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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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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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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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
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
提出意見。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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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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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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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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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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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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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對以上服務標準及政策有任何意見歡迎聯絡我們。  

人事變動：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計劃社工黃紫珊於 3 月離任 

．中心社工劉珮慇於 4 月轉任『腦』練棋兵創薪計劃社工 

．麥曉婷於 4 月到任『腦』練棋兵創薪計劃項目主任 

．中心文員葉永愉於 4 月轉任第六點-港島區網上青年支援隊 

．陳麗平於 5 月到任青年及社區分隊隊長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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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為讓活動名額有效地平均分配，於公開報名日當

天，每個家庭只可以為其直屬家庭成員報名(即家

庭會員證內的成員)，不能代其他親友報名，敬請

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4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5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日期 時間 地點 

面試日 12/6(六)、13/6(日)、18/6(五)及 19/6 (六) 報名後個別通知 柴灣中心 

迎新日 10/7  (六) 2:00 p.m. - 6:00 p.m. 柴灣中心及柴灣區 

義工訓練工作坊 17/7 (六) 2:00 p.m. - 6:00 p.m. 灣仔聖雅各福群會服務大樓 

O Night 迎新夜營 

24/7 (六) 至 25/7 (日) 

31/7 (六) 至 1/8 (日) 

7/8 (六) 至 8/8 (日) 

*活動將分為 3 組，參加者只需參與其中一組 

2:00 p.m. - 翌日 2:00 p.m. 長洲救世軍白普理營 

Demo Service 義工體驗日 

24/7 (六) 31/7 (六)  

7/8 (六) 

*活動將分為 3 組，參加者只需參與其中一組 

2:00 p.m. - 6:00 p.m. 柴灣中心及其他服務單位 

義工服務日 14/8(六)、21/8(六)及 28/8 (六) 9:00 a.m. - 5:00 p.m.  柴灣中心及其他服務單位 

嘉許禮 4/9 (六) 2:00 p.m. - 9:00 p.m.  待定 

對象： 升中四至 24 歲青少年 

費用： $200 

內容： 

由零開始去籌有一次義工服務，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參加者學到不同做義工技巧，亦可以培養大家既默契同關係。青浪

社現在有約 30 位成員，來自全港不同院校，透過做義工既同時，又可以認識到一大班朋友，彼此學習及交流。想做義

工又好鍾意玩既你快 D 黎參加啦 

名額： 21 名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營費及訓練費用 

 2) 參加者需經過面試日甄選 

  3) 請填妥 QR  code Google Form 報名表格 

 4)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負責職員： 馬子健 (Roz Sir) 



  

6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作為繁忙家長，有沒有為子女的功課和成長感到憂心和徬徨？ 

中心課餘託管班希望為在職或未能在課餘時間照顧子女之家庭提供託管服務及功課輔導，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令兒童得到均衡
的身心發展。    

暑
期
託
管
服
務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CWA01212K 

暑期全日託

2021 (A 組) 

12/7-23/7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9:00am-6:00pm 

柴灣中心 

(每星期最少有一項戶外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兒童發展不同的技能，學習

尊重、溝通和合作，為沉悶的暑假添上活力和姿

彩，內容包括：成長小組、興趣班、運動訓練、戶

外活動和功課輔導。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午膳、車費、功課輔導及活動費

用。 

2) 有意者請到中心索取暑期全日託報名表格，填

妥後連同兒童之相片、出生證明、在學證明等文件

交回中心。待職員安排面試，經接納後方繳交費

用。  

3) 申請學費減免者需同時提交以下文件： 

(a) 父母／ 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副本； 

(b)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證明文件／綜援證明文件／

過去 3 個月家庭收入證明（所有同住的家庭成員之

薪酬、津貼、佣金、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

贍養費等均須申報） 

4) 課餘託管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包添隆 

(包 Sir) 

 

文詩慧 

(Sally Miss) 

 

余淑敏 

(Irene Miss)   

升小一至升中一 

16 名 

$1800(標準收費) 

$1350(綜援家庭) 

$1350/$1100(低收入

家庭，費用以家庭每

月入息而定) 

(每組收費) 

CWA02212K 

暑期全日託

2021 (B 組) 

26/7-6/8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9:00am-6:00pm 

柴灣中心 

(每星期最少有一項戶外活動) 

CWA03212K 

暑期全日託

2021 (C 組) 

9/8-20/8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9:00am-6:00pm 

柴灣中心 

(每星期最少有一項戶外活動) 



  

7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暑
期
託
管
服
務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CWA04212K 

暑期半日託

2021 (A 組) 

12/7-23/7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3:30pm-6:00pm 

柴灣副中心 
升小一至升中一 

16 名 

$540(標準收費)、

$300(綜援家庭)、

$300/$270(低收入家

庭，費用以家庭每月

入息而定) 

(每組收費)  

提供功課輔導、強化課業練習以加強學生學業水

平。 

備註： 

1) 有意者請到中心索取暑期半日託報名表格，填

妥後連同兒童之相片、出生證明、在學證明等文件

交回中心。待職員安排面試，經接納後方繳交費

用。  

2) 申請學費減免者需同時提交以下文件： 

(a) 父母／ 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副本； 

(b)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證明文件／綜援證明文件／

過去 3 個月家庭收入證明（所有同住的家庭成員之

薪酬、津貼、佣金、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

贍養費等均須申報） 

3) 課餘託管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包添隆 

(包 Sir) 

 

文詩慧 

(Sally Miss) 

余淑敏 

(Irene Miss)   

CWA05212K 

暑期半日託

2021 (B 組) 

26/7-6/8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3:30pm-6:00pm 

柴灣副中心 

CWA06212K 

暑期半日託

2021 (C 組) 

9/8-20/8  

(星期一至五，共 10日) 

3:30pm-6:00pm 

柴灣副中心 

空
間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YCW01212K 

創意手作坊  

28/7、4/8、11/8、18/8 

(逢星期三，共 4節) 

2:30pm-3:30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8 名  

每名：$40 

透過用簡單的素材製作有趣好玩的小玩意，發揮小

朋友的創意想像！ 

余淑敏 

(Irene Miss)   



  

8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幼兒及兒童活動 

空
間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02212K 

優苗繪畫藝術

(A1 班) 

10/7、17/7、24/7、31/7 

(逢星期六，共 4堂)  

10:15am-11:15am  

升 K1至升小一  

6 名  

每名：$250 

學習繪畫技巧，以培養兒童的創作力及

表達力。 

  

備註： 

1) 此課程由外聘經驗導師教授  

2) 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YCW03212K 

優苗繪畫藝術

(A2 班) 

10/7、17/7、24/7、31/7 

(逢星期六，共 4堂)  

11:30am-12:30pm  

升小二至升中一  

6 名  

每名：$250 

YCW04212K 

優苗繪畫藝術

(A3 班) 

10/7、17/7、24/7、31/7 

(逢星期六，共 4堂)  

12:45pm-1:45pm  

升小二至升中一  

6 名  

每名：$250 

YCW05212K 

優苗繪畫藝術

(B1 班) 

7/8、14/8、21/8、28/8 

(逢星期六，共 4堂)  

10:15am-11:15am  

升 K1至升小一  

6 名  

每名：$250 

YCW06212K 

優苗繪畫藝術

(B2 班) 

7/8、14/8、21/8、28/8 

(逢星期六，共 4堂)  

11:30am-12:30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中一  

6 名  

每名：$250 

YCW07212K 

優苗繪畫藝術

(B3 班) 

7/8、14/8、21/8、28/8 

(逢星期六，共 4堂)  

12:45pm-1:45pm 

升小二至升中一  

6 名  

每名：$250 



  

9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肢
體
動
覺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08212K 

躲避盤運動體驗 

10/7、17/7、24/7、31/7 

(逢星期六，共 4堂) 

2:00pm-3:15pm 

柴灣區戶外籃球場 

升小五至升中一 

10 名 

每名：$40 

躲避盤是將閃避球以軟飛盤取代的運動，既安全又容

易上手。透過運動提昇兒童的社交能力、團隊合作、

互相鼓勵的正面態度。 

文詩慧 

(Sally Miss) 

 

社工 

YCW09212K 

夏日破風小騎士

2021 

中心活動日： 20/7(星期二) 

5:30pm-6:3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6/7 (星期一) 

10:00am-7:00pm 

柴灣中心、火炭至大埔 

升小五至升中一 

（懂踩單車） 

6 名 

每名：$50 

暑假當然要放電出一身汗！今次兒童單車活動會去舒適的

郊外，感受大自然的微風！最重要係透過單車活動，可以

挑戰自己，鍛鍊出小朋友堅毅不放棄的精神！勇敢去試。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租借單車及午膳費用 

3)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 

4) 必須能持續踩兩輪單車最少 30分鐘或以上 

5) 必須完成中心基本單車測試才能出席活動日 

6) 本活動不是學習單車活動 

7) 本活動已獲「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資助，故青

萌優惠不適用。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YCW10212K 

東奧小精英 2021 

22/7、29/7、5/8、12/8 

(逢星期四，共 4堂) 

2:00pm-3:1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8 名 

每名：$40 

透過 Switch 進行運動遊戲，讓參加者學習不同的奧運

項目，從中認識奧林匹克精神，培養堅毅、勝不驕，

敗不餒精神。  

包添隆 

(包 Sir)  YCW11212K 

東奧運動會 2021 

20/7、27/7、3/8、10/8、17/8 

(逢星期二，共 5 堂) 

3:30pm- 4:4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五至升中一 

8 名 

每名：$50 



  

10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肢
體
動
覺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12212K 

少年獨木舟星章

之旅 

(海星章及海馬

章) 

中心活動日： 21/7（星期三） 

3:00pm-4: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8及 9/8 (星期一)  

8:30am-5:45pm 

西貢 

8 至 11 歲兒童 

12 名 

每名：$200 

夏日炎炎做咩好？緊係玩獨木舟啦！玩水之餘仲可以

考埋少年海星、海馬章！今個暑假快啲嚟挑戰下自

己！ 

獨木舟海星章訓練： 

專為初學者而設，包括認識及正確使用個人裝備、雙

人或多人搬運艇隻、學習近岸上落艇、前槳及後槳划

行、轉向、停船等技術。 

獨木舟海馬章訓練：(必須已完成海星章評核) 

學習基本技術後，參加者將重溫前槳、後槳及停船技

巧、學習哨子訊號、掃槳及翻艇後處理等技術。 

備註： 

1) 參加者需在不藉助任何游泳輔助器材能游 50 米 

2) 參加者必須出席中心活動日方能參與外出活動日 

3)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 

4) 參加者需自備午膳 

5) 活動後可自費申請證書，證書費用$30/星章 

包添隆  

(包 Sir) 

 

周若嵐 

(Mavis Miss) 

 

外聘教練 

語
文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YCW13212K 

小小故事家 

27/7、3/8、10/8、17/8 

(逢星期二，共 4堂) 

1:00pm-2:00pm 

升小二至升小四 

8 名 

每名：$40 

每一個故事主角都會有唔同經歷，一齊進入故事世

界學習一下故事主角遇到唔同情況時帶比我哋既知

識啦！ 

余淑敏 

(Irene Miss) 

YCW14212K 

英語小趣事 

14/7、21/7、28/7、 4/8、11/8、18/8 

(逢星期三，共 6節)  

12:15pm-13:1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6 名 

每名：$60 

一同閱讀有趣的英語小故事及進行小遊戲，提升學

習英語的信心。 

包添隆 

(包 Sir) 

余淑敏  

(Irene Miss) 



  

11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人
際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15212K 

桌遊挑戰站 (初小) 

22/7、29/7、5/8、12/8 

(逢星期四，共 4 堂) 

3:30pm- 4:4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8 名 

每名：$40 

進行桌遊的過程中，參加者無形中可以學習如何

與他人相處及溝通，仲可以訓練參加者的專注力

同埋思維，一舉兩得！ 

包添隆 

(包 Sir) 

YCW16212K 

桌遊燒腦站 (高小) 

22/7、29/7、5/8、12/8 

(逢星期四，共 4 堂) 

2:00pm- 3:1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五至中一 

8 名  

每名：$40 

有好多策略及邏輯型遊戲等緊你！同你一齊玩高

階桌上遊戲，鍛練你的邏輯思維及推理能力！ 

社工 

YCW17212K 

UNO 品格皇 

27/7、3/8、10/8、17/8 

(逢星期二，共 4堂) 

