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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中心點

會所架構圖會所架構圖

新同工介紹新同工介紹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許繹標
（署理助理社會服務總監）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一員。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之基督精神，聯合同道，推廣天國，致
力倡導及培養青年肩負社會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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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至社會修和；
努力建設一個文明、有愛心的香港。

The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is a Christian service organization based in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global YMCA movement. The Association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ivil and compassionate Hong Kong through united people with the same sprite the Kingdom of God; fostering youth leadership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keen concern for the motherland and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multiple service programmes based on wholistic personal growth, commitment to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reconciliation extending from self to society。

大家好！我係

新加入嘅 Peggy 

Miss， 我 平 時

鍾意整手工同

烘焙。期待喺

中心同大家見

面，一齊玩同

傾下計啦！

大家好！我係新加入

嘅 Michael Sir， 平

時最鍾意就係同年青

人一齊玩同傾偈，有

時仲會鍾意打機、夾

band、 行 山、 拍 片

添！期待未來幾日子

同大家相處！

大家好！ Hola! Hello!

我係新加入兒童及家庭小隊

嘅 Cat Miss，假日嘅我鍾意

旅行、行山、玩音樂、同屋

企人飲茶、係屋企 hea…我

比較鍾意聆聽多過說話，歡

迎各位家長同小朋友搵我傾

解。約定你哋係中心見！

 註冊社工       內之號碼代表本會所在危機處理時負責處理同工之先後次序      # 全職全方位駐校社工      ## 半職全方位駐校社工

李荻昕
（文書助理）

莊偉良
（文書助理）

何詠怡
（辦公室助理）

待聘
（活動助理）

待聘
（活動助理）

陳錦芬
（工友）

蕭友雄
（會所主任）

卓志明
（助理主任幹事）

待聘
（助理主任幹事）

陳齊芳
（程序幹事）

潘朗然
（程序幹事）

莊季陶##
（程序幹事）

陳卓欣
（程序幹事）

謝叙倫
（程序幹事）

吳麗兒#
（助理主任幹事）

左力行
（程序幹事）

陳沛霖#
（助理主任幹事）

黃俊傑
（助理程序幹事）

謝媚媚##
（程序幹事）

彭嘉敏
（助理程序幹事）

張辰#
（程序幹事）

巫佩雯
（助理主任幹事）

小學全方位駐校社工

兒童及家庭小隊

青年及社區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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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中心點

主任的話主任的話

最近教一位準備移民的老友將家中的舊相數碼化，好讓將來可以緬懷一下。過程

雖然簡單，但看到他家中堆積如山的舊照，加上大約每分鐘只能處理 4 張相片的

速度，心知這將是一項艱鉅的工程，不知他最後有沒有決心完成！

數碼相機的普及，只不過是近十多年的事。記得曾有一位舊組員聯絡我，表示希

望我替他找一些童年的舊照在婚禮中播放。由於早期沒有數碼相機，所以照片一

般不多，但腦海中對當年帶他們參加活動時拍的照片印象甚深，於是二話不說便

應承了。可是最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遍尋不獲，最後不無遺憾地告知壞消息。

旱前因為疫情中心服務暫停，所以趁機和同工清理了一下中心的舊物，希望釋放

多些儲物空間，結果找到不少中心活動的舊照，甚至一些已結束了的中心相片。

畢竟三十多年了，相片的數目已是數以千計，加上年深日久，同工對相中人物大

部份已未能分辨，只知道當日的孩子，也許今天已為人父母。

有鑑於將舊相數碼化的工程浩繁，所以先嘗試將一批仍在職的同工和制服小組的

舊照數碼化，希望有機會先和他們分享。日後如有一些資深的義工願意協助將相

片數碼化，也許可在分門別類後再放上中心的面書和會員分享。

緬懷舊物帶來的喜悅對人的心靈

有一定的療癒效果！如果有義工

想幫手整理中心舊相，千祈要聯

絡我啊！

附圖：年青時的冼旅長在樂富 ( 天

台 ) 中心的舊照，大家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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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中心點

會友申請手續 Membership Application會友申請手續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會友須知 Notes會友須知 Notes

1. 成為本會會友，請填妥會友申請表格及繳交會費。

 To apply to be a member, please fill in the membership form and pay the requisite membership fee.

2.  完成會友申請手續後，會發出正式收據，會籍將同時生效。

  After receiving the completed form and the fee, the Association will provide an official receipt, a membership card and activate the membership.

會友類別
Membership Categories

會籍詳情
Membership details

會友費用 ( 港幣 )
Membership fee (HKD)

一年
One-year

三年
Three-year

五年
Five-year

少年會友
Youth Member

供 18 歲以下人士申請
Any individual aged below 18 years old.

$20 $60 $100

普通會友
Ordinary Member

供 18 歲以上人士申請
Any individual 18 years old or above.

$30 $80 $130

家庭會友
Family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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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married couple, or 
(2) the father and/or mother and his and/or her child/children under 18 years 
old (maximum 4 children).

$50 $140 $230

優惠會友
Concessionary
Member

年滿 60 歲或以上，綜援、殘疾人士可申請此會籍
Any individual 60 years old or above, or who ar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or person with disability.

$20 $60 $100

永遠會友
Life Member

此乃終身會籍
Membership is granted for life.

一筆過繳付會費 $5000

贊助會友
Supporting Member

贊助會友在繳交第五年年費時可自動取得永遠會籍
Membership is valid for one year. Membership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Members for five years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Life Member after the fifth year.

每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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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service targets are children and youth from age 6-24, and also their parents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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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join the membership, please fill in the membership form and pay the requisite membership fee.

3. 會友証可於港九及新界各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通用。

 The membership cards are accessible to all centres of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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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不續
會則當自動退會。

 The membership will be activated after receiving the completed form and the fee. Please renew the membership if it is expired. 

5. 如會友証有效期在參加活動 / 訓練程序期間屆滿，請於接待處重新辦理。

 The membership must be valid and cover the full period for the activities, programmes and training courses attended.

6. 會費一經繳交，不論任何情況下均不獲退還。

 The membership fees paid are not refundabl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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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 will receive the latest YMCA news, offers and benefits via email or by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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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receiving the completed form and the fee, an official receipt and a new membership card will be provided.

9. 凡辦理續會手續，會友必須攜帶會員證 ( 電子版亦可接受 )。

 Membership card is required when renewing the membership. 

10. 如遺失會證，可要求補領。

 A replacement of membership card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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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証 )。

 Each member should not hold more than one membership at the same time.

12. 工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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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graphs or videos may be taken during activities/ programmes or training courses for reports and internal records. Please contact us for 
permission to withdraw photographs and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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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中心點

「訓練程序及活動」學員報名須知「訓練程序及活動」學員報名須知
Notes on training course/ programme and activity enrollmentNotes on training course/ programme and activity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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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所就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訂立了各項政策及措施，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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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質素標準服務質素標準

1)  凡參加戶外活動之參加者，必須填交「戶外活動報名表」，
並表明身體狀況。十八歲以下之參加者報名，必須有家長簽
署。

  For all outdoor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should complete the 
“Outdoor Activities Enrollment Form”. If the participant is 
under the age of 18, enrollment form must be signed by a parent/ 
guardian.

2)  凡 12 歲或以下之參加者必須填交一般「訓練程序及活動報名
表」，並表明參加者的接送安排。

  If the participant is under the age of 12, his/ her parent or 
guardian should complete the “Training Course and Activity 
Enrollment Form” and indicate the drop-off and pick-up 
arrangement.

3) 凡報名本會所各訓練程序及活動，必須出示有效會證。

  All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courses are for members only. Member 
should provide valid membership card for enrollment.

