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推介特別推介新興運動 遊戲治療
藝術治療Wild Camp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 愛華服務處

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100號4樓
電話：2558 0708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 愛華服務處

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100號4樓
電話：2558 0708

編號：4001- 0283/20
IPSC實用射擊訓練-初級
對象：升小五至升中二會員 (適合初學者)

編號：4001- 0282/20
IPSC實用射擊訓練-中級 
對象：升小五至升中六會員
           (適合完成初級課程者)

編號：4001- 0277/20
IPSC實用射擊比賽20
對象：升小五至升中六學生
           (適合完成初級或以上課程者)

編號：4001- 0325/20
新興運動-芬蘭木柱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 0324/20
新興運動-健球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 0274/20
新興運動-地板冰壺
對象：升小三至升中一兒童

日期：27/7、29/7、30/7、31/7/20
            ( 一、三、四、及五 )
時間：下午4:45-6:45
收費：$100 / 4節

日期：4/8、5/8、7/8/20 ( 二、三、五 )
時間：下午4:00-6:00
收費：$100 / 3節

日期：15/8/20 (六)
時間：晚上7:00-8:30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節

日期：6/8/20 (四)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節

日期：13/8/20 (四)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節

日期：20/8/20 (四)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節

內容：IPSC實用射擊訓練，提升專注力，學習訂
定目標及時間管理。整個課程共進行7套射擊動
作練習及進行技術測試。

內容：進深IPSC實用射擊訓練。行動射擊練習、
目標管理、時間安排練習及進行射擊比賽。

內容：IPSC實用射擊比賽。第一部份-定靶射
擊，第二部份-STAGE射擊比賽。

內容：芬蘭木柱玩法類似保齡球加上飛鏢的計分
方法。歡迎大家呼朋喚友，一齊來玩。

內容：健球是一項三隊同時作賽的球類運動，除
了考驗團隊合作及攻防策略，也能鍛鍊身手及反
應，大家不妨今個暑假來挑戰一下！

內容：一種不分男女、長幼的運動，可以一齊參
與及較量。玩法與冰壺類近，講求專注、眼界和
策略。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職員：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IPSC實用射擊及新興運動系列

兒童、青少年及家庭

藝術 x 
新興運動

fb:mevccitep2000 ig:mevcc.itep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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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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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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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愛華暑期全日託管/半日託管服務2020愛華暑期全日託管/半日託管服務

日期

費用 

時間

內容

對象

地點

查詢 / 申請

備註

職員

活動編號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名額有限，歡迎向託管職員查詢。

全日託管：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9:00-下午6:00
半日託管：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下午1: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全日託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午膳、多元活動及外出活動。
半日託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及多元活動。

升小一至升中一學生

愛華服務處

歡迎致電2558 0708或填妥報名表格，親臨/郵寄/傳真(2898 4090)
至愛華服務處 (地址：香港柴灣道100號四樓)。

1.  現有託管學生優先報名。6月15日(一)開始接受公開報名。
2.  全日託管每期活動均有不同內容，詳情請留意有關活動時間表。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或福利助理－陳雪怡姑娘

全日託全費：每期$825
半日託全費：每期$250

(半日託如需午膳，每期另加$125)

全日託全費：每期$2475
半日託全費：每期$750

(半日託如需午膳，另加$375)

7月(第一期)
7月20日至7月24日

（共5天）

  7月(第二期)
7月27日至7月31日

（共5天）

 8月(第三期)
8月3日至8月21日

（共15天）

兒童藝術治療小組

基本收費 - $600 (6節)，之後每節$100 
綜援或本機構心花放家庭：
基本收費 - $300 (6節)，之後每節 $50
基本收費已包括：6節特別遊戲時間，
每節45分鐘

兒童為本
遊戲治療 - 個人輔導

透過特別遊戲時間，讓孩子在安全的
環境下，表達和探索自己。

如有查詢，請親臨愛華服務處或
　致電2558-0708 

與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聯絡。

形式 單對單個人輔導，另按需要，與家
長面談作跟進或提供專業意見

地點

對象

愛華服務處
3至10歲受情緒、成長及家庭困擾
的兒童

備註：家長需先與社工面談，以了解孩子
            是否合適參與。

費用

特別推介
「Do you see the 北斗星」
二日一夜Wild Camp

編號：4001- 0424/20

對象 升中二至升中五

1. 預備會
日期：23/7/20 (四)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2. Wild Camp
日期：29-30/7/20 (三、四)
集合時間及地點：
29/7 – 耀東服務處中午12:00
解散時間及地點：
30/7 – 耀東服務處下午4:00

一個好玩的暑假總需要流點汗水，今次露營
會與大家一同攀山涉水、生火煮食、看日出
觀星星、水陸大挑戰及環保小體驗等，除可
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樂趣，亦都又玩又食又識
人，你還等，快點報名參加吧。