2:15pm-3:1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8 名 

每名：$ 40 

「UNO」鬥智又鬥力，緊張又刺激，過程仲好考

大家既耐性、反應同品格，點樣玩 UNO 玩得叻又

有品。被人 Draw牌，面對逆境，又可以做到互

相尊重，一齊嚟從玩中學！ 

包添隆  

(包 Sir) 

 

余淑敏  

(Irene Miss) 

YCW18212K 

齊來「狼人殺」 

29/7、5/8、12/8 

(逢星期四，共 3節) 

5:00pm-6:00pm  

柴灣中心 

升小五至升中一 

10 名 

每名：$ 30 

「狼人殺」講求分析同觀察，自問能力唔差既你

就快 D 嚟同我地一齊玩啦。 

余淑敏  

(Irene Miss) 



  

12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內
省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YCW19212K 

小小廚師─夏日篇 

(A) 

28/7、4/8、11/8、18/8 

(逢星期三，共 4節) 

1:30pm-3:30pm 

柴灣中心 

升小四至升中一 

8 名 

每名：$80 
一齊開開心心整下嘢食，從中認識下食物既營

養，再發掘下大家既優點，做個至「營」至

「優」既小小廚師啦。                                         

備註： 

1) 支持環保，請自備食物盒盛載製成品。   

包添隆  

(包 Sir) 

 

梁嫡媛 

(Dik Dik 

Miss) 

YCW20212K 

小小廚師─夏日篇 

(B) 

28/7、4/8、11/8、18/8 

(逢星期三，共 4節) 

3:45pm-5:45pm 

柴灣中心 

升一至升小三 

8 名 

每名：$80 

YCW21212K 

電影同學會 

9/9、16/9、23/9 

(逢星期四，共 3節)  

3:30pm-5:00pm  

柴灣中心 

升小一至升小六  

10 名  

免費 

透過電影故事了解主角個人特質，既可擴闊小朋

友的視野亦可以學習電影主角的正面特質。 

余淑敏  

(Irene Miss) 

YCW22212K 

拆彈專家 

20/7、27/7、3/8、10/8、17/8 

(逢星期二，共 5堂) 

2:00pm-3:15pm 

柴灣中心 

升小四至升中一 

8 名 

每名：$50 

自己一個諗唔明？以不同刺激又有趣的策略型合

作遊戲，考驗你們的耐性和智慧，快啲黎與其他

隊友一起拆解各個難題。 

社工 

YCW23212K 

腦力大激戰 

21/7、28/7、4/8、11/8、18/8 

(逢星期三，共 5堂) 

3:45pm-4:45pm 

柴灣中心 

升小四至小六 

8 名 

每名：$50 

挑戰你的腦力！左腦控制邏輯思維、文字、數

字；右腦負責想像、視覺，今次有機會訓練你的

腦筋和記憶力，大家都可以變神童！ 

社工 



  

13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內
省
智
能
發
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24212K 

「童心」義工服務 

中心預備日： 

22/7、29/7、5/8、12/8 

(逢星期四，共 4堂) 

3:30pm-4:30pm 

柴灣中心 

 

外出服務日： 

19/8 (星期四) 

2:30pm-5:00pm 

待定 

升小五至升中二 

6 名 

每名：$30 

透過義工訓練，學習如何策劃活動及提升帶領技巧。

亦於服務社區有需要人士的同時，培養服侍的心態及

體驗義工帶來的滿足。 

文詩慧 

 (Sally Miss) 

 

社工 

 

拓
闊
視
野
與
技
能
系
列 

YCW25212K 

兒童夏日水の歷險 

(初小) 

21/8 (星期六) 

1:30pm-3:30pm 

柴灣中心 

升小二至升小四 

10 名 

每名：$20 

夏日炎炎最適合進行水の歷險，消消暑，降降溫。唔

好以為係就咁玩水，過程中會有好多同水相關既難題

等你挑戰，完成挑戰可以獲得多啲既水資源，最後同

其他好友一齊一決高下！ 

 

備註： 

1) 活動會使參加者全身濕透，請穿著深色衣物。 

2) 為保安全，參加者必須穿著密封包踭包趾鞋進行

活動，拖鞋恕不接受。 

3) 活動當日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活動將取消。 

4) 參加者請帶備飲用水，毛巾及後備替換衣物以便

於活動後更換。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YCW26212K 

兒童夏日水の歷險 

(高小) 

21/8 (星期六) 

3:45pm-5:45pm 

柴灣中心 

升小五至升中一 

10 名 

每名：$20 



  

14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拓
闊
視
野
與
技
能
系
列 

YCW27212K 

親親大自然之 

生態導賞團 

中心活動日： 

17/8 (星期二) 

7:30pm-8:3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3/8 (星期一) （待定） 

12:30pm-6:00pm 

柴灣中心、賽馬會氣候變化博

物館 

升小一至升中一 

8 名 

每名：$30 

放暑假一起去新界導賞！今次我們會去參觀賽馬會

氣候變化博物館，透過互動小遊戲認識氣候變化，

仲會去欣賞大學校園裡面的未圓湖，認識不同的樹

木和植物的特性。 

 

備註： 

1) 請自備車資及膳食費用。 

余淑敏 

(Irene Miss) 

 

社工 

YCW28212K 

夏日反斗 Minion 茶

點班 

17/7、24/7、31/7、7/8 

(星期六，共 4 堂) 

3:30pm-5:00pm 

柴灣中心 

升小一至升小六 

8 名 

每名：＄60 

同大家一齊學習親自整美味的茶點，一齊享受係炎

炎夏日中，共渡輕鬆愉快的下午。 

備註： 

1) 支持環保，請自備食物盒。 

社工 

YCW29212K 

親親綠。中環 

23/7 (星期五) 

9:00am-1:00pm 

柴灣中心、香港動植物公園、

香港公園 

升小二至升中一 

4 名 

每名：$50 

中環是香港的商業中心，高樓大廈林立，附近亦有

香港動植物公園和香港公園。小朋友可以遊覽石屎

森林中的公園，認識香港，欣賞動植物。 

備註： 

1) 此活動為暑期全日託(A組)課程，全日託(A組)

的學生不用額外報名。 

2)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 

3)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飲用水。 

4)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余淑敏 

(Irene Miss)   



15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親子家庭活動 

 

拓
闊
視
野
與
技
能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30212K 

馬灣挪亞方舟

遊 

30/7 (星期五) 

9:00am-6:00pm 

柴灣中心、香港挪

亞方舟 

升小二至升中一 

低收入家庭兒童 

5 名 

每名：$50 

透過參與學習式活動，讓兒童親身探索和體驗，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備註： 

1) 此活動為暑期全日託(B組)課程，全日託(B組)的學生不用額外報名。 

2) 只接受全津/半津/綜援家庭兒童參加，報名時請出示有效證明文件。 

3)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午膳及門票。 

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飲用水。 

5)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余淑敏 

(Irene Miss)   

YCW31212K 

中心宿一宵 

生活自理營 

中心活動日： 

19/8 (星期四) 

5:30pm-6:30pm 

柴灣中心 

 

宿營活動日： 

25/8-26/8  

(星期三至四) 

3:00pm-翌日 2:00pm 

柴灣中心 

升小四至升小六 

8 名 

每名: $ 100 

一齊係中心宿營訓一晚，學習自理梳洗、煮飯、打掃，平時唔駛做

既，今次一齊學一齊做，齊齊升級成為生活達人。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中心活動日。 

2) 活動已包括晚餐、翌日早餐及午餐。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YCW66212K 

「一擊即中」 

目標訂立小組 

小組活動日： 

3/8、10/8 (星期二) 

5:00pm-6:00pm 

柴灣中心 

 

射擊活動日 

16/8 (星期一) 

9:00am-6:00pm 

S.W.S.射擊工作室 

升小四至升中一 

16 名 

每名：$100 

「目標清晰，無懈可擊」，一齊學下用 S.M.A.R.T.原則訂目標。

一隊人訂好目標一齊出動進行室內射擊活動。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小組活動日。 

2) 活動已包括午餐、來回旅遊車、教練及器材費用。 

3) 此活動正申請外界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16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拓
闊
視
野
與
技
能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32212K 

中環海濱之旅 

6/8 (星期五) 

9:00am-1:00pm 

柴灣中心、香港海事博物

館、香港摩天輪 

升小二至升中一 

4 名 

每名：$50 

遊覽海事博物館，一起探索海事文化，並乘坐中環海濱的摩

天輪，從 60米的高度觀賞港島區和尖沙咀的迷人景色。 

備註： 

1) 此活動為暑期全日託(B組)課程，全日託(B組)的學生不

用額外報名。 

2)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及門票。 

3)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飲用水。 

4)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余淑敏 

(Irene Miss)   

YCW33212K 

暑期大「集」

「合」日營 

13/8 (星期五) 

9:00am-6:00pm 

柴灣中心、烏溪沙青年新村 

升小二至升中一 

16 名 

每名：$70 

透過不同種類的集體遊戲或任務，考驗兒童的合作與溝通。 

備註： 

1) 此活動為暑期全日託(C組)課程，全日託(C組)的學生不

用額外報名。 

2)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午膳及門

票。 

3)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飲用水。 

4)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社工 

YCW34212K 

山頂 428體驗 

20/8 (星期五) 

9:00am-3:00pm 

柴灣中心、山頂凌霄閣 

升小二至升中一 

4 名 

每名：$50 

乘搭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山頂纜車登上太平山頂，到香

港最高 360度觀景台凌霄閣摩天台 428，欣賞維港風景，體

驗難忘的旅程。 

備註： 

1) 此活動為暑期全日託(C組)課程，全日託(C組)的學生不

用額外報名。 

2)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 

3) 參加者需自備午餐費用。 

4)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飲用水。 

5)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文詩慧 

(Sally Miss) 

 

社工 



17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親子家庭活動 

親
子
家
庭
活
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35212F 

大埔嘉道理農場

環保之旅 

8/8 (星期日) 

9:00am - 5:30pm 

柴灣中心、嘉道理農

場、大埔海濱公園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26 名 

每名：$100 

親子一起同遊嘉道理農場及大埔海濱公園，與大自然接觸，

學習環保概念，提升環保意識，並享受優質親子時間，促進

彼此關係。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午膳，農場門票，活動費用及旅遊巴接送。 

2)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 

3) 活動獲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YCW36212F 

青萌家友站  

親子桌遊之夜 

23/7、30/7、6/8、

13/8、20/8 

(星期五，共 5 節) 

8:00pm-9:15pm 

柴灣中心 

6-9 歲兒童及其家長 

12 名 

每名：$20 

一家人一齊開開心玩桌遊，一齊經歷五個 Happy Friday。 包添隆  

(包 sir) 

 

社工 

YCW37212F 

聖雅各親子遊戲

皇 

14/8 (星期六) 

2:00pm-5:00pm 

柴灣中心 

育有 6-12歲兒童之家

庭 

18 人 

每人：$20 

一家人一起勇闖一系列有趣好玩的親子競技遊戲，增加家庭

內的正面溝通和經歷，成功過關可獲得特定分數，分數愈

高，獎品愈豐富。一家人一起來挑戰吧！ 

包添隆  

(包 sir) 

余淑敏 

(Irene Miss) 

社工 

YCW38212F 

親子冰皮月餅製

作班 

18/9 (星期六) 

2:00-5:00pm 

柴灣中心 

6-14歲兒童及其家長 

12 名 

每名：$40 

同賀中秋，自家製冰皮月餅與家人開心過中秋。 

 

備註： 

1) 支持環保，請自備食物盒。 

社工 



18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行
山 / 

歷
奇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39212Y 

陪你去看「英

仙座」流星雨 

中心活動日： 

3/8 (星期二) 

2:30pm-3:30pm  

地點：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12/8（星期四）及 13/8（星

期五） 

10:00pm-翌日 8:00am  

地點：清水灣郊野公園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20 

唔洗咁辛苦行幾個鐘上山，輕輕鬆鬆去郊野公園，一

齊吹下水，望住大海睇流星雨，就係咁 chill 炸嘛！ 

2021年睇流星最好既時段就係 12號既凌晨啦！仲唔

快啲黎報名？ 

 

備註： 

1) 請自備車費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周若嵐 

(Mavis Miss) 

 

勞樂心 

(Lo Miss) 