4) 一般而言，訓練程序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為原則。

  All training courses are enroll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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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raining courses are non-refundable or transferable after 
registration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6)  如本會所需取消部份訓練程序，參加者可申請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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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申請支票退費。

  Refund will be arranged while training courses are cancelled. 
Please bring the receipts for arranging refunds within 7 days of 
rescheduling notic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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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one-on-one courses, if participants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leave, please notify our staff at least 3 days before the classes. 
For sick leave, participants should notify our staff at least 1 
hour before the classes and provide the sick leave certificate. 
Otherwise, no 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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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one-on-one courses, participants should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t the reception counter before the 
class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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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 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expect the one-on-one 
courses or absence of teacher.

10)  除個別教授之訓練程序外，如因天氣影響需要取消程序，訓
練程序將不會改期舉行或補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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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將不會安排退款或轉換其他訓練程序。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issued, training courses will be postponed or 
arrange the make-up classes. No refund or course transfer will be 
arranged.

11)  如參加者不遵守課堂規則，本會所有權終止及取消該參加者
之參加資格。

  A participant who violates the regulations may be suspended 
from attending the activities or training cours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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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bring along the receipt to the first session of each course 
and keep it till the course is completed.

13)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2035 與本會所當值同工聯絡。

  All updates will be posted on the notice board at the Centre. If 
there are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at 2692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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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 暴雨警告活動安排颱風 / 暴雨警告活動安排
Arrangements during Bad WeatherArrangements during Bad Weather

暴雨警告 颱風訊號

服務類型
Types of service

黃色暴雨警告
信號

Amber 
Rainstorm 
Warning

紅色暴雨警告
信號

Red Rainstorm

Warning

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一號颱風信號

Signal No.1

號颱風信號
Signal No.3

號或更高颱風
信號

Signal No.8 or 
above

會所開放
Centre Service      

會所活動
Indoor 

Activities
     

訓練程序
Training 
Courses

     

所有程序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視乎天氣而決
定是否舉行
Depends on 
the weather

視乎天氣而決
定是否舉行
Depends on 
the weather



視乎天氣而決
定是否舉行
Depends on 
the weather

視乎天氣而決
定是否舉行
Depends on 
the weather



 表示開放或如期舉行 As scheduled

 表示停止服務或取消活動 Cancel or Postp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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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issued, all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courses will be 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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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issued, training courses will be 
postponed or arrange the make-up classes. No refund or course transfer will be arranged.

3)  如懸掛黃色、紅色暴雨警告或一號、三號颱風警告訊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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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mber/Red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1/3 is issued, indoor activities will start as 
scheduled, while outdoor activities will start depends on the weather. To ensure safety, participants and parent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proceed th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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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issued during Centre’s opening 
hours, parents should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to leave Centre under a saf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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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government announces that "Extreme Conditions" after super typhoon is issued, Centre will make 
arrangements of th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in times of Typhoons and Rain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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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中心點

2022-2024 年度青年議會就職典禮2022-2024 年度青年議會就職典禮

青年議會 青年議會 

主席的感言主席的感言

新一屆青年議會就職典禮已於 7 月 30 日在本會城景國際鑽石廳順利舉行。由於疫情關係，今年只能邀請上屆青年議員到場見

證，同時以 zoom 形式網上直播，讓議員們的親朋好友在家中都能一同見證他們就職的興奮心情。就職典禮首先由署理助理社

會服務總監許繹標博士帶領祈禱及讀經，程序中亦邀得本會義務司庫並剛上任的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協會任德煇副會長及本會劉

俊泉總幹事特意拍攝祝賀短片，勉勵一眾青年議員於疫情下積極回應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協會的 Vision 2030 願景，並同時關注

社會、環境和企業責任等方向去推動青年會運動。同場亦邀請 Good Lab 好單位首席主管甄卉露女士分享可持續創新項目的經

驗，鼓勵青年議員發揮自身的知識和技能去設計並實踐以人為本的創新方案，為不同的社會問題帶來有效及正面的影響。

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今屆青年議會感激就職禮當日實體到場及網上朋友在百忙中抽空一同見證

我們今屆 24 位議員的就職典禮，再次衷心感謝各位對我們的支持和肯定。我亦非常榮幸可以代表

一眾議員在台上致謝辭。

新一屆青年議會履職，這不單是一份光榮，更是一份責任。秉承青年會「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的精神，我與一眾議員將會努力為青年議會服務，推動青年會運動持續發展，回饋社會。

在未來兩年，青年議會將有新的定位同方向。我們會圍繞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協會 Vision 2030 四大

範疇，包括 Sustainable Planet，Just World，Community Wellbeing 及 Meaningful Work。

此外，我們除了關心與青年人息息相關嘅議題外，亦都會特別為一些需要關注的團體一齊合作舉辦

活動 , 務求讓他們的聲音都能夠讓大眾知悉，以青年 fresh eye 的角度出發，提出可行及具建設性的

建議，達至社會關注及帶來正面影響，並且推廣青年議會。

今屆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改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我期望今屆青年議會亦都能夠為特區政府提供意見改善青年政策為香

港青年人發聲和為他們謀求在香港有更多和更好的發展空間，令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成為年青人熱愛居住的城市。

最後，本人謹代表今屆全體議員再次感謝任德輝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副會長、本會劉俊泉總幹事、署理助理社會服務總監許博士、

各位青年會的幹事們、上屆議員與及網上出席今日就職典禮的每一位朋友。

祝大家工作順利！學業進步！主恩常偕！

2022-2024 年度青年議會主席 薛棋文 (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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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義工

家庭義工招募家庭義工招募

「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 「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禮物包」
上門探訪及派發義工服務

編號：450804922

類型：兒童活動 - 歸屬 Belonging

目的：培養良好品德及正確人生觀，關愛社區，扶弱助貧

內容：上門探訪及派發總共 4300 份 25 周年禮物包義工服務

日期及時間：9-11 月期間 ( 按需要平日下午、星期六上下午 及 星期日上午時間 )

地點：沙田區內居住地方

對象：青年及親子義工會友

名額：大量

費用：免費

負責社工：兒童及家庭小隊：卓志明 ( 卓 Sir)、陳齊芳 (Florence Miss)

　　　　　青年及社區小隊：巫佩雯 (Mo Miss)

備註：1.  如有興趣，可直接使用手機掃瞄 QR，填寫網上表格登記義工資料 (https://forms.office.com/

r/8STQkS1itW)

　　　2.  專責同工將稍後為您加入指定義工 What's App 群組，屆時，義工可按需要參與不同的上門義

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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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

Global Y Explorer 2022Global Y Explorer 2022

The Global Y Explorer 2022 came to an end in July. Thank you for the 

contribution from Pascal and Maggy, the two excellent interns from Germany, 

which had given service users in Hin Keng Centre a great global Experience!

Let’s check out with interns’ sharing on this programme:Let’s check out with interns’ sharing on this programme:

Maggy
Hey everyone!

Time flies so fast!

It was in October last year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centre. Not knowing anyone or how to speak 

Cantonese, what I should expect and what kind of work I will be doing here. But the welcome was so 

sweet, and an exciting time began from this moment. 

Looking back, I can say that I am so thankful for experiencing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grams and 

really enjoyed meeting new people here. 

My favourite part of the work was getting to know different people and having a lot of fun with them 

while doing cooking programmes, playing board games, learning German (and some Cantonese 

words) together or just talking. During that time, work did not feel like it worked!

Still, there were some easier and harder challenges for me to overcome and many new things to 

learn. But I have definitely learne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spend time with other people and get to 

know them.

In the end,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is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centre. Thank you to all the sweet people I have met here. Thanks for making and sharing some 

amazing memories with me. I will surely never forget them.

Take care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metime!

8



顯‧微鏡

Pascal
Ten months passed so fast!

