂造就更理想了！有時候我們在櫥窗外看到不同的精品，但要找到完全合乎自己心意的禮品並不容易，要不是顏色不合，就
是設計不喜歡此課程能讓參加者透過不同的作品盡情地創作出自己喜歡的款式，成為下一個手作品牌的接班人！
課程內容 ●仿皮八達通套  ●奶油土筆盒  ●DIY浪漫星空瓶  ●手繪布袋

STC202107067 噴筆無限樂 20/7-17/8 11:30-12:30 二 5 6-12歲 8 $490 教導學員噴筆使用方法及技巧, 繪畫不同題材作品。從而培養兒童的繪畫興趣。

STC202107068 混合素材創意畫班　 20/7-17/8 14:15-15:15 二 5 6-12歲 8 $450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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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設計課程的踏腳石。

STC202107069 混合素材創意畫班　 20/7-17/8 18:00-19:00 二 5 6-12歲 8 $450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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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設計課程的踏腳石。

STC202107070 和諧黏土Q版迪士尼角色　 20/7-17/8 16:45-17:45 二 5 6-12歲 8 $490
以粉色系列輕黏土，製作出各式各樣趣緻的迪士尼角色, 品風乾後因富彈性而極具實用性，既可作為小朋友的小玩具。讓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更可察覺到子女們驚人的成
長力(學生自備保鮮盒一個以便攜帶及保存作品)
1.米奇   2. 美妮  3.唐老鴨   4.高飛      5.布魯圖

STC202107071 趣味顏色素描班　 20/7-17/8 15:30-16:30 二 5 6-12歲 8 $490 課程以理論結合實踐，讓同學們瞭解繪畫的基本知識，如透視法、構圖法、物體的光感、空間感、質感、量感的表現法和工具的運用法等，並安排學生作出手眼心相應的
練習。

STC202107072 復古藍曬影樓 19/7-16/8 15:30-16:30 一 5 6-12歲 8 $750

藍曬於十八世紀被發明，是當時最為穩定的影像製圖方式。早期還有人會以藍曬方式，把植物的輪廓細節記錄下來，免去即場繪圖的費時費力，亦避免了其他技術保存期
短、效果不穩定等缺點。課程將進行藍曬實作，學員可以把作品帶回家。
學習所得：耐性耐力，觀察力，欣賞日常物件，想像力，訓練精準度，培養視覺美學。
1.正確運用藍曬顏料 2.如何控制藍曬時間  3.轉印植物  4.製作拼貼圖像 5.轉印照片（可自備，亦會提供）        6.藍曬繪圖

STC202107073 針線布藝小玩意 19/7-16/8 14:15-15:15 一 5 6-12歲 8 $750
1.教授兒童基本針線縫法及收尾。  2教授兒童在布料上畫出圖案，進行平面縫線技巧。
3.教授兒童利用不同布料，進行創作併縫  4.教授兒童利用針線縫合，製作出立體手工手布藝
5.活動課程兒童透過做學，學習針線縫合技巧，利用布藝進行創作，有助提升兒童手眼協調動作和啟發其創造力。

STC202107074 角落生物 x toy story x 
Disney黏土大本營　 19/7-16/8 16:45-17:45 一 5 6-12歲 6 $350

Toy Story及迪士尼卡通人物已是家傳户曉，伴隨小朋友成長，當中小熊維尼及小飛象更是當中的表表者，而角落小夥伴則是近年大熱的卡通，喜歡躲在周圍的生物。這個
課程會利用黏土製作出反斗奇兵、小飛象等著名的卡通人物，加上迪士尼場景製作，讓小朋友陶醉於卡通世界中。
課堂內容參考：
1.《角落小夥伴》北極熊/企鵝製作 2.《反斗奇兵4》小叉/巴斯光年製作 3.小飛象製作 4.小熊維尼製作             5.場景製作，黏士混色，保存法等

STC202107075
鬼滅之刃大戰

超級英雄黏土世界　
19/7-16/8 14:15-15:15 一 5 6-12歲 6 $350

鬼滅之刃是最近大熱的電影，故事描述主角炭治郎為了尋求讓被變成鬼的妹妹復原的方法，踏上新鬼之旅。而《復仇者聯盟Marvel》每套漫畫或電影都令人印象深刻，主
角都十分英勇，每次都會用盡不同方法拯救地球，保護人類。從學生喜愛的卡通角色入手，教授學生製作黏土的技巧，讓小朋友從愉快中學習。
課堂內容參考： 1.炭治郎製作 2.禰豆子製作 3.蜘蛛俠製作 4.美國隊長製作 5.場景製作、黏土混色，保存法等