YCW40212Y 

「遠離繁囂」

高空繩網挑戰

日 

中心活動日： 

13/7 (星期二) 

5:00pm-6: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0/7 (星期二)  

12:00pm-10:00pm    

長洲營地 

中一至中六學生 

17 名 

每名：$80 

如果你都想挑戰一下高空繩網陣，挑戰自己、考驗團

隊合作，仲想知自己上唔上到最高，咁就要快啲黎挑

戰啦！ 

 

備註： 

1) 請自備車費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3)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

不適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陳麗平 

(Rita Miss) 

 

朱曉嵐 

(嵐 Sir) 



19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行
山 / 

歷
奇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41212Y 

Yama people 打

卡團．西貢在我

腳下 

中心活動日： 

11/8 (星期三) 

5:00pm-6: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16/8（星期一）及 17/8

（星期二） 

10:00pm-翌日 9:00am  

馬鞍山至西貢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20 

大家有冇聽過彎曲山呢？佢獨特山徑既形狀成為香港十大靚

景之一，仲會俯瞰西貢巿，彷彿大地在你腳下咁，最後仲會

用靚靚日出黎結束行山之旅！最重要就係有影開女神、男神

相既周姑娘會教大家點樣擺 pose同影相角度，一次行山滿足

你三個願望！ 

 

備註： 

1) 部份路徑上落波幅較大 

2) 需自行預備 1.5L 或以上之飲用水 

3) 請自備車費 

4)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周若嵐 

(Mavis Miss) 

 

簡智鴻 

(簡 sir) 

YCW42212Y 

Yama people 打

卡團 ． hea遊

獅子山 

中心活動日： 

19/8 (星期四) 

3:00pm-4: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6/8（星期四） 

3:00pm-9:00pm  

獅子山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20 

屬於我地最美麗既風景，黃昏睇靚靚日落，到夜晚俯瞰萬家

燈火同維港一帶景色，睇住夜景 chill 住行，最重要就係有

影開女神、男神相既周姑娘教你點樣擺 pose同點擺啲影相角

度，你唔係唔黎打卡下話？ 

 

備註： 

1) 部份路徑上落波幅較大 

2) 需自行預備 1.5L 或以上之飲用水 

3) 請自備車費 

4)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周若嵐 

(Mavis Miss) 

 

陳麗平 

(Rita Miss) 

 

朱曉嵐 

(嵐 Sir) 



20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行
山 / 

歷
奇 

系
列   

YCW43212Y 

維港郊「游

游」 

中心活動日： 3/8(星期二) 

3:00pm-4: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10/8(星期二)  

12:00pm-6:00pm    

寶馬山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80 

試過望住維港游繩未？ chill住游繩、chill住挑戰，最後仲

會帶大家上埋紅香爐峰打個靚卡，大地在你腳下既景況即刻呈

現眼前！ 

備註： 

1) 請自備車費及午餐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3)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簡智鴻 

(簡 sir) 

 

外聘教練 

YCW44212Y 

那懼石牆攀不

上 

中心活動日： 19/8 (星期四) 

5:00pm-6: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4/8 (星期二)  

10:00am-4:00pm    

石澳 

中一至中六學生 

14 名 

每名：$80 

以為戶外攀石好難？咁就錯啦！今次帶大家去新手都攀到既地

方，有 180度無敵靚靚海景陪住大家，攀石之餘仲可以瘋狂打

卡，齊齊做個「山系 x 文青」既人 ! 

備註： 

1) 請自備車費及午餐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3)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簡智鴻 

(簡 sir) 

 

外聘教練 

運
動
系
列 

YCW49212Y 

絕地求生．真

人版食雞行動 

中心活動日： 2/7 (星期五) 

8:00pm-9: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8/7 (星期四)  

12:00pm-6:00pm    

九龍區 

中一至中六學生 

18 名 

每名：$70 

喺電話玩「食雞」就玩得多，真人版你又玩過未呢？同隊友遇

到危險會選擇逃亡定係勇敢作戰？而究竟你係神隊友定係豬隊

友呢？身處險境，唔知大家又抵唔抵抗得到呢？ 

今個暑假，一齊參與真人版食雞 War Game 大行動啦！ 

備註： 

1) 請自備車費 

2) 請帶備長袖衣物及長褲 

3)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4)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簡智鴻 

 (簡 Sir) 

 

周若嵐 

(Mavis Miss) 



21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運
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45212Y 

爆「肌」達人 -

健身訓練班 

7/7、9/7、 14/7、16/7、

21/7、23/7、28/7、30/7

（七月逢星期三及五，共八

節) 

2:00pm-3:30pm 

柴灣區健身中心/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100 

教練，最近肥左好多，想操 Fit d 呀... 

唔驚！柴灣聖雅各幫到你！ 

我地而家正式開辦聖雅各 GYM 房！同你一齊做體能做 GYM！ 

正所謂唔做體能點健康呀？人無事先做到世界冠軍架麻！即

刻報名啦！ 

備註： 

1) 如在中心範圍內舉行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

須穿戴口罩進行活動 

2) 活動適合沒有長期身體病疾病人士參加 

3)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簡智鴻 

(簡 Sir) 

 

外聘導師 

YCW46212Y 

「泰」神 -  

泰拳體能訓練班 

9/7、16/7、23/7、30/7、

4/8、11/8、18/8、25/8  

(星期三、五，共八節) 

4:00pm-5:30pm 

柴灣區泰拳館/本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400 

喺一秒間，你可以做到啲咩？ 

有人覺得一秒過得太快，咩都做唔到，亦都有人覺得一秒能

創出宇宙，而你，又覺得一秒可以做到啲咩呀？ 

一秒的確好似咩都做唔到，但對一個拳手嚟講，一秒可以改

變到好多野。如果你都想知道一秒入面可以做到啲咩，順便

學下基本泰拳拳擊技術，做下體能，過嚟一齊學嘢啦！ 

備註： 

1) 如在中心範圍內舉行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

須穿戴口罩進行活動 

2) 活動適合沒有長期身體病疾病人士參加 

3)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

用 

簡智鴻 

(簡 Sir) 

 

外聘導師 



22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運
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47212Y 

南生圍單車遊記  

中心活動日： 

13/8 (星期五) 

7:00pm-9: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0/8 (星期五)  

10:00am-6:00pm    

屯門至南生圍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40 

早排起左條新既單車徑，你地有冇去過呢？雖然屯門呢個地方

對大家都好似好遠咁，但係行遠啲就會發現香港好多地方都好

好玩！終點仲有個終極打卡聖地「南生圍」添！ 

咁究竟屯門係咪真係有牛架呢？ 

就要大家報名跟我地一邊踩住單車、一邊探索呢個地方啦！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懂踏兩輪單車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3) 費用已包括當日單車及頭盔租借費用 

4) 午膳費、交通費及其他器材費用自備 

5) 部份路線上落波幅較大 

6) 本活動已獲「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資助，故青萌優惠

不適用。 

簡智鴻 

 (簡 Sir) 

 

朱曉嵐 

(嵐 sir) 

YCW48212Y 

兩個轆．大美督 

中心活動日： 

29/7 (星期四) 

7:00pm-9: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5/8 (星期四)  

10:00am-6:00pm    

沙田至大埔大美督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40 

其實去遠啲，就會發現香港有好多地方都好靚，例如大美督，

今次我地會帶大家踩去沙田至大埔，沿路上望住吐露港、吹住

海風。 

終點仲有個終極打卡聖地「大美督主壩」，呢條打卡單車路

線，你唔係唔參加呀嘛？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懂踏兩輪單車 

2) 參加者必須參加中心活動日 

3) 費用已包括當日單車及頭盔租借費用 

4) 午膳費、交通費及其他器材費用自備 

5) 部份路線上落波幅較大 

6) 本活動已獲「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資助，故青萌優惠

不適用。 

簡智鴻 

 (簡 Sir) 

 

勞樂心 

(Lo Miss) 



23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運
動
系
列 

YCW50212Y 

一、二星獨木舟

訓練課程 

中心活動日： 

21/7（星期三） 

3:00pm-4:00pm 

柴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8及 9/8 (星期一)  

8:30am-5:45pm    

西貢 

中一至中六學生 

7 名 

每名：$100 

夏日炎炎做咩好？緊係玩獨木舟啦！玩水之餘仲可以考埋一

星、二星章！今個暑假快啲黎挑戰下自己！ 

獨木舟一星章訓練： 

專為初學者而設，包括哨子訊號的認識、個人裝備、集合成艇

排及翻艇後的適當處理方法等。 

獨木舟二星章訓練：(必須已通過一星章評核) 

學習簡單的技術後，你可繼續在平靜的水面進一步學習及應用

其他技術，天氣的影響、船尾舵轉向、艇排的靈活運用及 HI

型深水拯救法等。 

備註： 

1) 參加者需在不藉助任何游泳輔助器材能游 50米 

2) 參加者必須出席中心活動日方能參與外出活動日 

3) 費用已包括來回中心及活動場地之旅遊車 

4) 參加者需自備午膳 

5) 只適合低收入家庭、半額津貼或全額津貼之學生 

6) 活動後可自費申請證書，證書費用$30/星章 

周若嵐 

(Mavis Miss) 

 

包添隆  

(包 Sir) 

 

外聘教練 

藝
術
系
列 

YCW64212Y 

我的繪本．DIY 

Schedule book 

4/8、11/8、18/8、25/8 

(逢星期三，共四節) 

3:00pm-5: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40 

平時返學咁多野要記低 

出面啲 Schedule book 又唔岩心水... 

唔洗怕！黎中心整本屬於自己既 Schedule book 啦！ 

將自己心愛既圖畫畫上去，日日打開就見到啦！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陳麗平 

(Rita Miss) 



24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藝
術
系
列 

YCW51212Y 

自己機殼自己整．

奶油電話殼 

5/7、12/7  

(逢星期一，共兩節) 

4:00pm-6: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50 

好想有個獨一無二既電話殼？ 

好想自己整個電話殼送俾朋友？咁就岩啦！ 

一連兩堂大家可以 DIY一個奶油電話殼 

新手都可以整得靚靚，整完仲可以打卡添！ 

備註：  

1) 適合新手 

2)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YCW52212Y 

藝文青． 蠟燭工

作坊 

9/7、16/7、23/7 

(逢星期五，共三節) 

7:00pm-9: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12 名 

每名：$60 

有冇諗過蠟燭都可以整到好似星球、火山、甜品咁？整

完仲可以影相，唔洗驚食左落肚冇得打卡添！ 

呢個「零失敗」DIY工作坊，新手都適合整架，啱晒想試

下 DIY蠟燭既你！有三個製成品，點打卡都得啦！ 

備註：  

1) 對大豆蠟、精油並無敏感 

2)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陳麗平 

(Rita Miss) 

YCW53212Y 

揼揼揼．皮革工房 

15/7、22/7、29/7、5/8 

（逢星期四，共四節） 

3:00pm-6: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60 

出街用細袋好難將個長長既銀包擺埋入去？ 

又或者著校服，大大個銀包擺落袋好大舊？ 

唔洗煩惱，參加皮革工房就可以整到個細但實用既銀包

啦！ 

到時擺晒學生證、八達通、身份證、錢就話咁易！ 

唔洗怕手殘整唔到，只要你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啦！ 

備註：  

1) 適合新手 

2)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周若嵐 

(Mavis Miss) 

 

勞樂心 

(Lo Miss) 

 

朱曉嵐 

(嵐 Sir) 



25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藝
術
系
列 

YCW65212Y 

夏日．狂舞吧 

8/7、15/7、22/7、29/7、5/8、

12/8、19/8、26/8 

(逢星期四，共八節) 

7:00pm-9: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10 名 

每名：$150 

「流連城市 人來人往 為了理想起舞吧～」 

睇片覺得啲人跳舞跳得好好，好想學？咁就要過黎中

心一齊學跳舞啦！ 

喺八堂裡面，有專業導師指導大家，唔洗擔心跳得唔

好，韓團都要日夜苦練先有今日既成績，我地成

team 人一齊練既話，下一隊 blackpink 仲唔係你

地？ 

備註：  

1) 已包括導師費用 

2)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

惠不適用 

勞樂心 

(Lo Miss) 

 

周若嵐 

(Mavis 

Miss) 

義
工
系
列  

YCW63212Y 

「青連童樂」 

義工計劃 

計劃導向日： 

5/7 (星期一) 

5:00pm-7:00pm 

柴灣中心 

 