In October, I started coming to the Hin Keng Center. I remember when I went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center. I didn’t know anyone and had no idea what I would do. But in the end, I can say it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learn many new 

things. My highlight was meeting so many different people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hether it was 

playing with the children, talking with the youth, or joining some programs. After I got to know some 

people and kids, it was so fun for me to come to the center. Sadly in the middle of the time, the 

Covid wave hit. So we needed to work from home and produce some videos for the youth. Learning 

new skills like filming and cutting was nice, but after some weeks, I missed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enter. I’m really glad I could stay in Hong Kong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o get the 

experience of what it is like to work in the center. 

For me, it was so cool to see how life as a full-time social worker is. This is also why I decided to 

study something similar when I returned to German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 the center.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there. 

Thanks to all the people that made this time so memorable.

Take care, all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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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花絮

兒童及家庭活動花絮兒童及家庭活動花絮

皮匠大師皮匠大師

籃球學堂籃球學堂

我是小煮神我是小煮神

12



顯徑‧花絮

芬蘭木柱芬蘭木柱

ASK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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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花絮

和諧粉彩和諧粉彩

童創藝術—兒童 3D 打印筆創作活動童創藝術—兒童 3D 打印筆創作活動

兒童及家庭活動花絮兒童及家庭活動花絮
14



顯徑‧花絮

青年及社區活動花絮青年及社區活動花絮

水上安全及海洋科學工作坊及水上活動生態教室

一班青少年於 17/8 參與活動，除了獨木舟教學外，亦

參與水上活動生態教室，了解海洋及鳥類的生類環境。

他們更用獨木舟親自駛入海蝕洞內，零距離欣賞大自然

的奇妙景觀，活動讓他們對香港的獨特生態大開眼界。

微電影大製作

透過中心所提供的不同拍攝器材讓青少年發揮自

己的創意，構思主題，劇本創作及提供拍攝機會。

活動中，參加者們可以學習到不同的分鏡技巧、

拍攝角度、燈光效果及剪接技巧。除了幕後拍攝，

青少年更有機會成為演員，練習演技演戲，活動

好玩之餘更能訓練參加者表達自我，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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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花絮

港．野．遊 港．野．遊 

攝．時間 攝．時間 

Dance zone (K pop x Jazz Funk)Dance zone (K pop x Jazz Funk)

青年及社區活動花絮青年及社區活動花絮
16



顯徑‧花絮

Draw with the flow 流體畫體驗Draw with the flow 流體畫體驗

FAM CAFEFAM CAFE

世界「di」都會世界「di」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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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花絮

Global Share ～ 德文初體驗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 2 期共 12 節德文班，由德國實習生 Maggy 教授。因

疫情關係，活動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在疫情好轉後，大家在最後一節課

堂終於能以實體見面，一齊製作德國傳統芝士蛋糕！一齊學習德國詞彙！

在端午節的時候，一班年青人連同 2 位德國實習生一齊學包糭應下節！讓

Maggy 和 Pascal 都可以認識本地節慶同文化！

年青人在這段時間除了學習到基本德文和認識德國文化外，大家更建立了

一份友誼！

依家不如聽下佢地的活動感受啦！

除了學習德文外，我也認識了不少德國文化，例如飲

食文化。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做蛋糕，雖然我未能

趕得及參與整個製作過程，但蛋糕真的很好吃！ Gina
參加了德文班後，不但擴闊了自己的眼界，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文化知識和習俗，亦獲得一個與外國人交流的機會。感謝 YMCA 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接觸不同新鮮的事物，充實自己。同時，我亦好感激 Maggy 的教導，雖然與她相處時間很短暫，但很高興能有一起玩桌上遊戲、學習英文和德文的有趣時光。 Macy

「德文初體驗」的活動十分有趣，我們從遊戲和情境
互動中學習到不少以德文表達的日常用語，更認識了
德國的文化。 Amy

德文班雖然大部份課堂都以係網上形式進行，但

Maggy 在課堂上都會積極與我們互動，令課堂變得很

有趣！ Tina

「德文初體驗」的活動不但讓我學習了德文，亦認識

了德國的文化特色。另外，與 2 位德國實習生的相處

讓我以互動的形式更深入德國的文化！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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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推介

「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

前言前言

「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旨在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會友多參與會所程序活

動及訓練程序，現闡述申請手續及條款如下：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凡屬本會會員，年齡介乎 6 至 24 歲，並為低收入家庭兒童及青少年，而欲參與本會所主辦 /

協辦的程序活動及訓練程序，均可申請「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

申請手續申請手續

1.  申請人需於報名前填妥「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申請表 ( 請向同工查詢 )，連同低收入家

庭証明（如提供書簿全津証明、綜援家庭証明等），一併交回本會所辦理，獲中心主任及

執行幹事審批後，可以優惠價 ( 原價七折 ) 報名參與程序活動及訓練程序。

 備註： 【如計算後得出的減費額有小數點，將自動扣除小數點後的金額，只提供整數的

減免。（例：課程費用為 $655，經計算後得出減免額為 $196.5，減費額即調整為

$196，參加者收費為 $459。】

2.  每位合資格會員每月只可申請一次「童創明天」活動資助計劃，每月津助額上限為 $400，

每人全年申請津助金額上限為 $2,200。

3. 凡 18 歲以下申請人可由家長 / 監護人代為申請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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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推介

活動度身訂製 活動度身訂製 
Programme Bespoke Service (PBS)Programme Bespoke Service (PBS)

步驟 STEP 步驟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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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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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總結檢討 總結檢討
為使本會所的服務能夠更有質素，於為使本會所的服務能夠更有質素，於
活動完結時作解說、總結及檢討，以活動完結時作解說、總結及檢討，以
便日後更有效回應到會友的需要。便日後更有效回應到會友的需要。

1.1. 初步咨詢 初步咨詢
由具經驗的社工或幹事為你解答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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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安排、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2.2. 度身設計 度身設計
深入了解並貼合會友的需深入了解並貼合會友的需
要、能力、預算及時間，提要、能力、預算及時間，提
供專業的意見及設計相關適供專業的意見及設計相關適
應的短、中、長期活動 / 服應的短、中、長期活動 / 服
務，再由具經驗的社工或幹務，再由具經驗的社工或幹
事親自帶領，例如發展性活事親自帶領，例如發展性活
動、義工服務等。動、義工服務等。

3.3. 活動簡介 活動簡介
於活動正式開展前，重溫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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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等，讓會友更有意識地專注及
享受活動之中。享受活動之中。

4.4. 參與活動 參與活動
為使會友得到更充分的支援，為使會友得到更充分的支援，
除按照原訂的計劃內容外，除按照原訂的計劃內容外，
具經驗的社工或幹事於整個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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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斷了解參加者的進度及情
況，如有需要，將與家長商議，況，如有需要，將與家長商議，
作出適切的介入 / 調整，建議作出適切的介入 / 調整，建議
及提供適切的服務予會友。及提供適切的服務予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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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推介

活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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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內容

項目名稱 日期 時間 活動編號 內容 地點

9 月份
13/9-30/9/2022
( 逢星期一至五 )

A 時段：2:30-4:00
B 時段：4:30-6:00

450804801-1
450804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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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所

10 月份
3/10-31/10/2022
( 逢星期一至五 )

A 時段：2:30-4:00
B 時段：4:30-6:00

450804801-3
450804801-4

11 月份
1/11-30/11/2022
( 逢星期一至五 )

A 時段：2:30-4:00
B 時段：4:30-6:00

450804801-5
450804801-6

12 月份
1/12-30/12/2022
( 逢星期一至五 )

A 時段：2:30-4:00
B 時段：4:30-6:00

450804801-7
450804801-8

活動對象 小一至小四會員

活動費用 9 月 $588；10 月 $840；11 月 $924；12 月 $630

活動名額 每組 6 名

負責社工 陳齊芳 (Florence Miss)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
2. 如有興趣參加，必須預先登記留名

ASK 學習動力成長小組 (9-12 月份 )ASK 學習動力成長小組 (9-12 月份 )

