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 耀東服務處

地址：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B及C翼
電話：2885 9844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 耀東服務處

地址：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B及C翼
電話：2885 9844

兒童及家庭
耀東服務處

暑期通訊

兒童及家庭
2020年7-9月

耀東服務處

耀東服務處FB

暑期活動抽籤及報名程序
截止提交報名表日期：30/5(六)
抽籤日期：3/6 (三) 7:00 P.M.
優先報名日：14.6.2020 (日)
公開報名日：19.6.2020 (五)

體藝才能
  齊    耀 放

*本服務處的暑期活動報名日安排或會因應
疫情影響而作出修訂。敬請密切留意服務
處通告、Facebook和Whatsapp的通知。

2020 暑期無限Fun托管服務
日期︓2020年7月20日至7月24日(A組)︔
            2020年7月27 日至7月3 1  日(B 組)︔
            2020年8月   3 日至8月2 1 日(C組)
            (總共5星期）

內容︓功課輔導︑溫習時間及成長性活動（詳情請參下表）

$270 (A組)  /  $270 (B組) /  $800 (C組)
(每組收費包括活動︑茶點及結業禮費用)

(凡符合政府自力更新計劃的綜援家庭或低收入家庭︐可申請 
 半額至全額費用減免︐名額有限︒）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學生
名額︓32人

申請方法︓填妥報名表格︐親臨/郵寄/傳真(2567 2048)至耀東服務處 

          (報名時無須繳費︐待個別面見及確實名額後才收費︒)

地點︓耀東服務處

時間︓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15 至 下午1: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負責職員︓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羅海昊先生

備註︓1.  學童可自行參與中心之星期二戶外活動︐詳情請參暑期活動報名程序及須知︒
            2.    歡迎所有學童參與21/8（五）之「暑假無限Fun結業禮」︐詳情敬請留意日後之通告︒
  3. 無限Fun 托管舊生優先報名︒

2020 暑期無限Fun托管服務
收費︓

上午 10:15 - 10:30

上午 10:30 - 11:30

上午 11:30 - 11:40

上午 11:40 - 下午 1:00

下午 1:00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簽到及點名

功輔時段 / 溫習時段

茶點 / 小息

透過成長性活動︐如烹飪︑藝術創作︑魔術表演等︐ 讓學童發揮無限創意︐發掘自我︒

放學

主題：
創意無限 
發掘自我

「如你不欲收取通函郵件,請在信箱貼上『不收取通函』標貼。標貼可於全線郵政局、各區民政事務處的
民政諮詢中心、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個別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免費索取。請注意,『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並
不涵蓋由 政府及相關機構/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和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合資格獲
豁免繳稅的慈善 機構所投寄的通函郵件。」 *此函件符合資格豁免於「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



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一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卡通拼豆初體驗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編號：4001- 0146/20
年紀小小系列：
情緒卡通拼豆樂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編號：4001- 0228/20
小一適應學堂(指令篇)
對象：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 0267/20
小一適應學堂(整理篇)
對象：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 0268/20
小一適應學堂(8月)
對象：升小一兒童

飛鏢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 0250/20
「飛」到「鏢」靶上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

都市樹林奪寶記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武林秘笈之
快樂提升大法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會員

內容：兒童體驗拼豆活動，拼砌有趣的卡通公仔，
如：多啦A夢、寵物小精靈角色等，享受一個有趣
的下午。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兒童透過拼豆製作情緒面譜藝術品，從中認
識基本情緒狀態，如：高興、恐懼、生氣等，有助
作出合宜的情緒回應。

備註：此活動內容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子女將要正式踏入小學校園，有甚麼需要準
備？讓孩子適應小一生活，必先學會留意學校中的
校規指令，分辨對錯。透過輕鬆指令訓練，增強子
女的適應能力。

內容：準備子女進入小學校園，從收拾書包、文
具、書本等的簡單技能開始，並透過抄寫功課和寫
手冊，增強子女的適應能力。

內容：透過一系列的有系統訓練，讓子女預早接觸
校園生活的模式，如：認識各科目、課堂規矩等，
增強子女的適應能力。

內容：飛鏢大受新一代的歡迎，也是室內運動的一
種，從體驗中學會與人社交和團體精神，訓練他們
的手眼、肌動技能和小手肌的協調。

內容：透過飛鏢練習，從小組比賽中增強團體精
神，進行深度訓練，進一步提升參加者的飛鏢技巧
例如：正確姿勢、準繩度、穩定性、取得高分數
等。

內容：如果你唔想被困於繁忙的都市之中，就跟住
羅Sir尋找不同的行山路徑，發現途中隱藏著的神秘
珍寶。
備註：
1. 活動於中心集合和解散
2. 參加者需要自備小量的交通費 / 八 達 通，以 付  外
    出車費
3. 請自備水、毛巾
4. 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服

內容：兒童寓遊戲於學習，獲取快樂提升大法：
「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當
兒童面對生活挑戰時，就有能力見招拆招，保持正
面樂觀心情。

(A)
編號：4001-0160/20
日期：20/7/20 (一)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54/20
日期：27/7/20 (一)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3/8 至17/8/20 (逢一)
收費：$30會員/ $50 非會員/ 3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0/7/20 (一)
時間：上午11:30-下午12:30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日期：27/7/20 (一)
時間：上午11:30-下午12:30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日期：3/8 至 17/8/20 (逢一)
時間：上午11:30-下午12:30
收費：$45會員/ $65非會員/ 3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A班
編號：4001- 0231/20
日期：20/7/20 (一)
收費：$15會員/ $35非會員

B班
編號：4001- 0244/20
日期：27/7/20 (一)
收費：$15會員/ $35非會員

日期：3/8 至 17/8/20 (逢一)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3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3:45-5: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第一回)
編號：4001-0230/20
日期：
20/7/20 (一)
收費：$20

(第二回)
編號：4001-0256/20
日期：
27/7/20(一)
收費：$20

(8月)
編號：4001-0254/20
日期：3/8 至 
17/8/20 (逢一)
收費：$50/ 3節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42/20
日期：
20/7/20 (一)
收費：$10

(B)
編號：4001-0143/20
日期：
27/7/20 (一)
收費：$10

(C)
編號：4001-0144/20
日期：3/8 至
17/8/20   (逢一)
收費：$30 /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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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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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二