中心活動日： 

12/7、19/7、26/7 (逢星期一) 

5:00pm-7:00pm 

柴灣中心 

 

兒童義工服務： 20/7-27/8期間 

柴灣中心、活動相應地點 

 

總結及分享會： 30/8 (星期一) 

5:00pm-10:00pm 

柴灣中心 

15 至 24 歲青年 

50 名 

每名：$50 

悠長暑假想做啲有意義既事去幫下人，又想識下新

朋友，擴闊生活圈子，仲想挑戰下自己照顧小朋友

既能力？咁就要參加「青連同樂」義工計劃啦。 

兒童義工活動包括帶佢地出 Outing、同佢地一齊

整嘢食、玩桌上遊戲、一齊做下運動等等，真係動

靜皆宜架！希望係今個暑假可以有你做大哥哥大姐

姐去教小朋友啦 :)。 

 

備註： 

1) 有興趣者請填妥報名表格交回中心，待職員安

排面試，獲取錄後方繳交費用。 

包添隆 

(包 Sir) 

 

勞樂心 

(Lo Miss) 

 

簡智鴻 

(簡 sir) 



26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音
樂
系
列  

YCW54212Y 

真文青．結他班 

6/7、13/7、20/7、27/7 

(逢星期二，共四節) 

4:00pm-6: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70 

你係咪好鍾意聽音樂？  

想唔想做個真文青自彈自唱？  

機會黎啦飛雲！！！  

一連四堂結他班將會教你基本和弦同簡單結他技巧，等你可

以彈到不同歌曲！ 

仲可以同靚女 Miss一齊 Jam歌，係中心「唱 K」！鍾意音

樂既你，快 d報名啦！ 

勞樂心 

(Lo Miss) 

YCW55212Y 

全民造歌 

9/7、16/7、23/7、

30/7、4/8、11/8、

18/8、25/8  

(星期三、五，共八節) 

4:00pm-6: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免費 

睇完全民造星 3，係咪幻想自己都可以企上舞台大展歌喉？ 

係咪好想去 K房唱 K，盡情發揮你 ge 音樂天份？ 

有見及此，我地聖雅各為大家設立左全港獨一無二 ge K

房！ 

到時將會有現場樂隊即席為大家伴奏，等大家盡情唱返夠

本！ 

勞樂心 

(Lo Miss) 

電
競
系
列 

YCW56212Y 

電競王—團隊電

子競技比賽 

中心活動日:  

6/7、13/7、20/7、27/7 

(逢星期二，共四節) 

4:00pm-6:00pm 

柴灣中心 

 

中心比賽日:  

17/7、31/7  

(逢星期六，共二節) 

7:00pm-10: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20 

鐘意打機？電子競技？同一班 Friend 一齊打機特別開心，

但係有時佢地唔得閒？都知平時好難搵到一班人一齊玩架

啦，不過唔緊要，喺時候黎報名參加電競王啦！ 

 

我哋呢度有人會同你一齊玩傳說對決、王者榮耀，其他團隊

電子競技遊戲，仲有一個好靚仔嘅簡 sir同大家一齊吹水，

一齊玩電競！仲唔快啲報名？ 

 

備註   

1) 自備充電器 

2) 活動主要遊戲：王者榮耀及傳說對決 

簡智鴻 

(簡 sir) 



27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U

．m
ake

 

系
列 

YCW57212Y 

Beauty 化妝班 

6/8、13/8、20/8、27/8 

(逢星期五，共 4節) 

4:00pm-6:00pm 

柴灣中心 / 柴灣東貿廣

場 35樓Ａ室 

中一至中六學生 

10 名 

每名：$100 

係咪總係覺得眼線好難畫？係咪覺得支支化妝掃都好似，唔

知有咩分別？有無試過畫眉太粗變左蠟筆小新？ 

如果你有以上疑難，就一定要黎報名！星級導師將會以輕鬆

幽默 ge 手法，教你化一個人見人愛 ge妝！仲諗？快 d 報名

啦！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2) 如疫情不穩，活動有機會改為網上進行 

3) 本活動正申請「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故青萌優惠不適用 

勞樂心 

(Lo Miss) 

YCW58212Y 

「零失敗」甜品

班 

5/7、12/7、19/7、26/7 

(逢星期一，共 4節) 

2:00pm-4: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60 

係咪好想整甜品，但又煩惱屋企無地方，無焗爐？ 

係咪望住 Youtube 教學都唔知點整？ 

係時候過來中心參加甜品班，教你整超級簡單又輕鬆 ge 甜

品，包你可以成功打卡 Post上 IG，仲可以請你心愛 ge 人食

你親手整 ge甜品！快 D 報名啦！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用 

勞樂心 

(Lo Miss) 

宿
營
系
列 

YCW59212Y 

借宿一宵．和你

傾心事 

21/8及 22/8  

(星期六及日) 

6:00pm-翌日 2: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三學生 

10 名 

每名：$60 

疫情下好耐無去 Camp？係咪好掛住可以一大班 Friend 一齊夜

話 ge時間？即刻報名參加中心宿營！有齊中心 2 位靚仔靚女

社工同你盡訴戀愛心事，同你拆解男仔女仔點睇不同戀愛議

題！想識人？快 D過來中心參加 Camp啦！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膳食費。 

2) 在中心範圍內舉行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須穿

戴口罩進行活動 

勞樂心 

(Lo Miss) 

 

簡智鴻 

(簡 sir) 



28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宿
營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W60212Y 

借宿一宵． 

和你過暑假 

14/8及 15/8 (星期

六及日) 

6:00pm-翌日 2:00pm 

柴灣中心 

小六升中一學生 

名額: 10 

費用: $60 

小六升中一，係咪又期待，又怕受傷害，唔知道中學生活係點？不如就趁暑

假參加中心宿營，訓練自己照顧自己既能力，預備做個精明中學生！ 

備註: 

1)費用已包括膳食費。 

2)在中心範圍內舉行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須穿戴口罩進行活動 

勞樂心 

(Lo Miss) 

 

陳麗平 

(Rita Miss) 

YCW61212Y 

愈夜愈狼 - 狼

人殺實體活動 

16/7、30/7、

12/8、26/8 

(星期四、五，共四

節) 

8:00pm-10:0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20 

咁多位狼仔狼女你地好呀！疫情之下大家都好悶架啦，但係唔驚！ 

黎緊我地會有個狼人殺活動，會由好鐘意玩狼人嘅中心社工簡 sir一齊同大

家玩兼吹下水，啱曬喺屋企留留長唔知做咩好嘅你同妳！一齊入黎玩下狼人

殺啦！ 

好期待到時可以見到咁多位狼仔狼女 show操作！（悍跳預言家、歸票帶風

向、乜乜乜） 

備註： 

1) 必須有可運行 zoom 程式的電腦或電話作後備之用 

2) 對狼人殺活動有興趣以及有初步認識 

3) 如在中心範圍內舉行實體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須穿戴口罩

進行活動 

簡智鴻 

 (簡 Sir) 

桌
遊
系
列 

YCW62212Y 

Board Game 

聚一聚 

5/7、12/7、19/7、

26/7、2/8、9/8 

(逢星期一、共六

節) 

2:30pm-4:30pm 

柴灣中心 

中一至中六學生 

8 名 

每名：$20 

Board Game 對你嚟講喺啲咩？大富翁？啤牌？ Stop the bus? 有無諗過

Board Game 都可以有好多唔同種類？ 

如果你...好鐘意玩 Board Game ； 如果你...好想知道點樣同一班人玩

Board Game ； 如果你...好享受玩 Board Game 帶比你嘅嘢，快啲過嚟參加

Board Game 活動啦！ 

備註： 

1) 必須有可運行 zoom 程式的電腦或電話作後備之用 

2) 對 Board Game 活動有興趣 

3) 如在中心範圍內舉行實體活動，將會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必須穿戴口罩

進行活動 

簡智鴻 

 (簡 Sir) 

 

朱曉嵐 

(嵐 sir) 



29    

出入中心：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 填寫健康申報表 

● 量度體溫 

● 用酒精搓手液潔

淨雙手 

● 配戴口罩 

● 參加者社交距離 1-

1.5米 

● 每組之間不共用物

品 

● 避免身體接觸、

除口罩及飲食等

動作 

● 帶備替換口罩，

有需要時更換 



30    

週日 Sun 週一 Mon 週二 Tue 週三 Wed 週四 Thu 週五 Fri 週六 Su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月 July2021 
家長同小朋友一起計劃暑期活動， 

把不同活動的日期時間記錄在以下的月曆吧! 



31    

週日 Sun 週一 Mon 週二 Tue 週三 Wed 週四 Thu 週五 Fri 週六 Su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8月 August2021 



32    

週日 Sun 週一 Mon 週二 Tue 週三 Wed 週四 Thu 週五 Fri 週六 Su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9月 September2021 



33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平
行
心
間
計
劃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合
辦
活
動
） 

MWH01211F 

讀懂子女心 

16/7 (星期五) 

7:30pm-9:3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育有 12-24 歲子女

的家長 

30 名（15名先到

先得實體名額；

15 名 zoom） 

免費 

子女開始踏入青年期，不再任由父母「擺佈」。 同

時，子女又漸漸要求擁有自己的空間。作為家長應如

何自處？ 本講座介紹美國家庭治療師沙維雅女士的冰

山比喻，幫助家長真正理解子女。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蘇亦斌 

(斌 sir) 

MWH02211F 

家長放鬆小組 

23/7、30/7、6/8、13/8、

20/8 

(逢星期五，共 5節)  

9:30-11:30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育有 12-24 歲子女

的家長 

8 名 

免費 

子女漸漸成長，出現不少令人頭痛的的事情， 家長也

需要有個放鬆時間。通過和諧粉彩及藝術創作，讓家

長放鬆之餘與相互交流與子女相處心得。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鄧淑之 

(Cezanne) 

MWH03211Y 

「素」是這樣甜 

14/7，21/7 

(星期六，共 2 節)  

2:00pm-4:0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12-24歲青年 

8 名 

每名：$10 

甜品都可以又好味又唔洗擔心體重增加，一齊探討下

素食對於身體有什麼好處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李嘉雯 

(Wendy) 

MWH04211Y 

「攝」入你「心」 

24/7 (星期六)  

2:00pm-5:0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12-24歲青年 

8 名 

免費 

拿起相機/手機，尋找區内珍貴但不起眼，卻引起你共

鳴的人和事，以手攝你心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鄭家豪 

(Karl) 



34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社區活動 

  

平
行
心
間
計
劃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合
辦
活
動
）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MWH05211Y 

森度行 

29/7 (星期四) 

10:30am-4:30pm 

集合: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活動地點：西貢（待定） 

12-24歲青年 

8 名 

每名：$20 

走入樹林，用五感，感受大自然與自己的連繫，重新

發現自己 

 

備註：                                                                   

1)必須穿著合適衣著及運動鞋 

2)需自備最少 1 公升飲用水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鄭家豪 

(Karl) 

MWH06211Y 

咖啡研習鬆一鬆 

5/7, 12/7, 19,7  

(星期一，共 3 節) 

2:00pm-3:0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12-24歲青年 

6 名 

每名：$30 

咖啡由烘焙到品嚐，一起經歷整個充滿香氣放鬆的時

間。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李嘉雯 

(Wendy) 

MWH71212Y 

藍染日常 

9/8，23/8  

(星期一，共 2 節) 

2:00pm-4:0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12-24歲青年 

6 名 

每名：$30 

通過植物染色制作具有自己風格的衣服，讓參加者體

驗其有趣的手作方式及不同物料的質感。 過程讓參加

者能夠專注在制作具有個人特色的服飾忘卻煩惱，達

至心靈的放鬆。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李嘉雯 

(Wendy) 



35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社區活動 

  

平
行
心
間
計
劃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合
辦
活
動
）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MWH70212Y 

<<心靈瞭遇>>創意

藝術自療小組 

11/8、18/8、25/8、1/9、

8/9、15/9 

(星期三，共 6 節) 

4:00pm-6:00pm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

場 35樓 A室       

16-24歲青年曾受/

正受情緒困擾，喜

歡以藝術形式舒壓

願意分享自己對抗

情緒困擾的經驗的

青年 

8 名 

免費 

透過多元藝術媒體，如繪畫、音樂、舞蹈及形體活

動、或生活手記等，讓青少年可以探索內心世界，與

自己的潛意識對話，重新認識自己。 

  

備註：                                                           

1)成功報名會收到專人聯絡，通知出席小組前面見。

獲取錄者將收到最終通知； 

2)必須出席小組前面見； 

3)參加者必須出席最少 6次小組.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鄧淑之 

(Cezanne) 

MWH07211Y 

U BeLive認知行為

介入小組 

20/7、27/7、3/8、10/8、

17/8、24/8、 7/9、14/9 

(星期二，共 8 節) 

5:00pm-6:30pm 

賽馬會平行心間 

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5 樓 A 室   

16-24歲青年曾受/

正受情緒困擾，願

意分享自己對抗情

緒困擾的經驗的青

年 

10 名 

免費 

U BeLive 小組是一個輔導小組，小組透過「認知行為

介入」協助參加者釐清想法和信念（Belief)，培養更

平衡及有助自己生活的思維模式，從而加強解決問題

的能力.    