收費    $100會員/ $120非會員
地點    鹹田灣
負責    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江卓然先生及鄧衍瑋先生

備註：
活動費用不包括來回車費，請參加者自備

 $1,000 / 6節，每節90分鐘
已包括$100的材料費用

透過不同的藝術材料來創作，讓兒童能探
索及表達內心的想法，從而加強他們的自
我認識、幫助情緒及社交發展，達致改善
身心健康的效果。

如有查詢，請親臨愛華服務處或
致電2558-0708 

與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聯絡。

形式 以小組形式進行，每組6人

對象

地點 愛華服務處

6-8歲 / 9-11歲 兒童 (歡迎有特殊
發展或學習需要的兒童參與)

備註：家長可參與一節藝術治療工作坊，以
　　　體驗及認識有關服務；治療師或按個
　　　別需要約見家長，以了解孩子需要。

費用

導師 林旭艷姑娘 
(英國註冊藝術心理治療師)

半日：0003-0002/20
全日：0003-0001/20

半日：0003-0003/20
全日：0003-0004/20

半日：0003-0005/20
全日：0003-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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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星期一

內容：透過互動輕鬆的遊戲和活動，幫助幼
兒認識和分辨不同的情緒，並在活動中學習
社交技巧，和人做朋友。

備註：請帶備水瓶

內容：大肌肉活動除了幫助幼兒骨骼、體能
發展和刺激腦部與感覺統合能力相關的發展
外；幼兒亦能透過遊戲學習正面思考、提升
社交能力。

備註：參加者須穿著輕便服裝，並帶備水樽

內容：學習製作不同手工藝，為自己和身邊
人帶來小小心意。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

內容：利用方塊積木加入生活科學原理，製
作玩具，發揮想像力及研發精神。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

內容：在現在的生活中，盆景植物在家庭裝
飾中已經越來越流行。在客廳、書房、居室
中擺放一盆盆景，不僅能提升裝飾的格調與
韻味，還能讓我們的心情更加愉悅。就讓我
們一起製作盆景，為家中的美觀出一分力。

內容：利用3D打印筆，在空中畫畫，發揮想
像力，同時從中學習幾何立體概念。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

內容：認識愛護大自然的重要，利用環保材
料進行創意遊戲；認識素食對環境保護的好
處，一起製作迷你素食Pizza作為下午茶。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請自備餐盒

內容：活動採用軟式飛盤進行有趣項目挑
戰，包括飛盤射龍門考考眼界、飛盤奪寶物
考你準繩度及飛盤達陣賽。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自備飲料 

內容：無論大人或小朋友，見到色彩繽紛的
氣球都會非常開心，特別是一些精心設計的
造型氣球。就讓我們一起製作簡單的造型氣
球，感受氣球為我們帶來的樂趣。

內容：夏日又到了！又是大玩水戰的時間，
快點約埋你的朋友一同來大玩特玩啦！

備註：請帶備包頭拖鞋、毛巾、替換衣物

情緒小管家 (A組)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大肌肉遊戲時間 
對象：升K2至升K3會員

和你做手工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STEM 玩具研究室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414/20
高小盆景體驗坊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3D創作樂園（高小）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436/20
大自然親善大使訓練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兒童

編號：4001- 0334/20
飛盤大賽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 0442/20
造型氣球基礎班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兒童

編號：4001- 0466/20
夏日水戰大鬥法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兒童

情緒篇
編號：4001- 0319/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40 / 2節

社交篇
編號：4001- 0335/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72/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67/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90 / 3節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7月/20)
編號：4001- 0318/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69/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90 / 3節

(7月/20)
編號：4001- 0273/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0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2/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15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15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18/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0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34/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150 / 3節

時間：下午3:15-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楊燕慈姑娘 (7月) 、張朗詩姑娘 (8月) 

日期：27/7/20 (一)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50會員 / $70非會員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日期：3/8/20 (一)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20會員 / $40非會員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10/8/20 (一)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20會員 / $40非會員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17/8/20 (一)
時間：下午3:45-5:45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陳美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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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愛華暑期全日託管/半日託管服務2020愛華暑期全日託管/半日託管服務

日期

費用 

時間

內容

對象

地點

查詢 / 申請

備註

職員

活動編號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申請減費，名額有限，歡迎向託管職員查詢。

全日託管：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9:00-下午6:00
半日託管：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下午1: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全日託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午膳、多元活動及外出活動。
半日託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及多元活動。

升小一至升中一學生

愛華服務處

歡迎致電2558 0708或填妥報名表格，親臨/郵寄/傳真(2898 4090)
至愛華服務處 (地址：香港柴灣道100號四樓)。

1.  現有託管學生優先報名。6月15日(一)開始接受公開報名。
2.  全日託管每期活動均有不同內容，詳情請留意有關活動時間表。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或福利助理－陳雪怡姑娘