星期三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布藝手工初體驗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編號：4001-0138/20
年紀小小系列：
手工藝術家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醒目儲蓄小偵探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我好「TALK」得(英語)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兒童

編號：4001- 0232/20
「童心同唱」義工隊 
(7-9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會員

百萬富翁之精明理財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入廚動動手初體驗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編號：4001-0157/20
年紀小小系列：
有禮小廚神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A)
編號：4001-0147/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15會員/ $35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48/20
日期：28/7/20 (二)
收費：$15會員/ $35 非會員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內容：兒童體驗有趣的布藝手工，動手又動腦
完成布藝製成品，感受成功的喜悅。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
            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兒童透過進行手工藝術活動，培育個人
創意力和想像力，同時在使用不同工具時，加
強手眼協調和專注力。

備註：此班活動內容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同    
             報名。

內容：透過虛擬查案情境，小偵探需要通過重
重難關，破解出所有儲蓄的方法，才能獲得
「寶物」的線索，最快破解「寶物」的小偵
探，可獲取寶物，並贏得大家的掌聲。

內容：輕輕鬆鬆齊來學英語，透過遊戲、訓練
和有趣影片學習英語社交和禮儀，提升子女對
英語的興趣，有助改善學習表現。

內容：透過活動及表演機會，增強參加者自信
心及團隊合作意識，透過義工活動，提升參加
者服務他人、回饋社會意識，學習關心社會有
需要的群體。

內容：又等到百萬富翁比賽啦！參賽者透過回
答「理財常識題」，獲取豐富獎品。仲有「問
現場觀眾」、「打電話問下朋友」、「50:50」
的小貼士……

唔怕唔識！快啲參加，等緊你啊！

內容：兒童體驗入廚樂趣，一同烹調美味小
食，再聚餐同樂。

備註：
1. 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2. 敬請參加者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內容：兒童透過認識食材和廚房器皿，再一同
烹飪簡單小食，從而明白每一道菜餚均是家人
或廚師用心準備，珍惜食物；聚餐時學習餐桌
禮儀。
備註：
1. 此班活動內容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2. 敬請參加者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日期：4/8 至11/8/20 (逢二)
收費：$30會員/ $50 非會員/ 2節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49/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B)
編號：4001-0167/20
日期：28/7/20 (二)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C)
編號：4001-0170/20
日期：4/8至  
11/8/20 (逢二)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2節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45會員/ $65 非會員/ 3節
時間：上午10:30- 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時間：上午10:3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53/20
日期：22/7/20 (三)
收費：$15會員/  $35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65/20
日期：29/7/20 (三)
收費：$15會員/  $35 非會員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1/7 至 29/9/20 (逢二) (25/8暫停)
時間：晚上7:45-9:00
收費：$35/ 10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第一課）
編號：4001-0229/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第二課）
編號：4001-0245/20
日期：28/7/20(二)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8月)
編號：4001-0246/20
日期：4/8至
18/8/20  (逢二)
收費：$60會員/
$80非會員/ 3堂

時間：晚上7:00-7: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A)
編號：4001-0150/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10

(B)
編號：4001-0151/20
日期：28/7/20 (二)
收費：$10

(C)
編號：4001-0152/20
日期：4/8至
11/8/20 (逢二)
收費：$20 /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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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三

星期四

內容：受到肺炎的侵襲，我地要做足防護措施，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透過製作消毒用品和分享
自己預防肺炎的小tips，提升我們的個人衛生意
識。
A組：製作香噴噴酒精搓手液
B 組：製作簡易布口罩
C組：設計有型布口罩 (曾參加B組之參加者，可    
           以攜帶該布口罩成品以作設計)
備註：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

內容：日本和諧粉彩為新興藝術手法，它奇特處
是容易掌握，不懂繪畫也能畫出燃亮內心與亮麗
他人的療癒畫作，有效釋放情緒及培養個人藝術
創意。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圍裙及抺手巾

內容：同多啦A夢一齊去環遊世界，對多國美
食、禮儀、交通工具等有更多認識，擴闊眼界和
世界觀。

內容：透過活動教導兒童分享更多，鼓勵兒童在
生活各方面均可多作分享，從而加強兒童的言語
表達能力。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每節與兒童創作一個天馬行空或生活化的
故事，教導兒童適當運用修辭手法，於娛樂之中
學習中文寫作。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透過有營膳食和帶氧運動，培養參加者的
健康意識，提升參加者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餐具
2. 請穿著運動衣及自備毛巾和水樽
內容：小結他班由導師教導。透過彈小結他，訓練手指
肌肉，眼睛和手部的協調，並培養參加者對音樂興趣。
體驗班1：

體驗班2：

8月：

備註：
1. 導師擁有7年香港舞台表演經驗，精於鋼琴、吉他、
    唱歌。
 2. 參加者可自備小吉他或向中心借用

防疫小先鋒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會員

和「孩」粉彩工房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同多啦A夢環遊世界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表達能力Level Up
初體驗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說好故事學中文初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236/20
健康有「營」人
(7-8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會員

Ukulele 小結他班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A組
編號：4001-0234/20
日期：22/7/20 (三)      
收費：$20 

B組
編號：4001-0243/20
日期：5/8/20 (三)
收費：$20

C組
編號：4001-0242/20
日期：19/8/20 (三)
收費：$20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郭慧雯姑娘

(A)
編號：4001-0303/20
日期：21/7/20(三)
收費：$15 會員/
           $35 非會員

(B)
編號：4001-0224/20
日期：28/7/20(三)
收費：$15 會員/ 
           $35 非會員

(C)
編號：4001-0223/20
日期：4/8至
18/8/20（逢三)
收費：$35 會員/     
$55 非會員/ 3 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55/20
日期：22/7/20 (三)
收費：$10 

(B)
編號：4001-0162/20
日期：29/7/20 (三)
收費：$10

(C)
編號：4001-0156/20
日期：5/8至
19/8/20 (逢三)
收費：$30/ 3節

(A)
編號：4001-0158/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61/20
日期：13/8/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3/7 至 20/8/20 (逢四)
時間：下午4:00-5:30
收費：$40/ 5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72/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75/20
日期：13/8/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體驗班1)
編號：4001-0235/20
日期：23/7/20 (四)
收費：$45