 

備註：                                                               

1)成功報名會收到專人聯絡，通知出席小組前面見。

獲取錄者將收到最終通知； 

2)必須出席小組前面見； 

3)參加者必須出席最少 6次小組.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956 1970 或 whatsapp 9734 4038 

鄧淑之 

(Cezanne) 



36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童心同樂，正向成長」: 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以幫助小朋友發掘自身的性格強項和累積正向經驗，培養和發揮個人的長處和潛能，

以增強小朋友抗逆力以應付未來的成長挑戰，並以積極及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及負面情緒。活動亦讓家長培養欣賞及樂觀態

度，共同建立正面、快樂的生活方式及親子關係。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關
社
文
化
系
列 

YCB01212F 

童創童藝」嘉年

華 

28/8 (星期六) 

1:00pm-5:30pm 

銅鑼灣中心及區內大型

空間 (待定) 

區內本地及南亞兒

童家庭 

免費 

又到暑假的尾聲喇! 趁住最後一星期黎參加我地既「童創童藝」嘉

年華，一齊享受豐富的節目，包括好玩的攤位遊戲、小朋友的才藝

表現，當然唔少得就係小朋友會藉今次嘉年華將暑假所學展示出

黎，大家都可以黎一邊玩，一邊見證各位小朋友既努力！ 

雪姑娘

Wincy Miss 

YCB05212K 

小義工活動：

「耆」「義」人

生 

16/7-27/8(逢星期五、 

28/8（星期六） 

30/7除外 (共 6 節) 

11:00am-12:30pm 

銅鑼灣中心及長者中心 

6-12歲本地及南

亞兒童 

10 名 

每名: $50 

每一個生命存在著一個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主角。今年暑

假，我們一起去尋找故事的主角，與長者談天說地，了解他們在生

命中最有回憶的故事，為他們製作一本屬於他們的生命故事集。 

備註： 

1)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2) 出席 80%以上的參加者將獲義工證書一張 

雪姑娘 

枝枝姑娘 

Wincy Miss 

Jason Sir 

YCB07212K 

小動物故事村 

4/8至 18/8(逢星期

三， 共 3節) 

4:00pm-5:00pm 

銅鑼灣中心及遊戲室 

6-12歲兒童 

6-8 名 

每名: $20 

相信大家都有係我地「童心銅萌」網站： https://

www.facebook.com/sjsyscbitloveconnected，睇過由雪姑娘、枝枝

姑娘同 Jason sir 去扮演唔同小動物講故事！ 

而今次我地會帶你地進入「動‧村」一齊扮演唔同角色去用繪本故

事發掘更多生活點滴。 

備註: 

1) 「動‧村」影片有機會於 28/8 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及中心網

頁展出。 

雪姑娘 

枝枝姑娘 

Jason sir 



37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關
社
文
化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02212K 

任選免費活動 1:

「坪洲探索之旅」  

                

                

15/7 (星期六) 

9:30am-6:00pm 

銅鑼灣中心及坪洲 

6-12歲兒童 

10 名 

每名: 免費 

坪洲是大嶼山東面海岸線上的一個島嶼，雖然地方不大，但有多

處地方都有他的奧祕，島上人口很少，讓大家也可以暫時遠離煩

囂，放慢步伐品嚐自然與人文風景。我們更有機會嘗試彩繪瓷

器，帶回家中作留念。                                                                                                                   

備註：                                                                                                                          

1) 活動包旅遊車接送及午膳費 

雪姑娘 

Wincy Miss 

YCB03212K 

任選免費活動 2:

「歷奇初階體驗

日  」  

中心活動日： 

20/7 (星期二) 

4:00pm-5:30pm                     

本中心 / zoom                        

歷奇活動日： 27/7 (星

期二) 

9:00am-5:00pm                     

銅鑼灣中心、保良局北

潭涌度假營(待定) 

8-15歲兒童及青

少年 

20 名 

免費 

暑假係時候挑戰一下自己，今次我地搵黎合資格既歷奇導師讓大

家挑戰自己，突破不同團隊合作活動、歷奇活動等等，讓大家提

升勇氣、學習克服困難及有信心面對日後挑戰！    

**參加者必須出席中心活動日**                                                               

1) 如參加者完成全日挑戰任務，會獲頒歷奇初階體驗證書 

2) 參加者需自供清水及需要的户外物品（如防蚊及防曬用品） 

3) 活動包午膳及旅遊車接送                                                                                                                     

4) **如未能出席中心活動日，必須於報名時告知職員**                   

雪姑娘 

Wincy Miss 

欣 Miss 

YCB04212K 

任選免費活動 3:

「與鯉一日遊」 

21/8 (星期六) 

8:30am-4:30pm 

銅鑼灣中心及鯉魚門創

意館 

6-12歲本地兒童 

10 名 

每名: 免費 

鯉魚門你去過未呢？不如我地一起探索一下鯉魚門，再一起製作

鯉魚旗和認識一下中國傳統文化。我地仲有機會將普通的石頭變

得神奇，設計一個自己喜歡的彩繪石頭。快 D一起參加啦，你會

知道更多鯉魚門這個地方的小秘密！ 

備註:                                                                                                                          

1) 活動包旅遊車接送及午膳費用  

Wincy Miss 

Mary Miss 

欣 Miss 

(*參加者如報名銅鑼灣中心 7-8 月任何一個活動，均可免費參與其中一項免費活動（3 選 1)，名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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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社
文
化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06212K 

我是一名小記者 

22/7至 12/8(逢星期四，

共 4節) 

2:30pm-5:30pm 

銅鑼灣中心或銅鑼灣區 

6-12歲兒童 

12 名 

每名: $50 

我地有個任務交俾小記者!「銅鑼灣有咩地方好玩？」

「有咩餐廳好食？」「仲有咩時事議題大家關心緊？」

一於去銅鑼灣唔同地方，關心一下身邊發生嘅事，關心

一下我地嘅社區！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清水及八達通                                                                                                                 

2) 參加者請穿輕便服裝                                                                                                                    

3) 參加者可準備少量金錢 

雪姑娘 

枝枝姑娘 

Mary Miss 

YCB08212K 

問問 Master Green 

17/7 (六) 

9:30am-5:30pm 

銅鑼灣中心及長洲 

6-12歲兒童 

12 名 

每名: $40  

地球被破壞得越來越嚴重呀！我地要請教下 Master 

Green，教我地一啲保護環境既小知識。我地係長洲有個

神聖既任務交俾大家！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八達通（約 40元來回車費及船費)                                                                                                                    

2) 參加者需自備足夠清水及需要的戶外物品（如防蚊及

防曬用品）                                                       

3) 參加者可準備少量金錢 

Mary Miss 

劉 sir 

枝枝姑娘 

YCB09212K 

「包」羅萬有製作

體驗團 

11/8 (星期三) 

9:00am-1:00pm 

銅鑼灣中心及多多美西餅

公司 

6-12歲本地及南亞

兒童 

30 名 

每名: $130 

各位小朋友是時候準備親手製作香噴噴的麵包了！一起

來參加「包」羅萬有製作體驗團，了解一下製作麵包的

生產流程、參觀工場，小朋友仲可以動動手自製麵包及

鮮果撻！ 小朋友活動表現良好的話，仲可以獲取證書一

張！ 

備註:                                                                                                                          

1) 可準備少量金錢購買紀念品 

2) 活動包旅遊車接送   

Wincy Miss 

Mary Miss 

欣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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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體
藝
童
樂
系
列 

NSC01212K 

一齊砌「高」佢 

21/7、28/7、4/8 及 18/8

(逢星期三，共 4節) 

9:45am-11:15pm 

銅鑼灣中心 

8-12歲兒童 

6 名 

每位: $280 

究竟個「高」代表咩？ 係咪真係砌「高」咁簡單呢？ 

原來唔止係「高」度個「高」， 而係「高」達個「高」啊！ 

今次暑假我地一於一齊砌「高」啦！ 

備註： 

1)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Jason sir 

YCB10212K 

桌遊奇遇記 

27/7至 17/8(逢星期二，

共 4節) 

11:00am-12:00pm 

銅鑼灣中心 

6-8 歲兒童 

8 名 

每名:$40 

坐定定係度有咩做？不如同我地玩桌遊啦！包你改變坐響度

好悶既諗法！原來坐係度都可以好好玩！仲可以訓練專注力

同社交能力架！ 

枝枝姑娘 

Mary Miss 

YCB38212K 

「琉」在手中 

29/7-19/8(逢星期四，

共 4節) 

10:30am-11:30am 

銅鑼灣中心 

6-12歲兒童 

6 名 

每名:$260 

看見家中的用品，有沒有想過親自製作一個獨一無二的玻璃飾品

呢？只要有過一剎那的創作念頭，就應該加入我們這個活動！透

過不同顏料及素材並以繪畫及拼貼，再加上你們天馬行空的創造

力，必能夠製作出一個別樹一格的巨作！ 

備註： 

1) 活動與外間機構合作，並邀請專業導師教授                                                                                               

2)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欣 Miss 

劉 Sir 

YCB39212K 

「瓷」到過去 

29/7-19/8 (逢星期四，

共 4節) 

12:00pm-1:00pm 

銅鑼灣中心 

6-12歲兒童 

6 名 

每名:$280 

Do Do Mi So So....唔知大家會想起甚麼呢？問問爸爸媽媽，想

必他們會答富豪雪糕車！想知道爸媽為何能夠毫不猶豫說出答

案？就立刻搭上我們的時光機！過程中，我們在白瓷器上繪出父

母小時候的玩樂足跡，一齊回到過去，認識香港昔日的情懷。 

備註： 

1) 活動與外間機構合作，並邀請專業導師教授。                                                                                            

2)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欣 Miss 

劉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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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藝
童
樂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40212K 

HipHopMan 

2/8, 9/8, 23/8 (逢星期

一), 16/8 沒有課堂, 

28/8（星期六）(共 4節) 

10:15am-11:45am 

銅鑼灣中心跳舞室 

6-12歲兒童 

10 名 

每名:$390 

Hip hop 是街頭舞的總稱，包含了黑人的音樂，舞蹈和生活文化，

風格屬於較時尚和自由，節拍感很重。擁有個人風格的你還不快來

挑戰一下自己！ Come on HipHopman！  

備註： 

1) 活動與外間機構合作，並邀請專業導師教授。                  

2) 參加者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演出。 

欣 Miss 

劉 Sir 

YCB11212K 

旋風球 

13/8 (星期五) 

2:30-5:30pm 

銅鑼灣中心及聖雅各福群

會多用途室內籃球場（待

定） 

8-15歲兒童及青少

年 

20 名 

每名:$60 

來自台灣既旋風球，非常新穎，無論係老、中、青定幼！ 

呢個活動都非常適合！ 

集排球、網球、乒乓球、羽毛球、欖球集於一身既旋風球，你試過

未? 