兒童及家庭活動推介兒童及家庭活動推介

留名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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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推介

小組活動小組活動

皮匠大師

芬蘭木柱

舞動女孩 (9-12 月 )

編號：450804824-2

目的：1. 培養創意和表達能力 

 2. 提升兒童耐性和毅力 

 3. 加強兒童成功感和自信心

內容： 皮革的製作過程複雜，由剪裁、縫合、打磨、封邊，每

一個過程都要全神貫注。活動將會製作消毒搓手液套及

手鈪。

日期：20/9 - 25/10 ( 逢星期二 )

時間：5:30pm - 7: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12 歲會友

費用：$200( 共 5 節 )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編號：450804823-2

 450804823-3

目的：1. 提升社交能力

 2. 加增團隊合作和運動精神

 3. 增強自信心和成功感

內容： 芬蘭木柱 / 木棋（Mölkky）源於芬蘭眾多投擲運動的其

中一種，亦是香港的新興運動。玩法簡單，可以訓練兒

童合群、互相幫助的精神。

日期：19/9 - 24/9 ( 逢星期一 )

 23/11 - 28/12 ( 逢星期三 )

時間：5:00pm - 6: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12 歲會友

費用：$50( 共 6 節 )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編號：450804790-2、450804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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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HOP) 訓練及表演

 2. 小組團隊活動

 3. 義工服務

日期：2022 年 9 月 - 10 月 ( 逢星期五 )

 2022 年 11 月 - 12 月 ( 逢星期五 )

時間：7:00pm - 8: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1-15 歲會友

費用：$500 / 10 堂

名額：10 名

負責社工：陳齊芳 (Florence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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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義兵團 (10-12 月 )

編號：450804854

目的： 透過下棋訓練兒童的專注力、思考力及耐性；同時透過

組員間之相處，增進人際溝通技巧。亦藉著義工服務，

擴闊參加者視野及培養關懷弱勢社群的體驗

內容：棋藝學習、比賽及小組聯誼等

日期：7/10 - 30/12 ( 逢星期五 )

時間：6:15pm - 7:1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 歲或以上會友

費用：$100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莊季陶 ( 莊 Sir)

T&T (10-12 月 )

編號：450804858

目的： 透過乒乓球訓練兒童的專注力、思考力及耐性；同時透

過 組員間之相處，增進人際溝通技巧。

內容：乒乓球學習、比賽及小組聯誼等

日期：6/10 - 29/12 ( 逢星期四 )

時間：6:15pm - 7:1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 歲或以上會友

費用：$10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莊季陶 ( 莊 Sir)

親子關愛行動組 2022-23

編號：45080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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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親子互動遊戲、家長工作坊、親子義工服務、親子日營 /

宿營活動

日期：24/9、29/10、26/11、17/12 ( 逢星期六 )

時間：8:00pm - 9: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12 歲親子

費用：$60/ 人

名額：20 名

負責社工：陳齊芳 (Florence Miss)

顯徑少年足球隊招募

編號：450804727

目的： 透過足球運動凝聚志同道合的青少年發揮所長，並建立

屬於自己的球隊，互相支持和成長。

內容：1. 定期足球訓練

 2. 團隊建立活動

日期：14/10 - 16/12 ( 逢星期五 ) ( 共 10 節 )

時間：7:30pm - 9:00pm

地點：沙田區內硬地足球場

對象：11-15 歲會友

費用：$180

名額：12 名

負責社工：左力行 ( 左 sir)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及穿著合適的運動服

 2. 每位參加者均需自備足球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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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re 義工小組 籃球學堂 (10-12 月 )

編號：450804842

目的：1. 加強家庭環保意識

 2. 增進親子溝通

 3. 推動愛護環境，培養回收習慣

內容： 透過海岸清潔義工服務，發掘自身擁有的品格強項及內

在價值。推動大眾愛護環境，齊心合力保持香港海岸清

潔。

日期：19/11、3/12 ( 六 ) 4:00 - 5:00pm：義工訓練

 26/11、10/12 ( 六 ) 2:00 - 4:30pm：海灘清潔行動

地點：本會所及沙灘

對象：6-12 歲親子

費用：$40( 共 4 節 )

名額：5 對親子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自備交通費

 2. 外出活動於烏溪沙地鐵站集合

編號：450804932-2

目的： 透過籃球訓練，學習處理日常生活壓力及情緒管理，從

而提升抗逆力。另透過團體訓練，學習與他人相處以建

立好品格。

內容： 透過學習籃球技巧、認識籃球規則、模擬比賽、每季主

題活動。

日期：29/10 - 17/12 ( 逢星期六 )

時間：11:00pm - 01: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7-12 歲會友

費用：$340 

名額：10 名

負責社工：莊季陶 ( 莊 Sir)

兒童及家庭活動推介兒童及家庭活動推介

名稱： Cooking Kids Fiesta ( 兒童甜品活動 )
Fall Delights Xmas Delights

編號： 450804760-4 450804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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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甜品製作，包括

日式抹茶蜂蜜蛋糕、開心果紅莓檸檬撻、法式紅茶焦糖燉蛋 草莓奶油大福、流心爆漿朱古力曲奇批、聖誕樹曲奇

日期： 16/11、23/11、30/11 ( 星期三 ) 7/12、14/12、21/12 ( 星期三 )

時間： 5:00pm - 6:15pm

地點： 本會所

對象： 6-11 歲會友

費用： $180 $210

名額： 6 人 6 人

負責社工： 卓志明 ( 卓 Sir)

備註： 1. 上述主題分開報名

2. 活動內容按組員能力及程度調節

3. 活動將提供所需基本的器材使用，參加者只需帶備食物盒

4. 如參加者有任何食物敏感， 請告之負責社工，以作出安排。如有關情況超越執行範圍，本會所有權拒絕參加者之申請。

5.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會調節活動內容並以網上形式進行

6. 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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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快樂親子互動模式」之 
親子遊樂園

鏢耆立義 11-12 月

編號：450804762-3

目的：Start 起步：1)  站在起點上，按部就班，不斷嘗試，不斷努力，方會迎來成功

 Development 發展：2) 訓練肌肉、手眼協調、思維敏捷等

 Attention 專注力：3) 培養及提升專注能力

 Relationship 關係：4)  除了獨自模式，還有雙人 / 多人玩法，既好玩又有趣，可以讓你於歡樂的氣氛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Target 目標：5)  按自己的 SDA，訂立 SMART 目標，依靠自己的力量達到目標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性：6)  將所學持續地應用到學習、其他生活細節及義工服務當中

內容： 恆常飛鏢訓練、競技遊戲、友誼賽、每月義工服務

日期：21/11、28/11、5/12、12/12、19/12 ( 星期一 )

時間：3:45pm - 5:00pm

地點：本會所 / 耆康會王華湘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10-13 歲會友

費用：$60

名額：8 人

負責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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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鏢及鏢靶使用，參加者亦可自備合適飛鏢進行活動

 3. 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向負責社工查詢

沙田區「家庭同樂日」

編號：45084915

目的： 促進家庭成員間的正向互動，增添家庭生活的正能量，

宣揚和諧家庭的訊息。

內容： 營地活動(射箭、低結構繩網、旋風球、芬蘭木柱、飛盤、

高卡車、巨型充氣彈床、車軚障礙賽、小朋友平衡單車

及 3D 體感遊戲 (Mapperthon 活動 )、遊戲攤位等

日期：9/10 ( 日 )

時間：10:00am - 7:00pm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親子 / 家庭會友

名額：100 名

費用：免費

負責社工：郭中傑 ( 郭 Sir)、陳齊芳 (Florence Miss)

