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券」或「�少年�合服�隊」會��期��先向「⼼�放」 負責�員預約�間

�⾏續會⼿續�

20222022
7月-9月7月-9月
心花放通訊心花放通訊

「⼼�放」會��「�少年�合服�隊」會員續證措�

 報名⽅法���臨本中⼼報名�繳交費⽤�

 報名��注意活動推⾏⽇期��間��免相撞�⼀經報名不得�

��

 凡已報名之項⽬�不得轉讓其�⼈或改報其�項⽬�

 除因活動更改�間�否則不作另⾏�知��依�出席�

1.

2.

3.

4.

��服��
�絡�朱⽂����鄧天兒���⾼榕禧��
�址��灣�100�4�      
�話�2558-0708 / 5627-5207

「⼼�放」活動報名須知

�東服��
�絡�王�德先⽣ 
�址���灣�東邨����下B�C�
�話�2885-9844 / 5128-7609

����村服�中⼼ 社會福利部 
社�⼯作部

報名日
18/0６(六)
上午十時正



家庭及親子活動家庭及親子活動

⽇期�09/07/2022 （六）
�間�上午10:30⾄11:30
費⽤�$30/家
�點���服��

對��「⼼�放」家庭

�額�6家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到戶�活動��怕蚊叮蟲

咬��⼦�合作製作天�的�蚊⽤品�

⽤得��⼜放⼼�

        �⼦��⼯� (0002-0137/22)

⽇期�02/08⾄09/08/2022（共2���⼆）
�間�下午3:30⾄5:30
費⽤�$40/家
�點���服��

對��「⼼�放」家庭

�額�3家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家⻑會和⼦��⼿同⼼�⼀�製作蛋�

﹑�乾��點�讓參加者和⼦��驗�

�的���共渡����的�光�

A組�⽇期�02/08⾄23/08/2022（共4���⼆）
B組�⽇期�03/08⾄24/08/2022（共4���三）

�間�下午4:00⾄5:30
費⽤�$60/家
�點��東服��

對��「⼼�放」家庭（每家��3⼈）
�額�4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不可同�參��⼦幸福��A�B組

�容�

�點��給⼈幸福的�覺�趁�暑假的

到來��⼦�共享��的���加強�

⼦合作和溝��

�註�

1.

        �⼦��� (0002-0144/22)

⽇期�03/08⾄24/08/2022（共4���三）
�間�下午2:00⾄3:30
費⽤�免費

�點��東服��

對��「⼼�放」家庭（⼦�須�6歲或�上）
�額�6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活動�增加�⼦之間的互

動�讓彼�互相了��欣賞�

        DIY�蚊⽤品�⼦⼯作坊 (0002-0109/22)

        �⼦幸福��A (0002-0140/22) �B組 (0002-0143/22)



⽇期�06/08⾄27/08/2022（共3���六）
        （20/8暫停⼀�）
�間�下午2:30⾄4:00
費⽤�免費

�點��東服��

對��「⼼�放」爸爸�⼦�

�額�4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暑假�⾄�⼀��⼦�享受⼀下�⼦���

來的�⼦���考驗⼤家的�應和���加

強�⼦關��

⽇期�07/08/2022（⽇）
�間�上午8:30⾄下午5:00
費⽤��⾦$100/⼈
        （活動完結�可��回���⾦）
�點���服���西貢

對��「⼼�放」家庭（⼦�須�8歲或�上）
�額�22⼈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期�14/08/2022（⽇）
�間�上午10:30⾄下午2:00
費⽤�$20/家
�點���服��

對��「⼼�放」爸爸�⼦�

�額�5家
負責�註冊社⼯ — 朱⽂��� ����⼀同參�

�容�

��參�競技�賽���烹�的�材�再由

爸爸和⼦�合作烹�⼀��⾊�考驗⼤家的

智⼒和���

�註﹕

1.

       �⼦��競賽 (0002-0112/22)
⽇期�19/08⾄26/08/2022（共2���五）
�間�下午3:00⾄4:00
費⽤�免費

�點��東服��

對��「⼼�放」家庭

�額�6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趁暑假�把握�會�⼦�放�⼼��⼀�玩

��吧����⼦合作和溝��讓⼤家留下

��的���光�

可⾃�午�或於報��向負責同事�詢

訂���

���輕便服裝��動鞋

�⾃��⽤⽔

活動由合辦�構�港��場會 -賽⾺會
「動�海洋」⽔上活動計劃贊助

�容�

活動由專��練��賞員��參加者�⽤⽔

上活動器材����⾏�賞活動�包括⽔上

活動��講座�海洋科學⼯作坊�海岸⽣

��環��海洋⽣物�索�

�註�

1.