未試過就黎試下真真正正既鬼影變幻球啦！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清水及需要的户外物品（如防蚊及防曬用品） 

2) 請參加者於活動前一小時用膳 

3)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裝及運動鞋 

4) 是次活動費用已包括租借球拍及旋風球 

劉 Sir 

Wincy Miss 

Dennis Sir 

NSC05212K 

突擊小萌芽隊 

(攻防箭體驗活

動) 

19/8 (星期四) 

2:00pm-6:00pm 

地點：待定 

8-12歲兒童 

10 名 

每名:$80 

由美國人發明的攻防箭，結合了戰爭遊戲和射箭元素的新興團隊運

動。弓箭利用特別設計，對人不會造成傷害。在體驗活動中，讓小

朋友學習如何運用策略及提升團隊合作的精神。 

備註：                                                                                                                          

1) 此活動正申請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並不適用   

2) 參加者需自備清水 

3)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裝及運動鞋 

4) 是次活動已包車費 

5) 嗚謝民政事務總署 

枝枝姑娘 

Jason sir，

欣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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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童
成
長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NSC06212K 

社交技巧小組： 

LEt's GO To-

gether 

19/7-6/8 

(逢星期一、五，共 6

節) 

3:00pm-4:30pm 

銅鑼灣中心 

8-12歲兒童 

8 名 

每位:$60 

樂高（LEGO) 是小朋友最愛的玩具，但樂高唔單止可以玩咁簡

單；在小組中，小朋友透過積木遊戲，需要聆聽、與人溝通及合

作，藉此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今個暑假，LEt's GO Together!  

Fung Sir 

Jason Sir 

枝枝姑娘 

YCB13212K 

童樂童宿 2021 

(兩日一夜宿營-

恆毅力訓練) 

中心活動日: 

28/7 (星期三)                                                                                                         

4:00-5:00pm 

銅鑼灣中心 

 

宿營活動日: 

14/8(星期三)10:00am 

-15/8(星期五)4:00pm 

地點:突破青年村(待

定) 

8-12歲兒童 

20 名 

每名:$250 

在是次宿營之中，孩子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孩子們

需要與各夥伴一同溝通及合作，解決林林種種的困難，共

同培養各種品格強項，例如:恆毅力、社交智慧、團隊精神

及自制力等等。 

是次宿營除了一些基本的訓練外，亦會強調在面對未來及

未知的困難時，熱情和堅持就是走下去的原動力。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營費及四餐(第一天：午及晚餐、第二天：

早餐及午餐)膳食費用 

2) 需自備八達通及個人宿營物品                                                                                                                  

3) 活動包旅遊車接送                                                                                             

4) 詳細資料會在中心活動日一同發放. **如未能出席中心

活動日，必須於報名時告知職員** 

5) 此活動正申請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並不適用  

6) 嗚謝民政事務總署 

劉 Sir 

枝枝姑娘 

 Dennis Sir 

Candice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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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童
成
長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12212K 

「日出。夜星」 

小青萌。小野人 

(兩日一夜露營) 

中心活動日: 

10/7(星期六) 

4:00pm-5:00pm 

銅鑼灣中心 

 

外出活動日: 

24-25/7 (星期六至

日，兩日一夜) 

12:30pm-翌日 4:00pm 

銅鑼灣中心及馬鞍山昂

平營地 

8-12歲兒童 

8 名 

每名$80 

馬鞍山昂平營地，是香港露營入門熱點， 地形遼闊，風景

秀麗適合初次體驗露營的人士。營地開揚寬廣，樹木環

抱，恬靜舒適。 

是次我們將會到營地吃喝玩樂、看日出及觀星！更會教導

基礎露營、山野、煮食及紮營的小知識！有興趣的朋友請

不要錯過啦！ 

**參加者必須出席中心活動日**  

備註： 

1) 是次活動將會提供睡袋、煮食用具、地蓆及 4 人營等物

資，參加者需要分配、共用及負責運送各露營物資 

2) 是次活動的費用並不包括車船費用，請自行預備所需費

用(會在中心活動日告知實際車船費用) 

3) 是次活動需要穿著輕便的運動服及運動鞋，並預備多一

套後備及禦寒衣物 

4) 是次活動將不會提供露營背包，參加者需要自行準備 

5) 其他更詳細的資料及須知會在中心活動日當日發放 

劉 Sir 

欣 Miss 

YCB14212K 

「Switch 大作

戰」社交發展小

組(五) 

21/7、28/7、4/8  

(逢星期三，共 3堂) 

8:00pm-9:00pm 

銅鑼灣中心 

6-12歲兒童 

8 名 

免費 

利用電子遊戲(SWITCH)作媒介，透過遊戲不斷溝通、嘗試

及合作，訓練兒童專注力、逆境面對力及團體正向溝通的

能力，以共同合作的方式闖關，共同建立正向、快樂的朋

輩關係及思維模式。 

劉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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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體
藝
童
樂
系
列   

NSC07212K 

隨「心」畫 

23/7、6/8、13/8  

(星期五，共 3 節) 

7:00pm-8:30pm                     

銅鑼灣中心 

6-12歲兒童 

10 名 

每位:$50 

自由、即興、隨意的藝術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藝術也可

跟著自己的心，跟隨著音樂的旋律，創作自己獨一無二的

作品。我們一起創作吧！                        

備註： 

1)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Wincy Miss 

YCB15212K 

「彩」「繪」心情 

3/8、10/8、17/8、24/8 

(逢星期二，共 4節) 

4:00pm-5:30pm                     

銅鑼灣中心 

3-8 歲兒童 

10 名 

每名: $30 

小朋友難於用語言表達自己情緒，我們會與小朋友透過

「繪本」分享，再一起以畫筆、 不同的顏料學習把自己

的心情用圖畫表達出來！                           

備註： 

1) 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雪姑娘 

Wincy Miss 

YCB16212K 

山野小步兵- 

魔鬼山日落之旅 

7/8 (星期六) 

4:00pm-8:00pm 

銅鑼灣中心、油塘港鐵

站及魔鬼山 

8-12歲兒童 

12 名 

每位:$20 

魔鬼山是香港其中一個欣賞日落的好地方，路程短且容易

行，適合新手挑戰。 

在山頂上居高臨下，可以環迴欣賞將軍澳及維港東的美景

之餘，更可以欣賞到九龍灣及港島一帶的繁榮景象。 

(如果天氣狀況良好，更有機會在景色開揚的山頂飽覽日

落金黃霞光。) 

備註：                                       

1) 是次活動並不包括車資及小食費用 

2) 參加者可選擇在油塘港鐵站集合及解散 

3) 是次活動有機會因應當日的天氣狀況而有所調整，請

參加者注意當日的實際安排 

劉 Sir 

 Mary Miss 

欣 Miss 



44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兒童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童
手
規
劃
系
列 

YCB17212K 

投繽初夏‧加油站

(7 月篇)  

19/7至 23/7 (星期

一至五，共 5節) 

2:30pm-5:30pm 

銅鑼灣中心及戶外 

6-12歲兒童 

14 名 

每名: $ 250 

放暑假啦！除左不斷做功課仲有咩做？我地每日有導師教你做

功課同溫習，其餘時間會有豐富既活動，例如玩遊戲、手工創

作、閱讀繪本故事、情緒管理訓練等等，帶給你豐富的一星

期！ 

 

備註： 

1) 如有外出活動，會提早派發通告。 

Mary Miss 

Wincy Miss 

欣 Miss 

YCB18212K 

投繽初夏‧加油站

(8 月篇)  

16/8至 19/8 (星期

一至四，共 4節) 

2:30pm-5:30pm 

銅鑼灣中心 

6-12歲兒童 

14 名 

每名: $ 200 

就黎放完暑假啦！驚做唔切功課？我地每日有導師陪你做功課

溫習，其餘時間會有豐富既活動，例如玩遊戲、手工創作、閱

讀繪本故事、情緒管理訓練等等，帶給你豐富的一星期！ 

 

備註： 

1) 如有外出活動，會提早派發通告。                                                                       

2) 如參加此活動者，必須同時參加「投繽初夏。逃出密室」

活動。     

Mary Miss 

Wincy Miss 

 欣 Miss 

YCB19212K 

投繽初夏‧逃出密

室 

20/8 (五) 

2:00-6:00pm 

銅鑼灣中心及戶外 

投繽初夏‧加油站

(8 月篇)之參加者                                          

14 名 

每名: $50 

尋找線索、團隊合作、層層解謎，要完成任務先可以脫離密

室！ 

 

備註：                                                                      

1) 此活動正申請外間基金資助，故青萌優惠並不適用。                                

2) 活動包旅遊車接送                        

Mary Miss 

Wincy Miss 

欣 Miss 



45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親子家庭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親
子
童
享
系
列 

NSC08212F 

親子瑜珈 

26/7、2/8、9/8(逢

星期一，共三節) 

6:00-7:00pm 

銅鑼灣中心 

8-12歲兒童及家長         

4 對親子(只限 1位

家長及 1位兒童) 

每個家庭: $500 

疫情期間成日留係屋企無所事事好悶呢？我地仲邀請到專業導師帶領

活動。不如趁住暑假帶埋小朋友一齊做瑜珈鍛鍊身體，舒緩下心情！ 

備註：       

1) 參加者須穿上運動服裝及自備清水。 

導師資歷： 

成人瑜珈及兒童瑜珈導師，同時為資深社工。有多年教授兒童及親子

活動經驗，擅於運用故事加入瑜珈中。 

Jason sir 

YCB20212F 

「彩」「繪」心

情~親子日 

24/8 (星期六) 

2:00-6:00pm 

銅鑼灣中心 

參加「彩」「繪」

心情活動之兒童父

母 

10 名 

每名: $20 

各位家長，「彩」「繪」心情不只孩子可以參加，今次可以與

孩子共同學習用不同藝術手法去表達自己的心情，亦有機會與

孩子渡過一個充滿快樂及藝術性的下午！ 

備註：                                             

1)作品有機會於 28/8的「童創童藝」嘉年華展出。      

雪姑娘  

Wincy Miss          

NSC09212C 

玩轉網絡世界 

5/7、8/7、12/7、

15/7 (逢星期一及

四，共四節) 

10:15-11:45am 

銅鑼灣中心 / Zoom 

小學及初中家長 

30 名 

免費 

孩子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常伴左右，上網活動頻密，讓我們

一同打開網絡世界的大門，了解孩子使用互聯網的真正需要，

教導子女正確、健康地善用電子用品。 

勵姑娘 

羅姑娘 

NSC10212C 

「智」在升中 

6/7、9/7、13/7、

16/7 (逢星期二及

五，共四節) 

10:15-11:45am 

銅鑼灣中心 / Zoom 

小學及初中家長 

30 名 

免費 

當孩子步入升中階段，他們需要再次面對新環境及適應新的人

際關係，讓我們一同了解子女升中的轉變和需要，學習如何與

青春期的子女相處及溝通，與他們一起為升中作好準備。 

勵姑娘 

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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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YCB17212K 
Summer Class 
2021(July) 

19/7-23/7 (Monday to Friday) 
2:30-5:30p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14 
Each: $250 

This class aims at (1) assisting students 

on their homework (2) enhancing their 

social skills, emotional management 

through board games, story telling and 

different interactive activities.  

Remarks: Parent Letters will be distrib-

u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lass 

about the outing programme on 23/7. 

Mary Miss 

Wincy Miss 

Alex Miss 

YCB18212K 
Summer Class 
2021(August) 

16/8 - 19/8 (Monday to Thursday) 
2:30-5:30p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14 
Each: $200 

YCB19212K 
Summer Class: 
Escape ROOM! 

20/8 (Friday) 
2:00-6:00pm 
Causeway Bay Center & Outdoor 

Participants of Summer 
Class 2021(August) 
Quota:14 
Each: $50 

Find the cues, solve the puzzles, work 
together and complete all the inter-
esting tasks to escape the room!                                                                                             
Remarks:  
1) The fee includes transportation 
fees.  
2) The program is funded and "Love 
and peace concession" scheme is not 
provide. 
3) Participants must attend in the 
"Summer Class 2021(August)". 

Mary Miss 

Wincy Miss 

Alex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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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YCB02212K 
FREE activity 1:  
" Cultural Tour at 
Ping Chau " 
 

15/7 (Thursday) 
9:30am-6:00pm 
Causeway Bay Cen-
ter & Ping Chau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 20 
Each: Free 

Peng Chau is an island which located on the east coast of 
Lantau Island. It has its precious history and value, we could 
have one day trip to explore more about this island and  en-
joy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scenery.  We can also have a 
chances to make your own porcelain at the workshop!                                                                          
Remarks:  
1) The tour package includes round-trip shuttle bus, ship fees 
and lunch fees.        