備註：1. 活動包括入營費用、膳食及交通

 2.  報名時請填妥及遞交「活動 / 訓練程序報名表」予本

會所職員

編號：450804799

目的： 讓家長及兒童透過學習簡單家居遊戲，建立快樂正向的

親子關係，從而促進和諧家庭及加強保護兒童的訊息。

日期及時間：

1.  「快樂親子互動模式」家長工作坊 

11/10、8/11 ( 星期二 ) 

10:00am - 11:00am

2.  家居遊戲齊參與 

( 時間及日期待定 )

3.  親子遊樂日 

( 時間及日期待定 )

地點：本會所

對象：6-9 歲或以上親子

費用：免費

名額：5 對親子

負責社工：陳齊芳 (Florence Miss)

備註：如有興趣報名，歡迎向負責社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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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創意無限制

瘋桌童遊 ( 兒童桌遊活動 )
11-12 月恆常小組

環保創意無限制

編號：450804835

目的：1. 加強兒童對情緒的認識

 2. 提升兒童的情緒表達

 3. 鍛鍊兒童的專注力

 4. 鼓勵創意、突破框架

內容： 透過手工製作，例如日本和諧粉彩、彩虹果凍蠟、蝶古

巴特環保袋、霓虹燈、流體畫、酒精水墨畫等，加強兒

童對情緒的認識。

日期：22/9 - 27/10 ( 逢星期四 )

時間：5:00pm - 6: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9 歲會友

費用：$220( 共 6 節 )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編號：450804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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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桌上遊戲，種類包括動作類、社交類、策略類等

日期：25/11、2/12、9/12、16/12、23/12、30/12 ( 星期五 )

時間：5:00pm - 6: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12 歲會友

名額：6 人

費用：$60

負責社工：卓志明 ( 卓 Sir)

備註：1.  小組組員優先，現招募新組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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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受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實體活動，將會調節活動內容

並以網上形式進行

編號：450804836

目的：1. 加強兒童的環保意識

 2. 鼓勵廢物再造，培養回收習慣

 3. 鍛鍊兒童的專注力

 4. 鼓勵創意、突破框架

內容：製作盆景植物、紮染環保袋、自製天然護唇膏等

日期：24/11 - 15/12 ( 逢星期四 )

時間：5:00pm - 6: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9 歲會友

費用：$120( 共 4 節 )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親親芬蘭

編號：450804844

目的：1. 提升親子溝通

 2. 加強家長對子女的了解

 3. 建立親子話題和回憶

內容： 芬蘭木柱 / 木棋 (Mölkky) 是一項使用類似飛鏢的計分方

法投擲目標的新興運動。由於玩法簡單，非常容易上手，

是一項進行親子運動不錯的選擇。

日期：26/11 - 17/12 ( 逢星期六 )

時間：8:00pm - 9: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12 歲親子

費用：$40( 共 4 節 )

名額：10 (5 對親子 )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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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F GUN 小隊（A 組）

兒童樂隊

NERF GUN 小隊（B 組）

我是小煮神 (11-12 月 )

編號：450804862-a

目的： 訓練參加者團結合作及社交能力，提升參加者的意志及

專注力。

內容： 在中心進行各種 NERF GUN 訓練，讓參加者進行安全刺

激的射擊運動，例如對戰及攻防 , 講求團隊策略及意志

力。

日期：10/10 - 12/12 ( 逢星期一 )

時間：6:15pm - 7:1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 至 8 歲會友

費用：每位 $150

名額：10 名

負責社工：謝叙倫（Phygo sir / 謝 sir）

備註：1. 中心提供 NERF GUN 器材及護目鏡。

 2. 公眾假期將暫停活動。

編號：450804810

目的：發揮兒童音樂潛能，培養良好嗜好和個人品格。

內容： 學習演奏樂器： 結他、低音結他、爵士鼓、電子琴、唱

歌及分享。

日期：8/9 - 8/12 (14 節 ) ( 逢星期四 )

時間：5:00pm - 6: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 歲或以上會友

費用：每位 $350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謝叙倫（Phygo sir/ 謝 sir）

備註：新生需先留姓名及聯絡電話。

編號：450804862-b

目的： 訓練參加者團結合作及社交能力，提升參加者的意志及

專注力。

內容： 在中心進行各種 NERF GUN 訓練，讓參加者進行安全刺

激的射擊運動，例如對戰及攻防 , 講求團隊策略及意志

力。

日期：10/10 - 12/12 ( 逢星期一 )

時間：7:30pm - 8: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9 至 12 歲會友

費用：每位 $150

名額：10 名

負責社工：謝叙倫（Phygo sir/ 謝 sir）

備註：1. 中心提供 NERF GUN 器材及護目鏡。

 2. 公眾假期將暫停活動。

編號：450804832

目的：1. 提升社交能力

 2. 增加自信心和成功感

 3. 加強小手肌訓練和自理能力

內容： 煮食過程當中，不同小朋友有機會產生意見不合的情況。

透過簡單的健康煮食，例如香蕉提子乾燕麥脆脆、蘋果

肉桂 Muffin、朱古力豆腐慕斯、卡通糠霜曲奇等，訓練

兒童面對問題和衝突。

日期：28/11 - 19/12 ( 逢星期一 )

時間：5:00pm - 6: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10 歲會友

費用：$160( 共 4 節 )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1. 小組內容按組員能力設計和調節 

 2. 活動將提供所需用的物資 

 3.  如參加者有任何食物敏感，請告之負責社工，以作出

安排。

29



顯徑‧推介

家庭樂隊

學習多樂趣 (9-10 月 ) 學習多樂趣 (11-12 月 )

編號：450804818

目的： 發揮家長及子女音樂才能，促進父母與子女之間交流。

內容： 學習樂器：結他、低音結他、爵士鼓、電子琴，唱及分享。

日期：9/9 - 9/12(14 節 )( 逢星期五 )

時間：8:00pm - 9:15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8 歲或以上親子

費用：每位 $350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謝叙倫（Phygo sir/ 謝 sir）

備註：1. 每個家庭最少 1 位子女及 1 位父母 / 監護人。

 2. 新生需先留姓名及聯絡電話。

編號：450804795-2 (9-10 月 )

目的： 透過多感官 (multisensory) 訓練形式，強化有特別學習需

要孩子學習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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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透過多感官 (multisensory) 訓練，提升孩子理解、組織、

思考和創作等能力。

日期：10/9 - 22/10 ( 逢星期六 )

時間：12:00pm - 1: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7 歲會友

費用：$240 (6 節 )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陳齊芳 (Florence Miss)

編號：450804795-3 (11-12 月 )

目的： 透過多感官 (multisensory) 訓練形式，強化有特別學習需

要孩子學習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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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透過多感官 (multisensory) 訓練，提升孩子理解、組織、

思考和創作等能力。

日期：5/11、12/11、19/11、3/12、10/12、17/12 ( 逢星期六 )

時間：12:00pm - 1: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6-7 歲會友

費用：$240 (6 節 )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陳齊芳 (Florence Miss)

童遊大世界

編號：450804847

目的：1. 促進身心健康，提升樂觀感

 2.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

 3. 提升兒童好奇心及創造力

內容： 全場約 2000 呎室內遊戲室，場內結合了「教育、玩樂、

互動」3 大元素，注重小朋友玩樂經歷，輕鬆學習及鍛

練體能。設有 4 大主題區，包括︰「探究大沙池」、「光

影波波池」、「幼兒探索區」及「彩色繩網陣」。

日期：23/12 ( 星期五 )

時間：2:30pm - 5:00pm

地點：Dreamland Playground

對象：6-12 歲或以上親子

費用：$250/ 親子

名額：40 名 (20 對親子 )

負責社工：陳卓欣 ( 欣 Miss)

備註：費用包括入場費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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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參觀活動

「遺」友牠（兒童篇）

「遺」友牠（青年篇）

編號：450804750-1

目的：透過參觀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動物家舍，從第一身的途徑接收「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訊息，提升參加者的責任感。