2.
3.
4.

海洋⽣�旅��⽔上活動�驗⽇ (0002-0146/22)

       爸爸�⼦廚�⼤�拼 (0002-0111/22)

       �⼦Switch⼤賽 (0002-0138/22)



⽇期�13/08⾄20/08/2022
⽇期�（共2���六）
�間�下午2:30⾄5:30
費⽤�成⼈�$80/⼈
   學⽣�$50/⼈
�點�⿊暗中對話�驗�

�合����點���服��

對��「⼼�放」家庭（⼦�須

             �6歲或�上）
�額�38⼈
負責�註冊社⼯ — 朱⽂���
           福利助理 — ⾼榕禧��

�活動不可使⽤開⼼券

費⽤已包括�場費和⾞費

學⽣為17歲或�下兒童�或�⽇
制學⽣

�容﹕

⾛�漆⿊的�間�拿�⼿杖����

�環境的�⾳��驗視障⼈⼠在�

��渡輪��院�不同⽣活場景的�

受�從⽽了��們於⽇常⽣活所⾯對

的困難和挑戰�

�註﹕

1.
2.
3.

����村服�中⼼ 社會福利部 
社�⼯作部

社區探索系列
黑暗中對話體驗黑暗中對話體驗

(0002-0120/22)



⽇期�08/08⾄29/08/2022（共4���⼀）
�間��⼀�四⼆ — 下午3:00⾄4:00
           �⼆⾄四� — 下午3:00⾄5:00
費⽤�免費

�點���服�� / ��灣�
對��「⼼�放」家庭（⼦�須�6歲或�上）
�額�10家
負責�註冊社⼯ — 朱⽂����王�德先⽣

22/08�⾃�⼀�⼿�⾞

�容﹕

你對你所居住的社����識����⼦活

動�⾛訪社��了�東�的設�和�鋪�激

發兒童對社�的關⼼�培讓關�社�的�

度�活動亦設�「拾��驗」�參加者推�

⼿�⾞����驗執紙⽪��������

�識「拾�者」的��和��的故事��

��讓參加者學�關懷���的群��從中

學�珍惜��恩�

�註﹕

1.

�⼀� 下午3:00⾄4:00 社���

�⼆�  社��索

�三� 下午3:00⾄5:00 拾��驗

�四�  拾���

����村服�中⼼ 社會福利部 
社�⼯作部

社區探索系列社區探索系列
社�⼤步⾛�拾��驗社�⼤步⾛�拾��驗



「有機菠蘿園」
農莊一天遊農莊一天遊

⽇期�11/09/2022（⽇）
�間�上午10:00⾄下午6:00
費⽤�（12歲�上）  $120
費⽤�（3歲⾄12歲）$80
費⽤�（3歲�下）    $20
�點�������� — �����
對��「⼼�放」家庭

�額�55⼈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費⽤已包括場��場券�⼯作坊費⽤�

午��來回旅�巴交�費�

���輕便服裝��動鞋

參加者�⾃��⽔�防蚊���⽤具

�活動不可使⽤開⼼券

�容�

�天了�天了�跟我們�⼀個�⽇「��

玩��」的���末吧�參加��⼀天��

⼀��驗各式DIY⼯作坊�影相打卡位�其
�戶���設���彩活動��額�限�先

到先得�

 
�註�

1.

2.
3.
4.

����村服�中⼼ 社會福利部 
社�⼯作部

11/09/202211/09/2022SUNSUN



「愛‧影‧蹤」定向及「愛‧影‧蹤」定向及
迷你兵團迷你兵團 Minion 2電影欣賞活動 Minion 2電影欣賞活動

愛華愛心行愛華愛心行
2 0 2 22 0 2 2

17/07/2022 (SUN)17/07/2022 (SUN)
10:00 A.M - 12:00 P.M10:00 A.M - 12:00 P.M

如有任何查詢或有意報名，
請致電2558 0708聯絡我們

籌款目的

中心非津助社會服務經費；

兒童發展基金「展翅高飛」計劃配對基金 及
中心本部維修保養經費

設有精美獎品!!設有精美獎品!!