Suet Miss 

Wincy Miss 

YCB03212K 
FREE activity 2: 
"Adventure-
based Program 
Experience Day "   

Briefing ： 20/7 

(Tuesday) 
4:00pm-5:30pm                     
Causeway Bay Cen-
ter / zoom                        

Activity Day ： 27/7 

(Tuesday) 
9:00am-5:00pm                     
Causeway Bay Cen-

ter、Po Leung Kuk 

Jockey Club Pak Tam 
Chung Holiday Camp
(To be confirmed) 

8-15 South Asian 
Children and teenag-
ers 
Quota:20 
Each: Free 

Challenge yourself during this summer holiday! In this day 
camp, we could have the change to experience various low-
event adventure-based program which supervised by the 
qualified adventure-based instructors. The aim of the adven-
ture-based events is to let children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crease awareness of their strengths, and hence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As all activities required 
teamwork, children could also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kills.                                               
Remarks:                                                                                                                                                                 
1) **Participants must attend the pre-camp briefing ses-
sion**    
2) Participants need to bring enough water (1L) and outdoor 
items (such as anti-mosquito and sun-protection products) 
3) The activity includes round-trip shuttle bus and lunch                                                                       
4) **If you fail to attend the pre-camp meeting, you must 
inform the staff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Suet Miss 

Wincy Miss 

*Participants who register for any activity at Causeway Bay Centre from July to August, you can participate in one of the free 

activities for free (choose 1 from the  3choices), the quota is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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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YCB04212K 
FREE activity 3:  
"Artistic Trip at Lei 
Yue Mun"  

21/8 (Saturday) 
8:30am-4:30pm 
Causeway Bay center 
& Jockey Club Lei 
Yue Mun Plus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20 
Each: Free 

Have you ever been to Lei Yue Mun ? In this activity, we 
will have the chang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place and 
discover its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story. The day trip 
also includes 2 art workshops for you to join, such as 
designing the  "Carp streamers" and "Stone painting".  
Remarks:  
1) The tour package includes round-trip shuttle bus and 
lunch fees.                                                                    

Wincy Miss 

Alex Miss  

Mary Miss 

YCB01212F 
"Kids Art Show" 
Carnival 

28/8 (Saturday)                                                                                
1:00-5:30pm 
Causeway Bay Cen-
ter & Community 
Hall (To be con-
firmed) 

Local and South Asian 
Families                          
Free 

Calling all kids and parents! If you love games,  shows 
and all things to do with Carnival, we invite you to join 
this event. You will get an amazing experience to enjoy 
at the carnival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You can 
also test your skills at our exciting game booths and 
challenge yourselves to win the toys.                                                                                        
Our children participants in this summer holiday will 
also use this platform to show off what they have 
learned during our summer courses, you can also wit-
ness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 paid by our children! 

Suet Miss 

Wincy Miss 

YCB41212K 
Little Rapper 

19/7-9/8(Every Mon-
day) & 28/8
(Saturday) 
12:00-1:00pm 
Causeway Bay Cen-
ter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 8 
Each: $100 

'YO YO YO! Check this out! I am a rapper, not a kidder.' 
In this summer, we learn the basic concept of flowing 
with a beat, and try to develop your own rhyme style.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perform in the show on 28/8. 
Hey Hey ! Let's rap together !  
Remark: 
1) Tutors from external agency will be employed for this 
activity. 

Vicki Miss 

Suet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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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
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YCB05212K 
Little Story Teller 

16/7-27/8 (Every Fri-

day)，28/8(Saturday) 

Except30/7(Total Six Sea-
sons) 
11:00am-12:30pm 
Causeway Bay Center and 
Elderly Center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 8 
Each: $50 

Everyone has its own story in their life. In this summer holiday, 
we will t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elderly, and find 
their most memorable story in their life. Finally, we will help 
them to create their own story life book.  
Remarks: 
1) The products will have a chance to show in our carnival  
2) Attendance over 80% above will be received a certificate  

Suet Miss 

Wincy Miss 

Jason Sir 

Vicki Miss 

YCB21212K 
Amazing summer 
fun fun Camp 

Briefing Session: 
14/7/2021 (Wednesday) 
5:00-6:00pm 
Location: Causeway Bay 
Center / Zoom 
 
Activity Day: 30/7/2021 
(Friday) 1:00 pm - 
31/7/2021 (Saturday) 
3:30pm 
Location: Hong Kong 
Jockey Club Sai Kung 
Outdoor Training Camp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Quota: 15                                                                                          
Each: $140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is summer holiday? Come and 
join our amazing summer camp! Many exciting games are 
waiting for you! We will have a memorable and amazing sum-
mer ! 
 
Remarks:  
1) Coach and meal are included. 
**2) Must attend the briefing session. If children cannot 
attend, parents need to arrange the briefing time with Miss 
Wincy on phone. 
**3) Need to bring your octopus card for transportation fee.           

Wincy Miss 

Mary Miss 

Alex Miss 

NSC38212K 
My unique Glass 

29/7-19/8 (Every Thurs-
day, total 4 sessions) 
10:30am-11:30a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eenagers 
Quota: 6                                                                  
Each:$260 

Did you ever imagine create a unique glass ornament when you 
saw any product at your home? If you just have a moment of cre-
ation, do join us! You can develop your ingenuity during the pro-
cess of painting, and  a distinct work will be created by using 
different source of materials.                        
Remarks:                                                                          
1) Professional tutors from external agency will be employed for 
this activity  

Alex Miss 

Anson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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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YCB09212K 
Be a little baker! 

11/8 (Wednesday) 
9:00am-1:00pm                           
Causeway Bay center & 
Dodomites Bakery Com-
pany 

6-12 years old  
children                                        
Quota:30 
Each: $130 

In this activity, you will know more about the process of 
bread production and visit the factory of the bakery compa-
ny. We can also join the bread and fruit tart workshop. You 
can receive  a attendance certificate after joining the whole 
workshop. Don't miss the chance!                                                                     
Remarks:   
1) Please prepare small amount of money for snacks. 
2) The tour package included round trip shuttle bus        

Wincy Miss 

Alex Miss 

Mary Miss 

NSC02212K 
Art Jamming 

26/7-9/8 (Every Mon-
day, total 3 sessions)  
2:00pm-3:30p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
dren  
Quota:8 
Each: $50 

Children might feel stressful due to the academic difficul-
ties.  It's time for the children to take a rest.  We can learn 
different relaxation methods through various artistic and 
musical activities.  You can also learn to express your feel-
ings openly throughout the activities!                                                                                       
Remarks:   
1) Art work will be shown in the 28/8 carnival. 

Wincy Miss 

YCB11212K 
Night sky Flyball 

13/8 (Friday) 
2:30pm-5:00pm 
Location: To be con-
firmed 

8-15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eenagers 
Quota: 20                                                                   
Each:$60 

Do you know what is flyball? Flyball is come from Taiwa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kids, teenagers, adults and elderly. Let's 
play the ball games  in the night sky. 
Remarks: 
1) Participants need to bring their own water and outdoor 
items (such as Anti-mosquito and sunscreen products). 
2) Participants are requested to have one hour meal  before 
the activity. 
3)  Please wear appropriate sportswear and shoes. 
4)  The cost of this event includes rental of rackets and fly-
ball. 

Wincy Miss 

Anson Sir 

Dennis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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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de &  
Program Name Date /Time / Venue   

Target / Quota / 
Fee Description    Enquiry 

NSC11212F 
Parent-Child Ac-
tivity: Cooking 
Together! 

10/7/2021(Saturday) 
2:00-6:00pm                                                                   
Causeway Bay center 
& outdoor (To be con-
firmed) 

6-12 years old 
South Asia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Quota: 16 
Each: Free 

This programme aimed to let parent and child enhance their com-
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y working together in this  cooking 
event.                            
Remarks:                                                                          
1) The tour package included shuttle bus 
2) Please bring water  

Wincy Miss 

Vicki Miss 

NSC39212K 
Back to the past 
by 'Porcelain' 

29/7-19/8 (Every 
Thursday, total 4 ses-
sions) 
12:00pm-1:00p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eenagers 
Quota: 6                                                                  
Each:$280 

What do you think of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Do Do Mi So So"? 
If you ask your parents, they might answer "Mobile Softee".  Do 
you know the reason? Let's imagine we will take the time machine 
and go back to the past when we are painting on the white porce-
lain in the class. You can also explore more about our parent's 
childhood footprints , and discover the good old days of Hong 
Kong.                       
Remarks:                                                                          
1) Professional tutors from external agency will be employed for 

Alex Miss 

Anson Sir 

NSC04212K 
Hip-hop Man 

2/8-23/8 (Every Mon-
day), 16/8  no lessons 

and 28/8 （Saturday 

total 4 sessions 
10:15am-11:45am                                                            
Causeway Bay center 

6-12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eenagers 
Quota: 10                                                                
Each:$390 

Hip-hop is the general term for street dance, which includes black 
music, dance and life culture. The style is more fashionable and 
free, and strong rhythm. Come on Hip Hop Man! Let's take this 
valuable challenge for yourself !                      
Remarks:                                                                          
1) Professional tutors from external agency will be employed for 
this activity  

Alex Miss 

Anson Sir 

NSC03212K 
GUNdam Plastic 
Model  

21/7、28/7、4/8、

18/8(Wednesday, to-
tal 4 sessions) 
11:30am-1:00pm 
Causeway Bay center 

8-12 years old 
children  
Quota: 6 
Each: $280 

In this summer, let's enjoy the time with us to build our own 
GUNdam Plastic Model ! 

Jason Sir 

Wincy Miss 



52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及社區活動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宿
營
活
動
系
列 

YCB24212Y 

宿營歷險記 

中心活動日： 

13/8 (星期五) 

2:00pm-3:00pm 

銅鑼灣中心 / Zoom /  

Discord 網上平台   

 

外出活動日:  

20/8(五)-21/8(六) 

(20/8)1:00pm-(21/8)

2:00pm 

合資格營舍 

12-24歲青少年 

14 名 

每名: $100 

暑假又點少得去 Camp玩下呢! 今年我地會搞一  

個玩樂 Camp，同大家一齊製造一個難忘既回憶  

啦!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3)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4)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5) 青萌優惠不適用  

Dennis Sir 

Candice 姑娘 

戶
外
活
動
系
列  

YCB25212Y 

浮潛體驗團 

中心活動日: 

18/8(星期三) 

2:30pm-3:00pm 

銅鑼灣中心 / Zoom /  

Discord 網上平台 

 

外出活動日: 

25/8 (星期三) 

9:00am-1:00pm 

西頁區 

12-24歲青少年 

10 名 

每名: $50 

成日聽人講話浮潛好好玩，有無諗過自己都可以試下

玩下呢? 今個暑假，我地就一於去玩下浮潛係水中睇

下啲魚係點呼吸啦!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參加者需懂游水 

3)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4)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5) 青萌優惠不適用 

6) 會為參加購買意外保險 

Dennis Sir 

Candice 姑娘 

潛水歷險會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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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外
活
動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22212Y 

單車遊樂團 

中心活動日: 

30/7(星期五) 

2:30pm-3:00pm 

銅鑼灣中心 / Zoom /  

Discord 網上平台 

 

外出活動日: 

6/8(星期五) 

1:00pm-4:00pm 

政府轄下單車徑 

12-24歲青少年 

10 名 

每名: $40 

疫情之下，我地成日都話想去戶外地方玩，今個暑假我

地就不如踏單車去戶外玩啦，順便欣賞下戶外嘅美景。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3)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4) 青萌優惠不適用 

Dennis Sir 

Candice 姑娘 

YCB32212Y 

南丫島攝影遊 

12-24歲青少年 

8 名 

免費 

今個暑假大家無旅行去, 唯有諗下香港有咩地方可以比

我地抖下。 

不如一齊去南丫島啦，我地可以行山呼吸新鮮空氣，品

嘗南丫島地道美食、坐坐 cafe 等！ 

我地仲有義工教大家基本的攝影技巧，讓大家影相打下

卡!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hristy 姑娘 

Candice 姑娘 

中心活動日: 

4/8(星期三) 

2:30pm-3:00pm 

銅鑼灣中心 / Zoom /  

Discord 網上平台 

 

外出活動日: 

11/8(星期三) 

10:00am-6:00pm 

南丫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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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心
靈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37212Y 

給自己一點甜 

2/8、9/8及 16/8  

(星期一，共 3 節) 

3:00pm-5:00pm  

銅鑼灣中心 / Zoom 

12-24歲青少年  

8 名  

免費 

在繁忙的日子裡，你有沒有抽時間給自己休息? 愛鍚

自己的身心靈，才有力量繼續撐下去。如果你都想滋

養一下自己，咁你就要參加呢個活動，為自己製作甜

品，好好品嚐當中的味道，感受活在當下的此刻。 

備註: 