(體驗班2)
編號：4001-0251/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45

(8月)
編號：4001-0252/20
日期：6/8至
20/8/20 (逢四)
收費：$135/ 3節

時間：上午10:15-11:1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簡單認識Ukulele的來歷，教導參加者基本指
法，當手指放在弦上不同的位置時，會發出
相應的聲音的聲音。
導師彈出簡單旋律，參加者跟著導師的指導，
手眼協調，並嘗試從一步一步地跟著彈奏。

在導師的指導下，學會彈出旋律，因應參加者的
興趣和能力精挑細選一些歌曲中的一段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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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三

星期四

內容：受到肺炎的侵襲，我地要做足防護措施，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透過製作消毒用品和分享
自己預防肺炎的小tips，提升我們的個人衛生意
識。
A組：製作香噴噴酒精搓手液
B 組：製作簡易布口罩
C組：設計有型布口罩 (曾參加B組之參加者，可    
           以攜帶該布口罩成品以作設計)
備註：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

內容：日本和諧粉彩為新興藝術手法，它奇特處
是容易掌握，不懂繪畫也能畫出燃亮內心與亮麗
他人的療癒畫作，有效釋放情緒及培養個人藝術
創意。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圍裙及抺手巾

內容：同多啦A夢一齊去環遊世界，對多國美
食、禮儀、交通工具等有更多認識，擴闊眼界和
世界觀。

內容：透過活動教導兒童分享更多，鼓勵兒童在
生活各方面均可多作分享，從而加強兒童的言語
表達能力。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每節與兒童創作一個天馬行空或生活化的
故事，教導兒童適當運用修辭手法，於娛樂之中
學習中文寫作。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透過有營膳食和帶氧運動，培養參加者的
健康意識，提升參加者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餐具
2. 請穿著運動衣及自備毛巾和水樽
內容：小結他班由導師教導。透過彈小結他，訓練手指
肌肉，眼睛和手部的協調，並培養參加者對音樂興趣。
體驗班1：

體驗班2：

8月：

備註：
1. 導師擁有7年香港舞台表演經驗，精於鋼琴、吉他、
    唱歌。
 2. 參加者可自備小吉他或向中心借用

防疫小先鋒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會員

和「孩」粉彩工房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同多啦A夢環遊世界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表達能力Level Up
初體驗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說好故事學中文初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236/20
健康有「營」人
(7-8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會員

Ukulele 小結他班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A組
編號：4001-0234/20
日期：22/7/20 (三)      
收費：$20 

B組
編號：4001-0243/20
日期：5/8/20 (三)
收費：$20

C組
編號：4001-0242/20
日期：19/8/20 (三)
收費：$20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郭慧雯姑娘

(A)
編號：4001-0303/20
日期：21/7/20(三)
收費：$15 會員/
           $35 非會員

(B)
編號：4001-0224/20
日期：28/7/20(三)
收費：$15 會員/ 
           $35 非會員

(C)
編號：4001-0223/20
日期：4/8至
18/8/20（逢三)
收費：$35 會員/     
$55 非會員/ 3 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55/20
日期：22/7/20 (三)
收費：$10 

(B)
編號：4001-0162/20
日期：29/7/20 (三)
收費：$10

(C)
編號：4001-0156/20
日期：5/8至
19/8/20 (逢三)
收費：$30/ 3節

(A)
編號：4001-0158/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61/20
日期：13/8/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3/7 至 20/8/20 (逢四)
時間：下午4:00-5:30
收費：$40/ 5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A)
編號：4001-0172/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B)
編號：4001-0175/20
日期：13/8/20 (四)
收費：$10會員/ $30 非會員

(體驗班1)
編號：4001-0235/20
日期：23/7/20 (四)
收費：$45

(體驗班2)
編號：4001-0251/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45

(8月)
編號：4001-0252/20
日期：6/8至
20/8/20 (逢四)
收費：$135/ 3節

時間：上午10:15-11:1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簡單認識Ukulele的來歷，教導參加者基本指
法，當手指放在弦上不同的位置時，會發出
相應的聲音的聲音。
導師彈出簡單旋律，參加者跟著導師的指導，
手眼協調，並嘗試從一步一步地跟著彈奏。

在導師的指導下，學會彈出旋律，因應參加者的
興趣和能力精挑細選一些歌曲中的一段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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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第一期)
編號：4001-0239/20
日期：23/7/20 (四)
收費：$10

(第二期)
編號：4001-0241/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

(第三期)
編號：4001-0240/20
日期：6/8至
20/8/20 (逢四) 
收費：$20/ 3節

(A)
編號：4001-0163/20
日期：30/7/20 (四)
收費：$10

(B)
編號：4001-0166/20
日期：13/8/20 (四)
收費：$10

星期五

「今期流行」電玩世界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我手寫我心初體驗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Lego美食初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140/20
Lego X 美食大作戰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耀東躲避盤小隊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會員

搞笑電影會(英語世界)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編號：4001-0264/20
集合，Nerf槍小隊!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Lego建築物初體驗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A)
編號：4001-0136/20
日期：24/7/20 (五)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B)
編號：4001-0145/20
日期：31/7/20 (五)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60會員/ $80非會員 /3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0171/20
日期：17/7至31/7/20(逢五)
收費：$60/ 3節

(8-9月/20)
編號：4001-0168/20
日期：7/8至11/9/20 (逢五)
收費：$120/ 6節

時間：下午7:30-8:30
地點：耀東服務處/耀東邨附近球場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A組
編號：4001-0247/20
日期：24/7/20 (五)      
收費：$10

B組
編號：4001-0248/20
日期：31/7/20 (五)      
收費：$10

C組
編號：4001-0249/20
日期：7/8至
21/8/20 (逢五)
收費：$30/ 3節

日期：7/8 至 21/8/20 (逢五)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60/ 3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B)
編號：4001-0137/20
日期：31/7/20 (五)
收費：$20

(A)
編號：4001-0164/20
日期：24/7/20 (五)
收費：$20

內容：發掘近期在網絡上流行的事與物，透過有
系統的訓練，控制遊戲時間和增強團體精神。

內容：寫日記很困難、寫週記也難、句子常常不
通順，就算想在社交平台分享心事，想的也總是
無法寫出來。

參加我手寫我心，與你一同把心中情境寫出來。

內容：兒童體驗砌Lego的樂趣，同時學習跟隨指
示以及於限時內完成目標、並可獲得親自砌成的
Lego，獲得成功感。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內容：以美食系列Lego增加兒童參與動力，參加
者於過程中可學習與人溝通，同時加強專注力