參加者�先⾃⾏�⾏�⼦定

向�於當⽇⼀同�賞�影

參加以上活動需同時參與步行籌款活動，每位參加者「起步費」為$50

�合�����: 

�容:

�灣Cinema City�院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主辦　

��使⽤疫��⾏證 *

https://hkmovie6.com/movie/837720ab-6e64-49b0-afe6-2d3615a46a99


⽇期�08/09/2022（四）
�間�晚上7:30⾄9:00
費⽤�$20/家
�點��東服��

對��「⼼�放」家庭（每家��3⼈）
�額�4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中��⾄��家⼈⼀��擇喜�的⼝味製作

冰⽪⽉��⼀同�受�⽇���

⽇期�09/09/2022（五）
�間�晚上7:30⾄10:00
費⽤�免費

�點���服�� 
對��「⼼�放」家庭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年中��去哪裏賞⽉�不�⼀�來中⼼參

�我們的中�晚會�當晚除了可�同我們⼀

�����整������不同的攤位��

�⼯作坊參��更�⼀個⼩市��家庭照拍

�活動��⽬豐富���⼤家�我們⼀�渡

��豐富�開⼼的晚上�

⽇期�17/09/2022（六）
�間�下午5:00⾄9:00
費⽤�$40/⼈
�點���服���紅�碼頭

對��「⼼�放」家庭

�額�15⼈
負責�註冊社⼯ — 朱⽂���
           福利助理 — ⾼榕禧��  �活動不可使⽤開⼼券

費⽤已包括�⾶�便�

�⾃��⽔���⽤品

�容﹕

����「⽔上的⼠」��經中環�天輪�

尖沙咀海濱⻑廊�西九⽂�����景點�

參加者可欣賞維港兩岸的夜景��享受�家

⼈共�天輪的�光�

�註﹕

1.
2.
3.

        和你看�� (0002-0123/22)
⽇期�04/07⾄11/07/2022（共2���⼀）
�間�上午10:00⾄正午12:30
費⽤�免費

�點���服��

對��「⼼�放」��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活動�家⻑⼀同�賞兩套�影�並�不同�享

和討論�讓家⻑放�之��亦可�為⽣活�來

��發�

家長活動家長活動

⽇期

04/07
11/07

�同凡響

��的神奇⼩⼦

�影

         �⼦⽔上的⼠� (0002-0113/22)

        �融��灣之中�晚會 (0002-0141/22)

        ⼩�冰⽪⽉�製作 (0002-0125/22)



⽇期�05/07⾄26/07/2022（共4���⼆）
�間�上午11:30⾄下午12:30
費⽤�$40/⼈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容�

�師已��「JLPT⽇本語�⼒試驗」
N5�證基準�設計課����⽇⽂⽂
法初�知識�建⽴同學對⽇語詞彙�

語⾔⽂�的基本了��

       ⽪⾰�驗初� (0002-0124/22)
⽇期�07/07⾄28/07/2022（共4���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80/⼈
�點���服��

對��「⼼�放」��

�額�6⼈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製作⽪⾰⼯�品�除了學��技

���更可�享受�刻的專注�讓⾃

⼰從�惱中短暫抽��

⽇期�08/07⾄29/07/2022（共4���五）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免費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讚��的設計是結合��的�蹈�呼

�吐�各式健��動�使��的��

舒展����蹈��歌�信仰�享�

讓⾃⼰享受�刻的�����⾃⼰�

港島�初⾏Ⅰ

⽇期�23/072022（六）
�點���

港島�初⾏Ⅱ

⽇期�24/07/2022（⽇）
�點�⼤潭⽔塘

�間�上午10:00⾄下午2:00
費⽤�免費

對��「⼼�放」爸爸

�額�6⼈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輕便服裝��動鞋

�⾃��⽤⽔

參加者可只參加其中⼀�

�容�

�合對⾏⼭�興�的爸爸們�組成⼼

�放的⼭�爸爸群組�閒�⼀�到郊

��⼀��抖抖���下�景��受

下⼤⾃��

�註�

1.
2.
3.

學做⼭�爸���港島�初⾏Ⅰ(0002-0132/22)＆Ⅱ(0002-0130/22)

       ��⽇語初��驗課� (0002-0108/22)

       跳動�放� ‧ 讚�� (�定)



⽇期�29/07/2022（五）
�間�晚上7:00⾄8:30
費⽤�$10/⼈
�點��東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活動由頌�療�師協助�⾏�

�容�

頌�是⼀種發出療��⾳的�器�亦是⼀

種�⾳治療��頌�的�⾳和�動使��

��放�的狀��平衡�⼼健�和���

�註�

1.