STC202107076 陶泥雕刻工藝師　 19/7-16/8 15:30-16:30 一 5 6-12歲 6 $350
陶土可以陶冶性情，在捏陶的過程中，可以訓練耐力、精神專注、手指靈巧、活化腦筋。課程利用陶土塑造成各種干變萬化的圖樣和形狀去製作不同陶泥作品。
內容參考： 1.泥條盤築成型製作技巧：杯，碗具 2.手捏成型製作技巧：卡通陶藝撮設  3.泥板成型製作技巧：器皿
  4.陶藝肌理雕刻技巧：裝飾製成品  5.製作技巧及黏土保存法

STC202107077 手工藝畫　 20/7-17/8 10:15-11:15 二 5 6-12歲 6 $350 教授在繪畫的基礎上, 再配合手工藝元素, 如飲管, 棉花, 手工紙……等, 再配合併貼的技巧, 使主題更特出, 效果十分獨特。從而培養學員創意技巧。

備註：  1.如本計劃有未盡完善之處，本會所保留對計劃各項安排細節及備註之解釋、修訂、取消及其他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2.會友可於本會所2021年5月16 (星期日)或之後報名；如參與「暑期活動報名日」報名，需先以抽簽形式決定報名次序，詳情請參閱下期本會所2021年暑期通訊。
 3.訓練程序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額滿即止。
 4.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692 2035與本會所黃先生/梁小姐聯絡。

興趣發掘系列興趣發掘系列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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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暑期訓練程序 (學前系列)(附屬家庭會友限定)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01 English Happyland 
英語唱遊班

21/7 – 18/8 14:15-15:15 三 5
6-9歲* 6 $840 透過多元化的遊戲和活動學習英文生字，訓練小朋友的英語水平。

每堂以不同主題, 教授有關生字, 以工作紙、故事、遊戲、繪畫及小手工等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的詞彙及日常對話，令他們能在輕鬆有趣的環境中學習。STC202107002 22/7 – 19/8 10:15-11:15 四 5

STC202107003
English Drama 英語話劇班

21/7 – 18/8 15:30-16:30 三
5 6-9歲* 6 $840 課程透過角色扮演, 陪訓孩子的表演、溝通和表達能力，與學生一起探索故事、角色和各種表達技巧，過程中學會團隊合作和互相溝通的重要。

STC202107004 22/7 – 19/8 11:30-12:30 四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05 學前音樂舞動課程 19/7-16/8 16:45-17:45 一 5 6-9歲* 10 $500 課程着重引導兒童的自我探索，以生動活潑的形式引發兒童對音樂的興趣，並同時提升兒童的手腳協調和靈活性、語言、感官及社交等發展，從而訓練他們對音樂節奏的
反應，透過音樂節奏跳出舞步。

STC202107006 開心認字班　 21/7-18/8 10:15-11:15 三 5 6-9歲* 6 $430

課程簡介：幼稚園升讀小一期間是學生認字的「黃金期」。認識生字可為新學年的課程打好基礎，更有助閱讀及理解。本課程用生動及有趣的教學，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讓學生輕鬆記憶，增加所學詞量，以便迎接小學的挑戰。
課程特色：緊貼教育局制定之課程內容，所教字詞與即將開始的小學課程掛勾，輕鬆有趣，愉快學習，藉以圖像教學，且吸引力。筆記精美，字大圖多，增添學習總味。
設有遊戲教學環節，提高學習動機。
課程內容： ●筆順和部  ●字義及詞性 ●組詞  ●詞語配搭

STC202107007 小小職業角色扮演小劇場 19/7-16/8 15:30-16:30 一 5 6-9歲* 10 $370

兩歲以上的孩子開始非常著迷於角色扮演的遊戲。透過模擬職業角色遊戲，幼兒得以了解對各種不同職業，啟發他們的夢想，使他們從中來體驗不同行業真實工作崗位。
從而鍛鍊孩子的智カ發展，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使他們全面發展，融入生活。
課堂內容参考： 1.飛機師-簡單職業英語學習  2.醫生-不同職業的介紹   3.消防員-職業模擬遊戲
  4.老師-話劇表演   5.記者-發掘學生的夢想職業