備註：此班所砌的Lego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同
            報名。

內容：躲避盤，將躲避球以軟飛盤取代的運動，
融入飛盤運動的投擲與飛行技巧。

透過此運動有助訓練兒童手眼協調、專注力及團
隊合作精神。

備註：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鞋及輕便服裝

內容：學英文不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透過欣
賞英語短片，增加參加者接觸英語的機會，加上
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慢慢接受學英語並
不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內容：透過室內射擊訓練，參加者學會服從指
令，策劃不同的戰術，增強與人溝通的技巧，提
升團體合作精神。另外，參加者可以在遊戲中訓
練手眼協調，刺激體育細胞。

內容：兒童體驗砌Lego的樂趣，同時學習跟隨指
示以及於限時內完成目標、並可獲得親自砌成的
Lego，獲得成功感。

備註：兩節體驗班內容不同，歡迎一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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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五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60/ 3節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星期六
(A)
編號：4001-0177/20
日期：25/7/20 (六)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B)
編號：4001-0178/20
日期：1/8至15/8/20 (逢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3節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5/7/20 (六)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1/8至15/8/20 (逢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3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河童企鵝
編號：4001-0259/20
日期：25/7/20(六)
收費：$20

牠們有心事
編號：4001-0262/20
日期：8/8至22/8/20 (逢六)
收費：$60/ 3節

日期：5/9 至 17/10/20 (逢六，3/10暫停)
時間：下午4:30-5:30
收費：$65/ 6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特色燒賣
編號：4001-0255/20
日期：25/7/20(六)
收費：$20

(好味8月份)
編號：4001-0253/20
日期：8/8至29/8/20 (逢六)
            (22/8/20 暫停)
收費：$60/ 3節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0169/20
日期：11/7至25/7/20 (逢六)
收費：$30/ 3節

(8-9月/20)
編號：4001-0139/20
日期：1/8至12/9/20 (逢六)
            (22/8/20 暫停)
收費：$60/ 6節

編號：4001-0141/20
Lego X 城市大冒險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年紀小小系列：
專注力提升家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135/20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桌遊歡樂初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174/20
樂在「棋」中 (8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情緒小管家-
角落生物篇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編號：4001-0263/20
情緒小管家
(9-10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下午茶廚房系列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棋」樂無窮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內容：透過砌Lego，兒童在個人完成以及團體
完成的項目中，加強社交技巧，同時為兒童開拓
更多理解角度，加強其與人相處的能力。

備註：此班所砌的Lego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
             同報名。

內容：透過參與小組專注力活動與遊戲，兒童加
強其專注某事、聆聽他人的行為，同時減少分心
舉止。

內容：透過刺激有趣的桌上遊戲，考驗參加者的
反應、手眼協調能力，快一步就做到大贏家啦！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人記憶力、反
應、專注、觀察等能力，以及增加與人相處的機
會，提升社交技巧。

內容：透過發現角落生物不同性格和有系統訓
練，加強參加者的情緒管理能力和社交能力，協
助參加者累積正面抒發負面情緒的成功經驗。

內容：透過較有系統訓練，加強參加者的情緒管
理能力和社交能力，協助參加者累積正面抒發負
面情緒的成功經驗。

內容：下午茶除了可以滿足食慾，還可以透過烹
飪，提升參加者的自理能力。親自下廚烹飪 (好
味8月份: 串燒、消暑特飲、朱古力脆脆) 美食，
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做小廚師的樂趣，也學會自己
照顧自己。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
2. 自備圍裙、食物盒和餐具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人記憶力、反
應、專注、觀察、邏輯推理等能力，以及增加與
人相處的機會，提升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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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星期一

星期二

編號：4001-0198/20
高小科學實驗室 
(7-8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199/20
初小科學實驗室 
(7-8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200/20
幼兒劍擊訓練班 (入門) 
(7-8月/20)
對象：升K3至升小二兒童

編號：4001-0203/20
高小輕鬆英文寫作班
(7-8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217/20
幼兒花式跳繩 
(7-8月/20) 
對象：3歲6個月至5歲幼兒

編號：4001-0218/20
兒童花式跳繩 
(7-8月/20) 
對象：6歲至12歲會員

編號：4001-0204/20
幼兒室內小型網球
訓練班(7-8月/20)
對象：3歲6個月至5歲幼兒

編號：4001-0205/20
兒童室內小型網球
訓練班(7-8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206/20
兒童機械工程師 
(7-8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300 /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300會員/ $32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400 會員/
            $42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38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380會員/ $40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7/7至17/8/2020 (逢一)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380會員/ $40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450 會員/
            $47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收費：$450 會員/ 
            $47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收費：$30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內容：小朋友透過以磁力、光、能量轉換等主題的實驗製作過程，
愉快地培養科學精神，建立自信之餘更使他們的潛能得以發揮，而
且科學理論由小朋友親自驗證，對所吸收的知識能留下深刻的記
憶。

備註：「天恩教育管理」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課程教授小朋友劍擊基本步
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生身體協調能力。學生於訓練需不斷
觀察思考，透過判斷力運用合適的攻防策略。此外，劍擊亦注重團
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一項鍛鍊體力與智力的運動。

備註：
1. 由銳生體協會派出導師任教。
2. 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服飾及運動鞋。
3.「銳生體協會」提供上課器材。

內容：學生在輕鬆氣氛下學習英文文法的運用及寫作方法，包括英
文詞彙，常用文法，如動詞時態，名詞和介詞用法等等，加強學生
運用文法技巧，易學易用。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花式跳繩運動有別一般跳繩運動，講求節拍感，每個動作都
要配合音樂，需要把「人、繩、音」合而為一。導師會按學生能力
教授跳繩技術及基礎花式技巧，循序漸進地提升他們技術水平。

備註：
1. 由「銳生體協會」派出導師任教。
2. 學生需自備拍子繩。

內容：網球是一項可以訓練心理素質的運動，它不但能鍛鍊學生的
反應，亦能提高專注及集中能力，加強他們的身體協調及判斷能
力。

備註：
1. 由「銳生體協會」派出導師任教。
2. 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服飾及運動鞋。
3.「銳生體協會」提供上課器材。