內容：1. 參觀動物家舍

 2. 動物義工服務

日期：30/12 ( 星期五 )

時間：1:15pm - 4:30pm

地點：元朗白沙邨

對象：8-12 歲會友

費用：$80 

名額：8 名

負責同工：彭嘉敏 (Peggy Miss)

備註：活動當天由顯徑會所出發，乘旅遊巴到元朗白沙邨，活動完成後於顯徑會所解散。

編號：450804750-2

目的：透過參觀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動物家舍，從第一身的途徑接收「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訊息，提升參加者的責任感。

內容：1. 參觀動物家舍

 2. 動物義工服務

日期：30/12 ( 星期五 )

時間：1:15pm - 4:30pm

地點：元朗白沙邨

對象：13-18 歲會友

費用：$80 

名額：8 名

負責同工：黃俊傑 (Calvin Sir)

備註：活動當天由顯徑會所出發，乘旅遊巴到元朗白沙邨，活動完成後於顯徑會所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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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創微電影

YouTuber 訓練班 聖誕義工服務隊

編號：450804714

目的：1. 透過製作微電影，讓參加者學習拍攝電影

 2. 技巧及發揮創意，拍屬於自己的電影，

 3. 從中帶出人生意義及價值。

內容：1. 演員編劇導演器材介紹

 2. 製作劇本及拍攝電影

 3. 電影剪輯

 4. 電影放映

日期：9/9 - 16/12 ( 逢星期五 )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5-24 歲會友

費用：$15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潘朗然 (Michael Sir)

編號：450804752

目的： 時下年青人都喜歡觀看 YouTube 及網上影片，此活動有

助令參加者了解 YouTuber 這行業，透過一同拍片及 vlog

發掘自己興趣，自我認識及改善表達溝通技巧，提升自

信心

內容：1. 拍攝器材，剪輯及主題介紹

 2. 認識 YouTuber 行業

 3. 拍攝 vlog 及自己感興趣的主題

日期：5/10 - 23/11 ( 逢星期三 )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5-24 歲會友

費用：$15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潘朗然 (Michael Sir)

編號：450804697

目的： 透過義工服務，關心地區弱勢社群，提升青少年對社區

歸屬感。

內容：製作聖誕曲奇、長者義工服務

日期：17/12 ( 星期六 )

時間：10:30am - 4: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18 歲會友

費用：$5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巫佩雯 (Mo Miss)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午膳費用

青年及社區活動推介青年及社區活動推介

生命教育系列生命教育系列

生涯規劃系列生涯規劃系列

細「素」甜品

編號：450804751

目的：1. 透過學習製作純素甜品，了解素食文化。

 2. 烘焙活動讓青少年培養興趣，並在課堂中舒緩壓力。

內容：純素甜品製作

日期：8/10 - 22/10( 逢星期六 )

時間：5:00pm - 7: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100 

名額：6 名

負責同工：彭嘉敏 (Pegg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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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大師

聖誕送暖大行動

聖誕樂隊

「唱」遊生命

編號：450804723

目的： 透過模型製作，訓練參加者三思而後行及耐性，更能讓

自己發揮創意，培養興趣。

內容：基本砌模型技巧及製作

日期：6/9 - 29/11 ( 逢星期二 )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40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潘朗然 (Michael Sir)

備註：小組附送模型工具一套

編號：待定

目的：培養感恩、關愛、樂於分享的態度

內容： 透過製作聖誕手工禮物作為心意送給家人和朋友，以表

謝意。

日期：30/11 - 21/12 ( 逢星期三 )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10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潘朗然 (Michael Sir)

編號：待定

目的： 透過樂隊訓練及演奏，建立青少年之間的默契及溝通，

進行聖誕音樂表演及義工服務。

內容： 樂器演奏訓練及義工表演：結他、低音結他、爵士鼓、

電子琴、唱歌等

日期：3/10 - 19/12 ( 逢星期一 )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5-24 歲會友

費用：$50

名額：6 名

負責社工：潘朗然 (Michael Sir)

備註：歡迎自組樂隊，一同報名

編號：450804741

目的：1. 透過唱歌練習，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

 2. 透過講解歌曲內容，提升參加者與他人的連結。

內容：1. 唱歌練習

 2. 歌詞解說

日期：19/11 - 17/12 ( 逢星期六 )

時間：2:00pm - 3:3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18 歲會友

費用：$20 

名額：6 名

負責同工：黃俊傑 (Calvin Sir)

備註：參加者有機會於本會所社交媒體中進行展演

忘憂紓壓系列忘憂紓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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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沙青 - 圓網球訓練班

Y's 啡室咖啡渣紮染工作坊

動感沙青 - 旋風球訓練班

編號：450804889-1

目的： 讓青少年體驗新興運動的樂趣及培養做運動的健康好習

慣。

內容：1. 圓網球玩法、基本傳球和擊球技巧

 2. 小型分隊比賽

日期：17/9 - 15/10 ( 逢星期六 ) 

 (1/10 除外 )

時間：7:30pm - 9:00pm

地點：顯徑會所 / 室外籃球場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全免

名額：12 名

負責社工：左力行 ( 左 sir)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及穿著合適的運動服。

 2. 特別嗚謝：民政事務總處資助活動

編號：450804701

目的： 透過咖啡沖調學習，專注及享受平靜的心情，紓解個人

壓力。

內容：認識咖啡基本知識、咖啡拉花

日期：8/10 - 22/10 ( 逢星期六 )

時間：7:30pm - 9: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21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巫佩雯 (Mo Miss)

編號：450804753

目的： 透過咖啡渣紮染活動，讓青少年了解香港的廚餘問題，

並發揮創意，令平平無奇的咖啡渣變成充滿個人特色的

藝術作品。

內容：1. 了解香港廚餘問題

 2. 認識咖啡渣的來源和用途

 3. 學習紮染的原理和技巧，製作浸染布製品

日期：19/11( 星期六 )

時間：5:00pm - 7:00pm

地點：本會所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60 

名額：6 名

負責同工：彭嘉敏 (Peggy Miss)

編號：450804889-2

目的： 讓青少年體驗新興運動的樂趣及培養做運動的健康好習

慣。

內容：1. 旋風球玩法及基本傳接技術

 2. 學習變化球包括「上飄球」及「側彎球」

 3. 小型分隊比賽

日期：12/11 ( 簡介會 ) 

 19/11 - 10/12 ( 逢星期六 )

時間：7:30pm - 9:00pm

地點：沙田區室外 / 室內籃球場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全免

名額：12 名

負責社工：左力行 ( 左 sir)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及穿著合適的運動服

 2. 特別嗚謝：民政事務總處資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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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野．遊之聖誕觀日之旅

港 · 野 · 遊之東龍島探秘

編號：450804726

目的： 透過行夜山的活動挑戰自我之餘，讓青少年欣賞香港特

色的自然景觀，學習愛護大自然。

日期及時間：

　　　簡介會  15/12 ( 星期四 )  

7:30pm - 8:30pm

　　　觀日之旅  17/12 - 18/12 ( 星期六、日 )  

9:00pm - 翌日 9:00am

地點：本中心、昂平草原 / 鳳凰山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100 

名額：8 名

負責社工：左力行 ( 左 sir)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2.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穿著合適的運動服及足夠禦寒衣

物

編號：450804735

目的： 讓青少年欣賞香港特色自然景觀，同時透過親親大自然

的時間放放鬆，紓解煩憂壓力。

內容： 前往位於香港最南瑞的東龍島進行一日遊，途經東龍石

刻、鹿頸灣、佛堂門燈塔等特色景點，親親大自然，同

時欣賞香港特色自然地貌。

日期：5/11 ( 星期六 )