STC202107008 小小劍擊班 22/7-19/8 10:15-11:15 四 5 6-9歲* 10 $670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課程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不但需要靈活敏捷身手、判斷力，考妙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
要迅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重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項鍛鍊體力與智力的運動。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09 學前編程電路積木　 23/7-21/8 10:15-11:15 五 5 6-9歲* 6 $350
課程包含兩款電路積木，學習簡易編程方法及閉合電路原理。一款為可編程積木，藉操作4個編程按鍵，設計交通燈的閃爍變化;另一盒為彩燈套件，共15種聲光效果組
合。混合使用可拼出新電路。編程電路積木
1.編程方法介紹  2.交通燈變速程式  3.發光聖誕樹與燈塔  4.幻彩燈的聲光樂  5.自組創意電路

STC202107010 STEAM迪士尼科學探索隊　 20/7-17/8 10:15-11:15 二 5 6-9歲* 6 $350 今個暑假，迪士尼科學探險隊帶領小朋友走進科學世界進行神秘探險任務，教授小朋友製作不同可愛的迪士尼卡通造型的科學作品，過程新奇有趣，啟發小朋友的創作思維。
課堂內容參考： 1.大眼仔潛望鏡 2.米奇老鼠走鋼線  3.史迪仔不倒翁  4.三眼仔萬花筒  5.毛毛溫度計STC202107011 STEAM迪士尼科學探索隊　 20/7-17/8 11:30-12:30 二 5 6-9歲* $350

STC202107012 夏日航空小教室 21/7-18/8 11:30-12:30 三 5 6-9歲* 5 $380
隨意門、竹蜻蜓、時光機……大家童年時一定都為多啦A夢的各種神奇道具所驚嘆。多啦A夢陪着我們成長，相信不少人都很羨慕多啦A夢，想擁有一個百寶袋，可以輕輕
鬆鬆解決問題。你最想要多啦A夢法寶袋中的什麼法寶呢？
課程內容： 1.隨意門中的多啦A夢   2.多啦A夢的魚樂  3.多啦A夢的世界-八大行星 4.神奇電話   5.變化陀螺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13 卡通Party Food 22/7-19/8 14:00-15:30 四 5 6-9歲* 10 $520
你有喜歡的卡通人物嗎？卡通形象可愛，如果把卡通人物與小食結合，更令人垂涎三尺。快來參加這課程，把心水卡通變成自製美食的主角！ 
（ P.S學習廚房安全知識、器具運用等技巧。）
課程內容： 1.卡通曲奇   2.卡通甜甜圈  3.雞仔蛋糕   4.卡通慕絲撻   5.卡通三文治

STC202107014 節日美食嘉年華 22/7-19/8 15:30-17:00 四 5 6-9歲* 10 $520 香港節日糅合中西文化，學生在此課程可以認識不同節日及烹調節日特色食美食，在往後節日裏，自製美味又實惠的節日美食。（ P.S學習廚房安全知識、器具運用等技巧。）
課程內容： 1.賀年湯圓   2.萬聖節造型 3.曲奇復活節雞蛋糕  4.聖誕薑餅人  5. 父親節咖啡蛋糕

STC202107015 夏日甜品師 22/7-19/8 17:00-18:30 四 5 6-9歲* 8 $520
在炎炎夏日，如果一杯冰涼的欴品和爽胃的甜點能放在家中的桌上，為你消暑解渴，簡直就是賞心樂事！本課程教授學員利用日常生活的基本食材，自己輕鬆去製作一個
美味的下午茶，與人分享，細味成果。（ P.S學習廚房安全知識、器具運用等技巧。）
課程內容： 1.蘋果汁/芒果班戟  2.凍朱古力/熱香餅  3.芒果蘆薈爽/英式鬆餅  4.雜果賓治/蝴蝶酥   5.香橙粒粒蘆薈/焗法式蒜蓉包

STC202107016 學前巧手魔術玩意　 22/7-19/8 10:15-11:15 四 6 6-9歲* 5 $500 小朋友對魔術往往都抱有極大的好奇心，對此出神入化的技藝深感興趣，通過表演訓練，令學員增強自信心、改善溝通技巧及提昇個人的演說技巧。導師更會教授小朋友
製作各式手工藝作道具之用，免卻花費大量金錢購買道具，令他們明白到以自己能力換取的玩具比不勞而獲的玩具更有意義。(每堂製作一款作品)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星期 堂數 對象 名額 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內容