內容﹕「玩」是推動小朋友學習、求知的最大誘因和動力！兒童在
課堂中由認識機械概念，動手嵌砌模型，盡情發揮他們對工程、機
械的熱愛，並在導師的引導下，將天馬行空的想法實體化，成為真
正的未來機械工程師！

備註：「天恩教育管理」派出導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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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耀東服務處-幼兒/兒童小組及活動
星期五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60/ 3節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星期六
(A)
編號：4001-0177/20
日期：25/7/20 (六)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B)
編號：4001-0178/20
日期：1/8至15/8/20 (逢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3節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25/7/20 (六)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日期：1/8至15/8/20 (逢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3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時間：上午11:00-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河童企鵝
編號：4001-0259/20
日期：25/7/20(六)
收費：$20

牠們有心事
編號：4001-0262/20
日期：8/8至22/8/20 (逢六)
收費：$60/ 3節

日期：5/9 至 17/10/20 (逢六，3/10暫停)
時間：下午4:30-5:30
收費：$65/ 6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特色燒賣
編號：4001-0255/20
日期：25/7/20(六)
收費：$20

(好味8月份)
編號：4001-0253/20
日期：8/8至29/8/20 (逢六)
            (22/8/20 暫停)
收費：$60/ 3節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0169/20
日期：11/7至25/7/20 (逢六)
收費：$30/ 3節

(8-9月/20)
編號：4001-0139/20
日期：1/8至12/9/20 (逢六)
            (22/8/20 暫停)
收費：$60/ 6節

編號：4001-0141/20
Lego X 城市大冒險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年紀小小系列：
專注力提升家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135/20
新奇體驗工作坊系列：
桌遊歡樂初體驗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編號：4001-0174/20
樂在「棋」中 (8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情緒小管家-
角落生物篇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編號：4001-0263/20
情緒小管家
(9-10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下午茶廚房系列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棋」樂無窮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會員

內容：透過砌Lego，兒童在個人完成以及團體
完成的項目中，加強社交技巧，同時為兒童開拓
更多理解角度，加強其與人相處的能力。

備註：此班所砌的Lego與體驗班不同，歡迎一
             同報名。

內容：透過參與小組專注力活動與遊戲，兒童加
強其專注某事、聆聽他人的行為，同時減少分心
舉止。

內容：透過刺激有趣的桌上遊戲，考驗參加者的
反應、手眼協調能力，快一步就做到大贏家啦！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人記憶力、反
應、專注、觀察等能力，以及增加與人相處的機
會，提升社交技巧。

內容：透過發現角落生物不同性格和有系統訓
練，加強參加者的情緒管理能力和社交能力，協
助參加者累積正面抒發負面情緒的成功經驗。

內容：透過較有系統訓練，加強參加者的情緒管
理能力和社交能力，協助參加者累積正面抒發負
面情緒的成功經驗。

內容：下午茶除了可以滿足食慾，還可以透過烹
飪，提升參加者的自理能力。親自下廚烹飪 (好
味8月份: 串燒、消暑特飲、朱古力脆脆) 美食，
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做小廚師的樂趣，也學會自己
照顧自己。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
2. 自備圍裙、食物盒和餐具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人記憶力、反
應、專注、觀察、邏輯推理等能力，以及增加與
人相處的機會，提升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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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星期二

星期三

編號：4001-0207/20
Phonics英語拼音班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08/20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
(7-8月/20)
對象：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99/20
耀東幼兒跆拳道班
(7-9月/20)
對象：3-5歲兒童

編號：4001-0300/20
耀東跆拳道班
(7-9月/20)
對象：6-19歲兒童

編號：4001-0227/20
高小流行鼓班(初階)
(7-9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211/20
幼兒迪士尼創意黏土
奇幻世界(7-8月/20)
對象：升K2至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12/20
初小司儀口才培訓班
(7-8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編號：4001-0209/20
幼兒英語繪本故事書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小一兒童

內容：Phonics 是一套既直接又易學的英語拼音方法，有助於學童記、
串生詞，由於Phonics發音較為容易記憶，故建議初學音標的人士學
習。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課程根據小學一年級教學內容而設，有系統培訓小朋友，提升
他們的學習的能力。課程內容設有練習，由淺入深的教導，讓學生打
好基礎。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跆拳道的訓練並非純技術力量的提升，而是「身心兼顧」的武
術運動。透過每堂全身帶氧運動，可以訓練手腳協調、平衡感及肌肉
韌度，使參加者變得反應更敏捷及靈活，增強小朋友的觀察力及判斷
力。 

備註：
1. 由「跆拳道正道舘」派出導師任教。
2. 定期考帶。
3. 購買道服可向導師查詢。
4. 3-6/20舊生優先報名。
5.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6. 6-19歲跆拳道班學習拳法及腿法，適合初學至藍間綠帶以上。

內容：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提升學童節奏感、集中力等。主要包
括認識套鼓、基本樂理、基本數拍、四肢協調練習、歌曲過門(Fill in)練
習。

備註：
1. 房建武導師為Rockschoo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師。
2. 只供新生報名。
3.由於此為暑期體驗班，上堂時中心會提供鼓棍，如欲購買鼓棍，亦    
    可向導師查詢詳情。( 鼓棍約 $90 ) 。
4. 若報讀此課程之參加者，欲於 9月繼續報讀，本中心將按參與人數以
    定其後的延續課程，負責同事會於完結前再確定新一期課程時間。

內容﹕孩子們！運用你們的想像力，快來進入這個精彩的夢幻樂園！
課程讓小朋友發揮他們的創意，製作出有趣的玩意。在運用黏土技巧
的過程中，除了可鍛練小肌肉發展外﹐亦能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培
養他們的耐性和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備註：「天恩教育管理」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讓小朋友在學習中認識自我，透過生動有趣之互動遊戲及角色
扮演幫助小朋友發揮創意、提昇說話及表達能力。小朋友從中增強臨
場應變的技巧及對外界事物的敏感觸覺及分析能力，從而突破自我。
 
備註：由「I-Class」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要提升兒童對學習英文的興趣，當然不能只是刻板的死記硬
背。此課程透過有趣的故事，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在講故事的過程中
滲透英語生或簡單語句教學，增加孩子的詞彙，易於記憶，令他們不
再害怕英文這語言，輕鬆提高競爭力。

備註：由「I-Class」派出導師任教。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400 會員/
            $42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360會員 / 
            $38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14/7至15/9/2020
            (逢二，25/8及1/9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440會員/
            $46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