⽇期�06/09⾄27/09/2022（共4���⼆）
�間�上午10:30⾄下午12:30
費⽤�$500/⼈（�完成整個課�����回
費⽤��成學費）

�點���服��

對��「⼼�放」家⻑

�額�8⼈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榕禧�� 參加者�經⾯試��

�合�意投��點製作⾏�者

�容�

你��久沒�吃���﹑�仔��我們�

�了⼀群來⾃社會企�「�點�光」的⾦

�����在課堂上�授�何製作�⼈懷

�的傳��點�讓參加者學�相關技巧�

�註�

1.
2.

         義⼯��� (0002-0136/22)

⽇期�07/09⾄28/09/2022（共4���三）
�間�上午9:00⾄正午12:00
費⽤�$40/⼈
�點��東服��

對��「⼼�放」家⻑

�額�7⼈
負責�註冊社⼯ — 朱⽂���

參加者必須出席義�服�

�容�

活動��到專��型師�授⼤家基礎的�

�技巧�讓⼤家學��技�的同��⽇�

亦可�成義⼯�為���⼈⼠提供理�服

��

�註﹕

1.

⽇期�08/09⾄29/09/2022（共4���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免費

�點���服��

對��「⼼�放」家⻑（居住於環�邨）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所�「��不���」�居就是我們的�

幫⼿�是�活動希��合環�邨的街坊�

����和活動��結彼��發揮�⾥間

的強⼤�絡�

        環�街坊⼤�盟 (0002-0110/22)

        頌�⼼�療��驗⼯作坊 (0002-0117/22)

        中式�點�室 (0002-0150/22)



\

⽇期�16/08/2022（⼆）
�間�上午10:00⾄下午1:00
       （上午10:00為於��服��之�合�間）
費⽤�$10/⼈
�點��港拯救�狗協會

對��「⼼�放」家庭（參加者須年�9歲）
�額�10⼈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榕禧�� 費⽤已包括⾞費

�活動不可使⽤開⼼券

�容�

活動�「�港拯救�狗協會」合辦�讓

參加者可�驗當⼀天的⼩動物照�員�

打理⼩動物的�居���居住環境��

培�⼩朋友對動物的責�⼼�

�註﹕

1.
2.

⽇期�18/08⾄25/08/2022（共2���四）
�間�下午3:00⾄5:00
�點��東服��

對��「⼼�放」家庭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活動�居住在劏�單位⻑者作�對��

����互動和�訪�了�劏�者於⽇

常中不同的��和困難�

⽇期�09/09/2022（五）
�間�晚上

�點���服��

對��「⼼�放」家⻑

�額�5⼈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中�����服���會�⾏中�

�晚會�當晚設�攤位����驗⼯作

坊��誠�義⼯協助������驗⼯

作坊��理場�秩序���參加者⼀同

�度中��

       �融��灣之中�晚會義⼯服� (0002-0127/22)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放」計劃⿎�⼤家⾛�社���續�參�不同種�的義⼯服���義⼯服�

除了可�結社��發揮互助互��神��更可�發掘和發揮個⼈���為⿎�⼤家

積�參�義⼯服��我們會�計每位義⼯由2021年4⽉⾄2022年2⽉的義⼯���其
義⼯��可於�⼼物品�享⽇中��額�禮品�

本計劃除下�已��的義⼯服���更��即�或臨�的義⼯服���欲收到相關�

訊���我們的�話加�⼿�的�話����確��收到�訊� (��﹕5627 5207｜
�東﹕5128 7609)

        �浪��舍義⼯�驗服� (0002-0134/22)

        劏�⻑者�訪義⼯服� (0002-0133/22)



⽇期�05/08⾄26/08/2022（共4���五）
�間�下午3:00⾄4:30
費⽤�$60/⼈
�點���服��

對��「⼼�放」⼩四⾄中三學⽣

�額�6⼈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製作⽪⾰⼯�品�除了學��技�

��更可�享受�刻的專注�讓⾃⼰從�

惱中短暫抽��

舒�活絡�

      揼揼��⽪⾰�驗� (0002-0118/22)

星期⼆�

⽇期�02/08⾄27/09/2022（共9�）
�間�上午10:30⾄11:30
費⽤�$630/⼈
�點���服��

對��社�⼈⼠

�額�8⼈（�⽣�先報�）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星期三�

⽇期�03/08⾄28/09/2022（共9�）
�間��⼀�｜下午7:10⾄8:10
�間��⼆�｜下午8:15⾄9:15
費⽤�$720/⼈
�點���服��

對��社�⼈⼠

�額�8⼈（�⽣�先報�）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非公益金項目非公益金項目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即���上⼆維碼�
��WhatsApp�詢活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