STC202107017 學前聽兒歌學繪畫　 22/7-19/8 11:30-12:30 四 5 6-9歲* 10 $500 兒歌常有重疊的字音和抑揚頓挫、誇張的語音語調，這些都是孩子在語言學習中不同發展階段的說話特點。因此，兒歌正是用孩子能聽得懂的話來跟他們交流，能增加其
參與感和成就感。再通過畫畫創作來培養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豐富的聯想與想像力，周密的思考與計劃能力，獨特、流暢與變通能力。

STC202107018 學前手工藝畫　 22/7-19/8 14:15-15:15 四 5 6-9歲* 10 $450 教授在繪畫的基礎上, 再配合手工藝元素, 如飲管, 棉花, 手工紙……等, 再配合併貼的技巧, 使主題更特出, 效果十分獨特。從而培養學員創意技巧。
STC202107019 學前混合素材創意畫班　 22/7-19/8 15:30-16:30 四 5 6-9歲* 8 $450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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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設計課程的踏腳石。

STC202107020
學前和諧黏土

Q版廸士尼角色　
22/7-19/8 16:45-17:45 四 5 6-9歲* 5 $490

以粉色系列輕黏土，製作出各式各樣趣緻的迪士尼角色, 品風乾後因富彈性而極具實用性，既可作為小朋友的小玩具。讓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更可察覺到子女們驚人的成
長力。( 自備保鮮盒一個以便攜帶及保存作品)
1.米奇   2. 美妮   3.唐老鴨  4.高飛   5.布魯圖

學術語言系列學術語言系列

成長發展系列成長發展系列

STEM創科系列STEM創科系列

興趣發掘系列興趣發掘系列

視覺藝術系列視覺藝術系列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上課堂數及形式可能因應疫情狀況而有所改動，負責同工將聯絡家長通知有關安排，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改為線上模式進行，不另作退費。
 此活動可接受6歲以下之兒童報名，惟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所附屬家庭會友(家庭會籍內含有其 他6-24歲 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如有任何問題， 
 可向黃俊傑同工(Calvin Sir)/ 梁鍶穎同工(Wing Si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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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Section

The biggest Asian celebration of the Year
Only a few weeks ago one of the biggest celebrations worldwide took place, 
millions gathered with their loved ones awaiting the famous countdown to 
welcome the year 2021. Although the new year festivities will not come 
back until around 11 months or so later, for some countries in Asia, the 
celebrations are only about to begin.

The Chinese New Year, Lunar New Year or Spring Festival (as it star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season) is the biggest holiday in China and it is 
celebrated with family reunions all around the country.  This holiday is so 
important that millions travel to their hometowns for fellowship, causing the 
largest migration of the world. 

Interestingly, Chinese New Year is not celebrated on a fixed date, as the festivity follows the lunisolar 
calendar the starting date of which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In 2021 the starting date will be 12 February.

But Chin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welcoming the New Year in the region; other Asian nations also see 
the Lunar New Year a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ity on their calendars. Vietnam celebrates it as the ‘Tết 
Nguyên Đán’, Korea as the ‘Seollal’, Mongolia as the ‘Tsagaan Sar’ and Tibet as the ‘Losar’. Each country 
celebrates it with its own uniqu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but they also share similar practices: wear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gathering in large family reunions and sharing delicious local feasts. 

Outside of Asia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by those migrants 
that settle elsewhere; one of the biggest celebrations occur in San 
Francisco (USA) where around 500,000 people take to the streets 
of Chinatown to spectate the festive parade.  In the same area, our 
partnering YMCA,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YMCA, organizes a 
Chinese New Year Run to celebrate and maintain the traditions with 
their members and the community.

Although this year’s celebrations are once again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pandemic, we still hope that all of 
us can spend quality family time whilst complying with the regulations imposed to protect ourselves and 
others. We sincerely invite our YMCA members to celebrate this important festivity responsibly and we 
wish you all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of the Ox!