日期：14/7至15/9/2020
            (逢二，25/8及1/9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440會員/
            $46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30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80會員/ 
            $30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3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逢三)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280會員/ 
            $30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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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星期二

星期三

編號：4001-0207/20
Phonics英語拼音班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08/20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
(7-8月/20)
對象：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99/20
耀東幼兒跆拳道班
(7-9月/20)
對象：3-5歲兒童

編號：4001-0300/20
耀東跆拳道班
(7-9月/20)
對象：6-19歲兒童

編號：4001-0227/20
高小流行鼓班(初階)
(7-9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211/20
幼兒迪士尼創意黏土
奇幻世界(7-8月/20)
對象：升K2至小一兒童

編號：4001-0212/20
初小司儀口才培訓班
(7-8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編號：4001-0209/20
幼兒英語繪本故事書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小一兒童

內容：Phonics 是一套既直接又易學的英語拼音方法，有助於學童記、
串生詞，由於Phonics發音較為容易記憶，故建議初學音標的人士學
習。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課程根據小學一年級教學內容而設，有系統培訓小朋友，提升
他們的學習的能力。課程內容設有練習，由淺入深的教導，讓學生打
好基礎。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跆拳道的訓練並非純技術力量的提升，而是「身心兼顧」的武
術運動。透過每堂全身帶氧運動，可以訓練手腳協調、平衡感及肌肉
韌度，使參加者變得反應更敏捷及靈活，增強小朋友的觀察力及判斷
力。 

備註：
1. 由「跆拳道正道舘」派出導師任教。
2. 定期考帶。
3. 購買道服可向導師查詢。
4. 3-6/20舊生優先報名。
5.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6. 6-19歲跆拳道班學習拳法及腿法，適合初學至藍間綠帶以上。

內容：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提升學童節奏感、集中力等。主要包
括認識套鼓、基本樂理、基本數拍、四肢協調練習、歌曲過門(Fill in)練
習。

備註：
1. 房建武導師為Rockschoo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師。
2. 只供新生報名。
3.由於此為暑期體驗班，上堂時中心會提供鼓棍，如欲購買鼓棍，亦    
    可向導師查詢詳情。( 鼓棍約 $90 ) 。
4. 若報讀此課程之參加者，欲於 9月繼續報讀，本中心將按參與人數以
    定其後的延續課程，負責同事會於完結前再確定新一期課程時間。

內容﹕孩子們！運用你們的想像力，快來進入這個精彩的夢幻樂園！
課程讓小朋友發揮他們的創意，製作出有趣的玩意。在運用黏土技巧
的過程中，除了可鍛練小肌肉發展外﹐亦能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培
養他們的耐性和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備註：「天恩教育管理」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讓小朋友在學習中認識自我，透過生動有趣之互動遊戲及角色
扮演幫助小朋友發揮創意、提昇說話及表達能力。小朋友從中增強臨
場應變的技巧及對外界事物的敏感觸覺及分析能力，從而突破自我。
 
備註：由「I-Class」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要提升兒童對學習英文的興趣，當然不能只是刻板的死記硬
背。此課程透過有趣的故事，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在講故事的過程中
滲透英語生或簡單語句教學，增加孩子的詞彙，易於記憶，令他們不
再害怕英文這語言，輕鬆提高競爭力。

備註：由「I-Class」派出導師任教。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400 會員/
            $42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8/7至18/8/2020(逢二)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360會員 / 
            $38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14/7至15/9/2020
            (逢二，25/8及1/9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440會員/
            $46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

日期：14/7至15/9/2020
            (逢二，25/8及1/9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440會員/
            $46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30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80會員/ 
            $30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 (逢三)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3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9/7至19/8/2020(逢三)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280會員/ 
            $30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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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編號：4001- 0201/20
A班 (7-9月/20)
日期：17/7至11/9/2020 
            (逢五) (28/8暫停) 
時間：下午5:00-6:00

編號：4001- 0184/20
B班(7-9月/20)
日期：17/7至11/9/2020
            (逢五) (28/8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編號：4001- 0210/20
兒童Marvel水彩
英雄聯盟(7-8月/20)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213/20
幼兒英語唱遊班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小一兒童

編號：4001- 0214/20
兒童魔術班
(7-8月/20)
對象：6歲至12歲會員

編號：4001- 0215/20
幼兒魔術班
(7-8月/20)
對象：3歲6個月至5歲幼兒

編號：4001- 0216/20
兒童配音班
(7-8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五兒童

初小流行鼓班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三兒童

內容：號召所有最強超級英雄！美國隊長、鋼鐵
俠、雷神等眾多超級英雄集結在一起，共同攜手抵
抗邪惡勢力。我們需要你的幫助，製作出超級英
雄，並為他們設計全新裝甲和武器裝備，加入成為
我們的生力軍吧！共同奮勇作戰，保衛地球

備註：「天恩教育管理」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以簡單的英文兒歌，配合畫畫及遊戲，令小
朋友在遊玩間不知不覺地學懂許多英文生字，比普
通英語課堂更能有效提升小朋友的英語表達能力，
並同時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與其他幼兒的互動，
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

備註：由「I-Class」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運用不同的道具來表演，除學習到魔術技術
外，亦提供機會讓小朋友在朋輩面前表演，同時提
升學生小朋友的表逹能力，增強團體溝通。

備註：
1. 由「Magic Boy」派出導師任教。
2. 完成課程後，將安排參加者於22/8(六)暑假結  
    業禮中表演，展示成果。

內容：學習掌握對白、語氣、節奏、情緒、聲線運
用的技巧， 指導學習運用個人之聲線條件，創造出
無限的獨特聲音。為演繹不同角色獨特的風格。兒
童亦可嘗試演繹中、外時裝、古裝及卡通片、廣告
等來提升配音能力。

備註：由「匯材軒」派出導師任教

內容：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提升學童節奏感、
集中力等。主要包括認識套鼓、基本樂理、基本數
拍、四肢協調練習、歌曲過門(Fill in)練習。

備註：
1. 

2.  
3. 
     
4. 
 