1)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2) 青萌優惠不適用 

3)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4)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hristy 姑娘 

YCB31212Y 

Yoga Night 

23/7、30/7、13/8 

(星期五，共 3 節)  

7:00pm-8:30pm  

銅鑼灣副中心 / Zoom  

12-24歲青少年 

6 名 

每名:$50 

Mindfulness X Yoga 呼吸呢一個日常動作見慣不怪，其

實好多自己既習慣都影響緊自己既身心狀況。放低一個

星期既忙碌，俾一個晚上自己，關顧自己。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3)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4) 青萌優惠不適用 

Candice 姑娘 

文
青
系
列 

YCB23212Y 

「拍」啲野 

7-8 月將安排 4 次活動， 

實際活動日期有待與參加者

商討 

銅鑼灣中心 

12-24歲青少年 

10 名 

免費 

上 youtube 睇 youtuber 既片就睇得多，有無諗過自

己都可以試下拍啲野，玩下呢! 呢個暑假，我地可以

一齊聚一聚，一齊諗下拍啲咩，一齊拍出黎玩下啦!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Dennis Sir 

Candice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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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青
系
列 

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YCB26212Y 

青萌工作室: 

「攝位」 

7-8 月會安排 4 節活動，

實際活動日期有待與參加

者商討                              

Zoom/銅鑼灣副中心 

15-24歲青少年 

8 名 

免費 

根據勵德邨特約專員表示街上面十個入面有七個拎住部

相機，十個入面有十個都要影靚相 post ig!暑假到左

仲唔係時候學返幾招，令人眼前一亮。想感受下攝影既

氛圍，埋黎「攝位」就岩啦!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andice 姑娘 

YCB28212Y 

青萌工作室： 

織樂墟 

21/7、28/7、4/8 

(星期三，共 3 節)   

3:30pm-5:00pm  

銅鑼灣副中心 / Zoom 

12-24歲青少年  

8 名  

每名:$30 

呢幾年大家都沉醉於手作嘅世界，擴香石、皮革仲有押

花大家應該都做過晒，鈎織袋你又做過未呢！一個輕便

簡約嘅袋就由你一手包辦，保證難唔到你!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3) 青萌優惠不適用 

4) 鳴謝民政事務署 

Candice 姑娘 

YCB34212Y 

皮革 DIY 

5/8 (星期四) 

3:00pm-5:00pm 

銅鑼灣副中心  

12-24歲青少年 

8 名 

每名:$20 

你有無諗過想自製禮物比自己、朋友或家人? 相信好多

人都想，但又不知如何入手。你可以利用今個暑假，參

加呢個活動造一件獨一無二的小禮物。 

備註: 

1)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2)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Christy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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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個
人
形
象
系
列 

YCB27212Y 

青萌工作室: 

「衣靠」 

7-8 月會安排 3 節活

動，實際活動日期有

待與參加者商討                              

Zoom/銅鑼灣副中心 

12-24歲青少年 

8 名 

免費 

人無完美，人靠衣裝。唔同人有唔同 style，咁自己又想要咩

style?大家有咩計仔幫人轉形象或者想識多 D唔同既配搭，

come to join us!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andice 姑娘 

YCB33212Y 

「變靚 D」化妝班 

3/8、10/8、17/8、

24/8  

(逢星期二，共 4節) 

3:00pm-5:00pm 

銅鑼灣副中心  

12-24歲青少年 

6 名 

每名:$50 

戴口罩已成常態，只露出半邊臉，但我們也不能對個人儀容掉

以輕心，特別是我們的眼妝及眉毛。基本的化妝知識大家可以

上網學，但如果你想學專業技巧及搵到適合自己的妝容，咁你

就要報此活動，等專業化妝師比意見你。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hristy 姑娘 

義
工
系
列  

YCB36212Y 

「在線」義工小

組 

7-8 月會安排 5 節活

動，實際活動日期有

待與參加者商討 

高中學生及大專生 

名額:10人 

免費 

在疫情下，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大家都很少機會做義工。 

為左唔好比疫情阻礙左人與人的接觸及溝通，我們現招募義工

以電話或網上活動形式是關心獨居長者，讓長者仍可感受到被

人關心及減低他們的孤獨感。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hristy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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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對象 / 名額 / 費用 簡介 / 內容   負責人 

義
工
系
列   

YCB29212Y 

Connect with us 

義工組 

簡介會: 

10/7(星期六) 

3:00pm-4:00pm 

銅鑼灣副中心 / 

Zoom  

        

14-24歲青少年 

免費 

號外!招募有班長期服務的義工組！黎緊暑假想搵你地一齊幫手帶

camp，社區探訪!什至!!之後大家可以一齊搞唔同既義工服務就好

啦~              

備註: 

1) 義工需經過面試，欲參加小組請先留名，負責同工將於稍後聯

絡進行面試 

2)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3)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Candice 姑娘 

YCB30212Y 

流浪貓狗義工組 

7-8 月會安排 2 節

活動，實際探訪活

動日期有待與參加

者商討。 

16-24歲青少年 

6 名 

費用：免費 

身為貓奴狗奴既你，想唔想為毛孩提供有延續性及長期服務呢? 我

地呢個暑假會走訪不同嘅狗場、貓舍、流浪動物收容中心幫毛孩們

清潔，打理居住環境等等既服務，仲有機會同佢地一齊玩呀。 

備註: 

1) 義工需經過面試，欲參加小組請先留名，負責同工將於稍後聯

絡進行面試 

2)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3) 參加者需自備交通費 

Candice 姑娘 

YCB35212C 

家綠村 

每月 1 次義工服

務、1 次戶外活動 

按個別活動 

本中心/社區 

社區人士  

名額不限                                  

活動以實報實銷方

式收取 

透過義工服務、戶外活動、烹飪教學等，既可認識不同的人，也可

學習環保知識和生活智慧，推已及人，一同分享綠色、低碳生活。

每月一次烹飪義工服務、大自然享樂活動、本中心有機耕作、非定

期義工服務等等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填寫健康聲明  

2) 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帶口罩 

Christy 姑娘 

Dennis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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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盡力讓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均能享受柴灣 /銅鑼灣中心提供之服務,不受其經濟能力影響。  

對象  

本優惠機制必須為本會會員,並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第 1 類 獲評估為經濟困難的人士 (例如因金融海嘯收入驟減的家庭)  

第 2 類  領取書簿學費全津學生 (本會會提供「證明書」 (附件一 )予申請  
          人學校簽署確實 )  

第 3 類  領取綜援人士 (需提供有關証明文件 )。  

 

優惠  

1.  必須為合資格之會員,成功申請後會獲發紀錄咭,需於報名時出示以作紀錄。 

2.  優惠人士每年享有 20 次 $10 以上的活動半價優惠。 

3.  每項活動名額中最多會有 50%配額提供予本計劃參加者（如活動特別為匱乏人士而設

計者除外）,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4.  個別活動不能使用青萌愛睦優惠計劃；此優惠不能與其他有資助的活動一併使用。  

5.  優惠人士每次報名活動只需交優惠價格,但如優惠人士參與的活動出席率不足八成,本

會有權向有關人士追討活動全費之餘額,或會影響日後參與本會其他活動的機會。  

有意參 加者請 到中 心 接待處 索取

申請表,填妥後交回。  

社工會 於 三個 工作 天 內與申 請人
初 步 接 觸 , 如 所 附 證 明 文 件 不 足
（包括領取綜援之證明文件,領取
書簿學費全津證明書等）,請申請
人盡快提交。  

當文件齊備後,本會會於七個工作
天 完成 批核有 關申 請 並通知 申請
人。  

執行方法及流程 

 2021-22 年度青萌愛睦優惠計劃   

檢討成效  

經檢討活動成效後,決定本年度的優惠計劃維持不變,計劃 每年於 3 月再作檢討,並於 4 月公佈下年度安排。  



 
 

權利： 

1. 可參加本中心所舉辦的課程及活動。 

2. 可享用中心設施（包括：借用電腦,使用康樂用品…等）。 

3. 每季免費收到本中心的課程及活動資料。 

申請手續： 

● 親身到本中心接待處填交申請表,費用全免；申請時須出示有效

身份證明文件,但無須帶備相片。 

遺失： 

 如遺失會員證,須盡快到中心接待處報失,並可重新申請(及需繳

費$10）。 

有效日期： 

1. 會員證之有效日期為一年,由申請日起計。 

2. 如會員證之有效日期已屆滿,將自動喪失享用上列各項權利,恕不

再個別通知。 

家庭會員／個人會員： 

為鼓勵整個家庭一起參加各單位的活動,全家申請為會員,可同時獲

發獨立的會員證六張,供家庭不同成員享用,收費比獨立申請便宜。 

備註： 

→  會員證適用於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及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

服務中心,不適用於本會其他部門及設施。 

→ 會員申請及有關個人資料用於發送本會活動資料給閣下,如你不

欲收到這些資料,請致電 2571-3117(銅鑼灣) / 3428-5753(柴灣)跟進。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休息    中心開放 

 一. 會員制度 

 二. 服務時間 

取錄原則： 

服務項目一般以先到先得方式接受報名,有個別項目會先收表格,再約晤申請

人,根據申請人的個別需要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有關安排會在活動簡介上闡

明,落選人士亦會在接獲結果時得悉其不被取錄的原因。 

取消／退出： 

(一) 本中心決定取消之服務項目或班組活動： 

盡快通知（口頭或書面,視乎涉及項目）已報名人士,安排轉報其他合適的項目

或退還已繳費用。 

退款時請留意： 

*須出示退款通知信及有關收據； 

*退款通知信上已列明有效日期（如無列明,一般情況是服務原定舉行日期之
一個月內）,逾期未取之款項,將由本中心撥作服務用途。 

(二) 已報名人士欲退出已報名之項目： 

以口頭通知本中心接待處或有關項目之負責同事即可；一般情況下,已繳交
之費用慨不發還,亦不能由其他人士代替上課。 

我們除了定期通過問卷和電話訪問搜集您的意見外,歡迎您： 

├    使用本中心設在接待處的意見箱； 

├    直接將意見告訴當值的同事； 

├    致電或致函予本中心高級經理。 

├    使用聖雅各福群會地下大堂的意見箱； 

├    使用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電郵（opinion@sjs.org.hk）； 

（直線電話:3106-4673 / 地址: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邨榮樓第五座二樓) 

 

 

  

我們職員於 3 個工作天內與您聯絡,並承諾於
15 個工作天之內回覆。 

五. 惠賜意見 

2021 年 7 月 至 9 月季刊 

開始報名日期: 2021 年 5 月 8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 14:00        

14:00- 18:00        

18:00- 22: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 14:00        

14:00- 18:00        

18:00- 22:00        

 三. 惡劣天氣安排 

 中心設施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一般戶外 活動 
山野及水上活

動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1 號風球     

3 號風球     

8 號風球或以上     

 四. 報名須知 

 

懸掛暴雨或颱風警告訊號後本中心各項服務的應變安排： 

✓：中心照常開放；活動照常舉行。 

：中心暫停開放；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行。 

▲：若中心未開放,將暫停開放；若活動未開始,將取消或延期；若中心開放中,活

本「季刊」內所有列出的班組活動： 

填妥「課程/活動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到本中心接待處辦理報名手續,一般

來說,您會即時得悉報名是否獲得接納,並取回收條,所有要繳費的項目,均不

接受電話留位。 

郵遞報名： 

如您未能親身到本中心接待處辦理報名手續,您可用郵遞方式辦理。請填妥報

名表,連同支票,於開始報名日後寄予本中心,報名一經接納,收條及有關資料

將於所報課程／活動開課第一天交回給您。 

請留意以下事項： 

‧請先行致電本中心接待處查詢該項目是否已滿額； 

‧每個報名項目請獨立開一張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聖雅各福群會」。 

保留收據： 

請在報名手續完成後保留收據至活動完結,以便因服務改期或人數不足時,可

憑收據退回款項。 

mailto:opinion@sjs.org.hk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2571-3117 

傳真: 2571-7762 

電郵: cbcentre@sjs.org.hk 

地址: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邨榮樓五座一樓 

聖雅各福群會 青年服務 

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3428-5753 

傳真: 3428-5774 

電郵: cwcentre@sjs.org.hk 

地址: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商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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