時間：9:00am - 6:00pm

地點：本中心 / 東龍島

對象：12-24 歲會友

費用：$30 

名額：10 名

負責社工：左力行 ( 左 sir)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午餐及交通費

 2. 參加者需自備食水及穿著合適的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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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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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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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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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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 # 鋼琴 # 流行鼓 # 小提琴 # 音樂 # 從小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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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學員，必須為本會之會友。
　　　　　2. 請在開課前，攜帶有效之會友證到大堂詢問處繳交學費。否則會所有權終止其學席，並安排新學員在該時段學琴。
　　　　　3. 請各學員準時到達會所，遲到者將不作補堂。
　　　　　4. 學員如需請 < 事假 >，必須最少 3 日前通知本會所職員，否則當自動放棄論，不會安排補堂。
　　　　　5. 學員如需要請<病假>，必須最少上堂前1小時通知本會所職員，並於下堂帶備醫生證明書，否則當自動放棄論，不會安排補堂。
　　　　　6. 如中途退出，所繳交之學費一概不獲發還，敬請留意。
　　　　　7. 公眾假期及會所不開放之日子內，鋼琴訓練程序亦會暫停，敬請留意。
　　　　　8. 基於場地所限，不設地方擺放個人物品，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離開房間前，請帶走所有個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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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論，不會安排補堂。

樂理班 ( 設網上教授 )樂理班 ( 設網上教授 )
除左樂器之外，又點少得樂理課程呢？透過樂理課程，可除左樂器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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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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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聯絡我地報名啦！

樂理 30 分鐘 / 堂 45 分鐘 / 堂

初級至五級 $160 $200

1.  樂理課程時間及日期需與負責同工個別預約，歡迎查詢。
2. 課程設網上教授，可向負責同工查詢。

琴房借用琴房借用
識樂器嘅你冇地方靜靜地練習？唔緊要，嚟顯徑會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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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掂晒！

# 練琴 # 努力不懈 # 好地方# 練琴 # 努力不懈 # 好地方

收費表
節數 收費

4 $60

琴房使用需知：
1.  租用者必須為有效會員，每４次收費 $60，每次 30 分鐘。使

用者將獲發「租用琴房紀錄咭」一張。
2.  請依已預訂之日期及時間到本會所大堂詢問處出示「租用琴房

紀錄咭」辦理使用手續。使用時間以時鐘上的“0 分”或“30
分”計算，逾時自誤。

3.  租用日期由收費日起計，有效期３個月，逾期當自動放棄論。
4.  如需更改已預訂之日期 / 時間，必須最少 1 日前通知本會所職

員，否則當自動放棄論。
5.  租用鋼琴室練習每次只限 1 人，12 歲以下之會友可由 1 名家

長陪同。
6.  租用鋼琴室只可作個人練習之用，不得用作教授鋼琴或進行指

導性練習。
7.  如發現鋼琴室內之器材有損壞，請即時到大堂詢問處通知當值

主任處理。
8.  使用者如故意破壞鋼琴室內之器材，須照價賠償。 
9.  若有不遵守規則者，本會所有權終止該會友租用鋼琴室的權

利，已付之費用一概不獲發還。
10. 如有興趣，可到接待處申請備用！

導師招聘導師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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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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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面議

申請方法：請遞交求職信及履歷表予黃俊傑先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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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課程系列英語課程系列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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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英語課程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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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01
Cambridge 
English

劍橋小學英
語課程

( 外籍導師
任教 )

Starters
( 星期六
A 班 )

9-10 月：10/9-29/10
(1/10 暫停 )

11:00am-12:00nn 六

6-9 歲 * 6 $160

7 $1120

HKC202211001 11-12 月：5/11-31/12 11:00am-12:00nn 六 9 $1440

HKC202209002 Starters
( 星期四
A 班 )

9-10 月：1/9-27/10 5:00pm-6:00pm 四 9 $1440

HKC202211002 11-12 月：3/11-29/12 5:00pm-6:00pm 四 9 $1440

HKC202209003 Starters
( 星期四
B 班 )

9-10 月：1/9-27/10 6:00pm-7:00pm 四 9 $1440

HKC202211003 11-12 月：3/11-29/12 6:00pm-7:00pm 四 9 $1440

英國聖三一英語口試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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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 英語課程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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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05 Talking Trinity
英國聖三一英語

口試課程
( 外籍導師任教 )

GRADE 1 
( 星期四 A 班 )

9-10 月：1/9-27/10
7:00pm-
8:00pm

四 6-9 歲 * 6 $160

9 $1440

HKC202211005
11-12 月：3/11-

29/12
9 $1440

Jolly Phonics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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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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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期完成 )

備註：1) 英語課程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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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
收費

今季
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06

Jolly Phonics
學前 PHONICS

課程
( 外籍導師任教 )

LEVEL 1 
( 星期四 A 班 )

9-10 月：1/9-27/10
4:00pm-5:00pm 四

6-9 歲
*

6 $160

9 $1440

HKC202211006 11-12 月：3/11-29/12 9 $1440

HKC202209007 LEVEL 1
( 星期六 A 班 )

9-10 月：10/9-29/10
(1/10 暫停 ) 10:00am-11:00am 六

7 $1120

HKC202211007 11-12 月：5/11-31/12 9 $1440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2035 與本會所黃先生或彭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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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系列學術系列

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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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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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11

珠心算
星期六
A 班

9-10 月：17/9-29/10
(1/10 暫停 ) 5:00pm-

6:00pm
六 6-9 歲 * 10 $90

6 $540

HKC202211011
11-12 月：5/11-

31/12 
8 $720

手指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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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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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13 珠心算初
班 ( 手指
速算 )

星期六
A 班

9-10 月：17/9-29/10
(1/10 暫停 ) 5:30pm-

6:30pm
六 6-9 歲 * 10 $90

6 $540

HKC202211013
11-12 月：5/11-

31/12 
8 $720

奧林匹克數學班

內容： 奧數課程以數理邏輯為中心、通過數數、度量、圖形、速算與空間等讓幼童和小學生一起尋找數學的樂趣同時，也能認識數
學中不同的其他範疇！

導師：邵桂平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34
奧林匹克
數學班

星期六
A 班

9-10 月：3/9-29/10
(17/9、1/10 暫停 )

6:00pm-
7:00pm

六

6-10 歲 6 $90

6 $540

HKC202211034
11-12 月：5/11-

24/12 
6:00pm-
7:00pm

六 8 $720

普通話課程系列普通話課程系列

普通話拼音班

內容： 通過普通話拼音的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音節的認識，拼讀，再結合兒歌、遊戲在輕鬆環境下，打好普通話基礎，建立普
通話溝通能力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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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邵桂平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33
普通話
拼音班

星期三
A 班

9-10 月：14/9-26/10
6:00pm-
7:00pm

三

6-9 歲 6 $120

7 $840

HKC202211033
11-12 月：2/11-

28/12
6:00pm-
7:00pm

三 9 $1440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2035 與本會所黃先生或彭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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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藝術系列生活藝術系列

兒童畫班

以多元有趣主題，如卡通人物、日常職業、節慶、童話故事的角色等，培養小朋友藝術素養、建立對藝術的興趣。

備註：1) 需自備簡單文具、畫簿一本 ( 約 A3size)、顏色筆

　　　2) 學員需自備圍裙及手袖。

　　　3) 約一堂完成一份作品。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16

兒童畫

星期六 A
班

9-10 月：10/9-29/10
(1/10 暫停 ) 10:00am-

11:00pm
六

6-12 歲 10

$67

7 $469

HKC202211016
11-12 月：5/11-

31/12 
8 $536

HKC202209014
星期六 B

班

9-10 月：10/9-29/10
(1/10 暫停 ) 11:00am-

12:00nn
六 $67

7 $469

HKC202211014
11-12 月：5/11-

31/12 
8 $536

HKC202209015
星期六 C

班

9-10 月：10/9-29/10
(1/10 暫停 ) 12:00nn-

1:00pm
六 $67

7 $469

HKC202211015
11-12 月：5/11-

31/12 
8 $536

爵士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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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備有全身鏡，學員上課時可一邊練習，一邊觀察個人姿勢。