日期：29/7至19/8/2020(逢三)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250/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30/7至20/8/2020(逢四)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230 會員/
            $250 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30/7至20/8/2020 (逢四) 
時間：下午2:30-3:30
收費：$340 /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30/7至20/8/2020 (逢四)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340 會員/
            $36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30/7至20/8/2020 (逢四) 
時間：下午3:45-4:45
收費：$370 會員/
            $390非會員/ 4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收費：$600會員/ $620非會員/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房建武導師為Rockschoo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師。
舊生優先報名。
如新生參加，上堂時中心會提供鼓棍，如欲購買
鼓棍，亦可向導師查詢詳情。(鼓棍約$90) 。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
時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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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編號：4001-0219/20
幼兒趣味繪畫B班 
(7-9月/20)
對象：升K2至升K3兒童

編號：4001-0202/20
兒童趣味繪畫B班 
(7-9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兒童

編號：4001-0185/20
高小流行鼓班 
(7-9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302/20
兒童芭蕾舞訓練班
(7-9月/20)
對象：3-8歲兒童

編號：4001-0226/20
幼兒趣味繪畫A班
(7-9月/20)
對象：升K2至升K3兒童

編號：4001-0220/20
兒童趣味繪畫A班
(7-9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兒童

編號：4001-0301/20
耀東Jazz勁舞班
(7-9月/20)
對象：4-8歲兒童

日期：24/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530會員/ $550 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4/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8:00-9:00
收費：$530會員/ $550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17/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8:00-9:00
收費：$600 /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暫停)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680會員/ $700 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
            司徒秀嫦姑娘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及12/9暫停) 
時間：上午10:45-11:45
收費：$530會員/ $550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及12/9暫停)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530會員/ $550 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暫停)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680會員/ $70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
            司徒秀嫦姑娘

內容﹕利用觀賞事物的獨有角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發輝
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意思維。

備註:
1.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純藝術系學士，現任職 
    於青苗琴行及童想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提升學童節奏感、集中力等。主要包
括認識套鼓、基本樂理、基本數拍、四肢協調練習、歌曲過門 (Fill in)
練習。

備註：
1. 房建武導師為Rockschoo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如新生參加，上堂時中心會提供鼓棍，如欲購買鼓棍，亦可向導師
    查詢詳情。(鼓棍約$90) 。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學習芭蕾舞技巧等舞蹈元素。

備註：
1. 由「卓爾芭蕾舞學院」導師任教。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如需購買服裝，請向導師查詢。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利用觀賞事物的獨有角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發輝
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意思維。

備註：
1.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純藝術系學士，現任職
    於青苗琴行及童想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透過強勁的音樂及舞步配合，可以訓練小朋友對身體的運用及
協調外，更能提升音樂感。

備註：
1. 導師莫巧琳畢業於香港演藝進修學院(BTEC第五級英國國家高級証
    書文憑資格)，主修音樂劇
2.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星期五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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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耀東服務處 -幼兒/兒童興趣班

編號：4001-0219/20
幼兒趣味繪畫B班 
(7-9月/20)
對象：升K2至升K3兒童

編號：4001-0202/20
兒童趣味繪畫B班 
(7-9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兒童

編號：4001-0185/20
高小流行鼓班 
(7-9月/2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0302/20
兒童芭蕾舞訓練班
(7-9月/20)
對象：3-8歲兒童

編號：4001-0226/20
幼兒趣味繪畫A班
(7-9月/20)
對象：升K2至升K3兒童

編號：4001-0220/20
兒童趣味繪畫A班
(7-9月/20)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兒童

編號：4001-0301/20
耀東Jazz勁舞班
(7-9月/20)
對象：4-8歲兒童

日期：24/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7:00-8:00
收費：$530會員/ $550 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4/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8:00-9:00
收費：$530會員/ $550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17/7至11/9/2020
            (逢五，28/8暫停) 
時間：晚上8:00-9:00
收費：$600 /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暫停)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680會員/ $700 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
            司徒秀嫦姑娘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及12/9暫停) 
時間：上午10:45-11:45
收費：$530會員/ $550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及12/9暫停)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530會員/ $550 非會員/ 7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日期：25/7至19/9/2020
            (逢六，29/8暫停)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680會員/ $700非會員/ 8堂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
            司徒秀嫦姑娘

內容﹕利用觀賞事物的獨有角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發輝
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意思維。

備註:
1.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純藝術系學士，現任職 
    於青苗琴行及童想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提升學童節奏感、集中力等。主要包
括認識套鼓、基本樂理、基本數拍、四肢協調練習、歌曲過門 (Fill in)
練習。

備註：
1. 房建武導師為Rockschoo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如新生參加，上堂時中心會提供鼓棍，如欲購買鼓棍，亦可向導師
    查詢詳情。(鼓棍約$90) 。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學習芭蕾舞技巧等舞蹈元素。

備註：
1. 由「卓爾芭蕾舞學院」導師任教。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如需購買服裝，請向導師查詢。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利用觀賞事物的獨有角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發輝
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意思維。

備註：
1.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純藝術系學士，現任職
    於青苗琴行及童想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2. 舊生優先報名。
3.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4.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內容：透過強勁的音樂及舞步配合，可以訓練小朋友對身體的運用及
協調外，更能提升音樂感。

備註：
1. 導師莫巧琳畢業於香港演藝進修學院(BTEC第五級英國國家高級証
    書文憑資格)，主修音樂劇
2. 成功報讀此課程可優先報名10月/20-1月/21同時段課程。     

星期五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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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東服務處 – 親子/家庭活動耀東服務處 – 親子/家庭活動
內容：家長和子女同場烹飪，考下邊組最合拍同最有愛。

備註︰參加者可因應需要帶備圍裙、餐盒和餐具

內容：透過刺激有趣的親子任務和定向遊戲，增加親子之
間互動和溝通機會，促進親子關係。

備註：費用已包車費營費、膳食費及活動費用

內容：和爸爸媽媽一起來做冰皮月餅，感受耀東的中秋氣
氛，也可以享受團聚於廚房的樂趣。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圍裙、餐盒

內容：親子一同製作趣怪燈籠，再喜迎中秋佳節，感受過
節賞燈的樂趣。

親子溫馨餐廳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兒童及
其家長 (親子必須一同報名)

編號：4001-0470/20
親子露營體驗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兒童及
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編號：4001-0270/20
中秋人月兩團圓
(冰皮月餅製作)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及
其家長 (親子必須一同報名)

編號：4001-0183/20
中秋佳節同歡聚：
趣怪燈籠齊齊賞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兒童及
其家長(親子必須一同報名）