沙田南第59旅童軍

童軍停課不停學

簡介：童軍運動旨在促進青少年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使能成為良好公民，有助於社會。在成年人的引導下以誓詞
與規律為本，給予歡愉而富吸引力之有進度性訓練，以達成本會目的，使青少年成長為一個快樂、有價值、
有用的公民。

內容：露營、遠足、野外知識、水上活動和運動…等等。

組別 年齡 集會時間 報名及查詢
小童軍 5-7.5歲 2:30-4:00pm(逢星期六) 張明欣(Ming Miss)
幼童軍 7.5-11歲 3:30-5:30pm(逢星期六) 莊季陶(莊sir)
童軍 11-15歲 4:00-7:00pm(逢星期六) 莊季陶(莊sir)

深資童軍 15-20歲 7:00-9:00pm(逢星期六) 莊季陶(莊sir)
樂行童軍 18-25歲 逢星期六冕上集會 莊季陶(莊sir)

如有興趣加入沙田南59旅的大家庭，可到本會所填妥申請表或
致電本會所26922035莊季陶同工查詢。

幼
童
軍
停
課
不
停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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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第228小女童軍隊網頁新界第228小女童軍隊網頁
www.228ntpackcoyb.orgwww.228ntpackcoyb.org
新界第228B女童軍隊網頁新界第228B女童軍隊網頁
www.228ntpackcoyb.orgwww.228ntpackcoyb.org

目的：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中得到均衡的發展及增廣見聞。
活動：八項綱領、露營、遠足、旅行、野外烹証、繩結、手

工藝製作、步操訓練、考取興趣章、領袖訓練及社會
服等。

觀迎查詢：陳齊芳姑娘
歡迎瀏覽：香港女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hkgga.org.hk

參加方法：
1. 先填寫小組組員登記表
2. 每年6月初領袖會通知聯絡家長
3. 每年六月底進行面試及簡介會

新界第228女童軍隊新界第228女童軍隊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0-16歲 2:30-4:00pm(星期六) 鄭偉霞 新界第228B女童軍隊新界第228B女童軍隊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1-16歲 11:30-1:30pm(星期六) 邱美娜

新界第228深資女童軍隊新界第228深資女童軍隊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6-21歲 4:30-6:00pm(星期六) 鄭偉霞

新界第228小女童軍隊新界第228小女童軍隊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6-11歲
P1-P3:1:45-3:15pm(星期六)

邱美娜
P4-P6:3:30-5:00pm(星期六)

顯徑‧基督教事工
在世上現存的教會都是跟隨基督在二千年來的教導

而組成，彼此之間雖然不一定有制度上的聯繫，但彼此間
存有一種身份上相連關係。在上年2020年2月中，當香港
開始受著「新型冠狀病毒」廣泛傳播並引起口罩搶購時，
在以色列的聖經公會與世界不同地方的聖經公會在不同地
方寄來數十箱口罩給各教會派發。我們聖約教會堅恩堂也
與青年會顯徑中心在20年3月8日在我們這地社區派發500
個口罩。而在5 月9日，當我們透過在東南亞的基督徒得
獲另外500個口罩，我們再次與顯徑會所一同派發。雖然
數量不多，但是我們願意在困難時送上一點幫助與安慰。 
及至後來當世界各地都出現口罩搶購時，香港各地的教會
也在可以的情況下彼此幫助，體現主內彼此相愛精神。

在過去的聖誕節，教會與顯徑會所也會一同舉辦名
為「聖誕齊歡樂」的聖誕晚會，也一同在社區報佳音唱聖
詩。在2020年，我們都因疫情而不能外出。我們仍然在
Zoom 的視象上與24位兒童一同唱聖誕歌、聽聖誕故事。
也按照重要的傳統送出聖誕禮物。而在就要到的復活節，
我們也一同合作舉辦「尋找復活蛋」的兒童活動。希望在
疫情嚴峻下，愛與希望的信息，仍然能夠傳揚。

另外在上年3月起，教會在每個星期四晚上，開始了
「網上視像祈禱會」。每星期信徒彼此同心，為香港、為
各人祈禱，我們深信，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而愛與關
懷，是不會受任何困難影響。

 聖約教會堅恩堂署理堂主任林健文傳道

主日崇拜、青少年崇拜及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早上10時30分至12時正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7585222與林傳道聯絡。

備註：聖約教會堅恩堂為本會所夥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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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恆常訓練程序
網上報名

自修室開放時間自修室開放時間

中心開放時間中心開放時間

Young Men嗲

耶穌受難節 4月2日(星期五) 全日休息

耶穌受難節翌日 4月3日(星期六) 全日休息

清明節翌日 4月5日(星期一) 全日休息

復活節星期一翌日 4月6日(星期二) 全日休息

勞動節 5月1日(星期六) 全日休息

佛誕 5月19日(星期三) 全日休息

端午節 6月14日(星期一) 全日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