導師：蔡敏蕊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25

爵士舞班
星期五
A 班

2/9-28/10
7:00pm-
8:00pm

五 6-12 歲 8 $85 9 $765

HKC202211025 2/9-28/10
7:00pm-
8:00pm

五 6-12 歲 8 $85 9 $765

芭蕾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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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初學者需穿芭蕾舞軟底鞋或技巧鞋、輕便衣服上課。

導師：蔡敏蕊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24

芭蕾舞班
星期五
A 班

2/9-28/10
8:00pm-
9:00pm

五 6-12 歲 8 $85 9 $765

HKC202211024 4/11-30/12
8:00pm-
9:00pm

五 6-12 歲 8 $85 9 $765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2035 與本會所黃先生或彭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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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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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本課程設升級考試及進行搏擊練習

課程將安排約 15 分鐘用作兩班練習及交流

導師：許志雄 ( 星期五 )、李日峯 ( 星期六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27

跆拳道班
星期五
A 班

2/9-28/10
6:30pm-
7:45pm

五 6-12 歲 10 $75 9 $675

HKC202211027 4/11-30/12
6:30pm-
7:45pm

五 6-12 歲 10 $75 9 $675

HKC202209028

跆拳道班
星期六
A 班

17/9-29/10
(1/10 暫停 )

5:00pm-
6:15pm

六 6-12 歲 10 $75 6 $450

HKC202211028 5/11-24/12
5:00pm-
6:15pm

六 6-12 歲 10 $75 8 $600

HKC202209029

跆拳道班
星期六
B 班

17/9-29/10
(1/10 暫停 )

6:00pm-
7:15pm

六 6-12 歲 10 $75 6 $450

HKC202211029 5/11-24/12
6:00pm-
7:15pm

六 6-12 歲 10 $75 8 $600

兒童劍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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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

課程適合對劍擊運動有興趣者及初學者參加，完成 18 堂課程及通過測試後，可晉升為兒童劍擊訓練班 (G1)。

備註：B2 級別裝備由公司提供。 

導師：銳生體協會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級別 日期 ( 公眾期假除外 )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每堂收費 今季堂數 實際收費

HKC202209031
兒童劍擊訓
練班 (G1)

星期三
A 班

14/9-26/10
6:30pm-
7:30pm

三 6-12 歲 8 $160 7 $1120

HKC202211031 2/11-28/12
6:30pm-
7:30pm

三 6-12 歲 8 $160 9 $1440

HKC202209032
兒童劍擊訓
練班 (B2)

星期三
A 班

14/9-26/10
7:30pm-
8:30pm

三 6-12 歲 8 $140 7 $980

HKC202211032 2/11-28/12
7:30pm-
8:30pm

三 6-12 歲 8 $140 9 $1120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2035 與本會所黃先生或彭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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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thth YMCA World Council 2022 YMCA World Council 2022
Igniting the YMCA movementIgniting the YMCA movement

World at a glanceWorld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Section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Section

Celebrated once every four years, the 
YMCA World Council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events of the YMCA 
movement, and it will take place this 
summer from 3 to 9 July. The event 
brings together YMCA staff, executives, 
members,  and volunteers,  among 
many others, to discuss current and 
future issues and to set a route plan to 
overcome them.

Aarhus, the second-largest city in Denmark, will host the 20th YMCA World Council. This unique and 
richly cultured town will welcome over 1,000 YMCA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over, who will exper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 ranked 3rd on the Global Destination Sustainability Index and set the goal 
to be carbon neutral by 2030.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World Council is ‘IGNITE’. After the tough years experienced during the 
pandemic, it is YMCA’s aspiration to present new initiatives and methods to empower people to be 
the change-makers our planet needs and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The flame has been sparkled. Even though the pandemic restri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different 
delegations, organizers took this challenge to arrange the first YMCA World Council hybrid event, 
showing a can-do attitude and resilience.

The event, in-person and online, will enjoy the key-note 
speeches, Co-Lab sessions, engagement panels,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s, which will be focused on the 
core pillars of YMCA Vision 2030: ‘Community Wellbeing’, 
‘Meaningful Work’, ‘Sustainable Planet’, and ‘Just World’.

We hope this year’s council will bring the best ideas and 
solutions from those participating, bring wisdom to the 
new executive committees and bridge us together to find 
the best pathway to serve those in need guided by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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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南第 59 旅童軍沙田南第 59 旅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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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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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 

2035 向莊季陶同工查詢。

組別 年齡 集會時間 報名及查詢

小童軍 6-7.5 歲 2:00-3:30pm( 逢星期六 ) 陳卓欣 ( 欣 Miss)

幼童軍 7.5-11 歲 3:30-5:30pm( 逢星期六 ) 謝叙倫（Phy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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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六晚上集會 莊季陶 ( 莊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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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童軍特別團集會 - 與港島第一旅空童軍團聯合團集會童軍特別團集會 - 與港島第一旅空童軍團聯合團集會

本旅團出席「沙田南 2022-2023 年度區務委員就典禮」本旅團出席「沙田南 2022-2023 年度區務委員就典禮」

香港童軍領巾日進行拍攝訪問香港童軍領巾日進行拍攝訪問

43



顯徑‧制服團隊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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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第 228 深資女童軍隊

目的： 深資女童軍的訓練以「自治與自務」為中心，女孩子有較大的自由度去決定集會的內容、

隊伍的活動、定下個人的訓練計劃以達到不同的目標，例如考取興趣證書、策劃活動

及服務等。深資女童軍更特別注重為社會服務，成為社會上有建議的一份子。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5 至 23 歲女孩 7:00-9:00PM( 星期五 ) 鄭偉霞

新界第 228 女童軍隊

目的： 訓練活動環繞著「八項綱領」設計，在每星期的集會中，女童軍會以小隊形式進行各

項活動，其中有很多是需要由女童軍自己策劃、大家合作，從而讓女童軍去學習及分

享，發展多種技能和建立自信心，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0 至 18 歲女孩 2:30-4:30PM( 星期六 ) 陳齊芳

44



顯徑‧制服團隊

新界第 228B 女童軍隊

網頁：www.228ntpackcoyb.org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10 至 18 歲女孩 11:00am-1:00pm( 星期六 ) 邱美娜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及新界第 228B 女童軍

本隊著重小女童軍及女童軍的成長與發展，為隊員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定期舉辦宿營、露營、

遠足、單車、獨木舟等活動，以及技能的訓練 , 如步操、繩結、急救知識、烹飪等。 

本隊亦鼓勵隊員積極參與香港女童軍總會及贊助機構的活動、比賽及服務，如內地及國際交

流活動、周年大會操、技能比賽等，以擴闊女童軍的視野，並將經驗與其他隊員分享。服務

社會亦是女童軍的「四大目標」之一，本隊

每年均會按隊員的興趣與能力規劃服務機會，

增強隊員與社區的連繫。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網頁：www.228ntpackcoyb.org

年齡 集會時間 負責領袖

6 至 12 歲女孩
P.1-P.3 1:30-3:00pm( 星期六 )

邱美娜
P.4-P.6 3:30-5:00pm( 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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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假期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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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系統

Instagram：
Young Men 嗲

(*) 公眾假期及暑假期間自修室服務暫停

註：「」為會所內部辦公，不對外開放

　　「」為開放時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2:15pm-7:00pm       

7:00pm-9:45pm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am-2:00pm       

2:00pm-6:00pm       

6:00pm-10:00pm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中秋節後第二日 9 月 12 日 星期一

國慶日 10 月 1 日 星期六

重陽節 10 月 4 日 星期二

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聖誕節後第二個周日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