日期：1/8 至2/8/2020 (六、日)
時間：愛華服務處下午1:30集合，翌日下午2:3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下午1:45集合，翌日下午2:45解散
收費：每位$200會員 / $230非會員 
地點：待定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羅海昊先生

日期：18/9/2020 (六)
時間：下午4:00-5:30
收費：$40會員/ $60非會員（每位）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日期：19/9/20 (六)
收費：$20會員/ $40 非會員（每位）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愛心便當
編號：
4001-0258/20
日期：
24/7/20 (五)

收費：$25會員/ $45非會員（每位）

時間：晚上7:30- 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Pizza由我創
編號：
4001-0260/20
日期：
31/7/20(五)  

收費：$70會員/ $90
非會員（每位）/3節

2餸1湯白飯任裝
編號：
4001-0261/20
日期：
7/8至21/8/20(逢五)

透過父母和子女一起製作營養均衡的愛
心便當，讓愛充滿這個廚房吧！
大大塊的pizza皮上，任由你設計和調
味，放上種種配料，創造你的 Pizza！
一起動手洗菜、做飯、滾湯，準備一餐
豐富的晚餐給你的家人享受吧！

愛心便當：

Pizza由我創：

2餸1湯白飯任裝：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編號：4001-0349/20
松林砲台探險隊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兒童

編號：4001-0458/20
長洲一日遊
對象： 升小四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0438/20
益力多工廠參觀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
(此活動正在申請中)

編號：4001-0399/20
暢遊迪欣湖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兒童

編號：4001-0323/20
妙探輯兇赤柱遊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兒童
(此活動正在申請中)

編號：4001-0304/20  
笑笑親近龍虎山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

內容：從香港大學出發，沿松林砲台歷史徑上山，到砲台遺跡。雖
然砲身早已清拆，不過原來的砲床、守衛營房、指揮部、彈藥庫、
觀察台、廁所及多座的掩蔽體仍相當完整和辨認用途。實地到訪遺
跡，認識香港戰爭的歷史。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旅遊巴車費
2. 請自備帽、足夠食水。如有需要，可自備少許乾糧

內容：長洲是香港本土傳統節慶「太平清醮」的舉行地。暑假是適
合遠離市區輕鬆一下的好時期，不妨一起到長洲逛逛，欣賞大自然
風光，品嘗地道小食。
備註：
1. 請自備船費 (約$25) 及簡便午膳
2. 請自備帽及足夠食水

內容：在夏日炎炎之下，走進室內參觀益力多廠房，認識平常益力
多產品線的運作，也透過欣賞片段，讓參加者大開眼界，最後還可
以得到由益力多公司提供的小禮物一份。

備註：費用已包括旅遊巴車費

內容：又想感受大自然？又想同朋友仔野餐？又想玩遊戲、放鬆一
下？快些參加「暢遊迪欣湖」，我們一齊玩盡這個夏天！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旅遊巴車費
2. 請自備簡便午膳

內容：參觀懲教博物館認識昔日與今天懲教工作的演變。參觀後於
赤柱沙灘進行妙探輯兇追踪遊戲。

備註：
1. 請自備食水及晴雨用品
2. 請帶備涼鞋或拖鞋於沙灘進行活動

內容：趁著暑假，讓兒童同大自然親近，探索大自然的奧妙之處。
相信兒童在與大自然相處之中，增加對環境的愛護，更瞭解本港的
城市生態和歷史，玩得開心，學得輕鬆。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旅遊巴車費
2. 請自備食水、防蚊用品及晴雨用品

日期：21/7/20 (二)
時間：愛華服務處中午12:00集合，5:0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中午12:15集合，5:15解散
收費：$80會員 / $100非會員
地點：松林砲台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日期：28/7/20 (二)
時間：愛華服務處上午10:00集合，5:0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上午10:15集合，5:15解散
收費：$50 會員 / $70 非會員  
地點：長洲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4/8/20 (二)
時間：愛華服務處下午1:45集合，5:0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下午2:00集合，5:15解散
收費：$50會員 / $70 非會員
地點：益力多大埔工場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日期：6/8/20 (四)
時間：愛華服務處上午10:00集合，4:3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上午10:15集合，4:45解散
收費：$80會員 / $100 非會員
地點：迪欣湖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張曉珊姑娘

日期：11/8/20 (二)
時間：耀東服務處下午1:00集合，5:00解散
            愛華服務處下午1:15集合，5:15解散
收費：$50會員 / $70非會員
地點：赤柱懲教博物館及沙灘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18/8/20 (二)
時間：愛華服務處下午1:00集合，5:00解散
            耀東服務處下午1:15集合，5:15解散
收費：$60會員 / $80非會員
地點：龍虎山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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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小巴：西灣河港鐵站乘50、65小巴

2. 巴士：2A、77、99、110、606、722

3. 沿扶手電梯及有蓋行人路

    步行約8分鐘直達

耀東服務處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服務處開放時間

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B及C翼
2885 9844　
it-yt@mevcc.org.hk　
2567 2048

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服務處開放時間

香港柴灣道100號四樓
2558 0708
it-ep@mevcc.org.hk
2898 4090

1. 小巴：柴灣港鐵站乘20M小巴往興民邨

2. 巴士：8、81、82、8X、780、A12、

            106、 118、606、682、694

在「活動節數」中，服務處將推行各類活動，並提供電話及櫃台報名。
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愛華服務處

天氣情況

雷暴/寒冷/ 酷熱警告

一號戒備訊號

三號強風訊號

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服務處設施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暫停開放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有限度開放

服務處內舉行活動安排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幼兒活動除外)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幼兒活動除外)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惡劣天氣各活動之安排

註﹕*當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未取消三號強風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幼兒活動將會取消或延期。
#八號颱風取消後，服務處兩小時內重新開放。但八號颱風在服務處關閉時間前兩小時內才除下，服務處將會繼續關閉。

-6-24

25-59

3-59

$20

$50

會員制度
1. 填寫會員申請表

2. 填妥後連同所需費用交回服務處

3. 申請時須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核對

4. 如欲退會，可與職員聯絡，但所繳之會費

    概不發還

5. 如有查詢，可親臨服務處或來電

會員申請方法
會員類別             年齡    收費

兒童及青少年

家屬

家庭

有家庭成員為兒童或青少年會員

需直系家庭成員，最多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