全日託全費：每期$825
半日託全費：每期$250

(半日託如需午膳，每期另加$125)

全日託全費：每期$2475
半日託全費：每期$750

(半日託如需午膳，另加$375)

7月(第一期)
7月20日至7月24日

（共5天）

  7月(第二期)
7月27日至7月31日

（共5天）

 8月(第三期)
8月3日至8月21日

（共15天）

兒童藝術治療小組

基本收費 - $600 (6節)，之後每節$100 
綜援或本機構心花放家庭：
基本收費 - $300 (6節)，之後每節 $50
基本收費已包括：6節特別遊戲時間，
每節45分鐘

兒童為本
遊戲治療 - 個人輔導

透過特別遊戲時間，讓孩子在安全的
環境下，表達和探索自己。

如有查詢，請親臨愛華服務處或
　致電2558-0708 

與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聯絡。

形式 單對單個人輔導，另按需要，與家
長面談作跟進或提供專業意見

地點

對象

愛華服務處
3至10歲受情緒、成長及家庭困擾
的兒童

備註：家長需先與社工面談，以了解孩子
            是否合適參與。

費用

特別推介
「Do you see the 北斗星」
二日一夜Wild Camp

編號：4001- 0424/20

對象 升中二至升中五

1. 預備會
日期：23/7/20 (四)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2. Wild Camp
日期：29-30/7/20 (三、四)
集合時間及地點：
29/7 – 耀東服務處中午12:00
解散時間及地點：
30/7 – 耀東服務處下午4:00

一個好玩的暑假總需要流點汗水，今次露營
會與大家一同攀山涉水、生火煮食、看日出
觀星星、水陸大挑戰及環保小體驗等，除可
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樂趣，亦都又玩又食又識
人，你還等，快點報名參加吧。

收費    $100會員/ $120非會員
地點    鹹田灣
負責    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江卓然先生及鄧衍瑋先生

備註：
活動費用不包括來回車費，請參加者自備

 $1,000 / 6節，每節90分鐘
已包括$100的材料費用

透過不同的藝術材料來創作，讓兒童能探
索及表達內心的想法，從而加強他們的自
我認識、幫助情緒及社交發展，達致改善
身心健康的效果。

如有查詢，請親臨愛華服務處或
致電2558-0708 

與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聯絡。

形式 以小組形式進行，每組6人

對象

地點 愛華服務處

6-8歲 / 9-11歲 兒童 (歡迎有特殊
發展或學習需要的兒童參與)

備註：家長可參與一節藝術治療工作坊，以
　　　體驗及認識有關服務；治療師或按個
　　　別需要約見家長，以了解孩子需要。

費用

導師 林旭艷姑娘 
(英國註冊藝術心理治療師)

半日：0003-0002/20
全日：0003-0001/20

半日：0003-0003/20
全日：0003-0004/20

半日：0003-0005/20
全日：0003-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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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內容：透過互動輕鬆的遊戲和活動，幫助幼
兒認識和分辨不同的情緒，並在活動中學習
社交技巧，和人做朋友。

備註：請帶備水瓶

內容：透過情境化的遊戲及活動，加強幼兒
穿衣、穿鞋、收拾等自理能力，讓幼兒能按
其成長步伐成為自理小精英。

備註：
1. 請帶備小毛巾、毛巾盒、水瓶及小背包
2. 兩組內容相同，切勿重覆報名

內容：利用3D打印筆，在空中畫畫，發揮想
像力，同時從中學習幾何立體概念。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

內容：烹調能訓練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提升自
信心，活動讓孩子學習烹調健康美味小食，
一同享受休閒下午。

備註：請帶備水樽、食物盒和圍裙

內容：當你在街上看到有需要的人，是否很
想幫助他們，但不知如何幫助？參加這個小
組，一同合作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一同
為社會出一分力吧！

備註：完成服務可參與「義工獎勵計劃」及
            登記服務時數

內容：透過一同玩桌上遊戲，認識朋友，了
解自己的情緒和學懂處理自己負面情緒的方
法。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內容：近年新興手作蠟燭，製作蠟燭的確並
非一件簡單的事，但只要堅持你也可以做到
呢！就讓我們一同製作屬於自己的蠟燭吧！

內容：閱讀繪本不單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
更可提升專注力、想像力，優質的內容更能
作為孩子品格教育的素材。每節將會和孩子
閱讀一至兩本繪本書，並輔以遊戲或小手工
深化孩子的學習。

內容：透過不同任務和遊戲，讓孩子學習與
人相處、合作和溝通，並建立他們的解難能
力，讓孩子也能成為領袖。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自備飲料

情緒小管家 (B組)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自理小精英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編號：4001- 0435/20
3D創作樂園（初小）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三會員

玩玩新煮意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高小義工小組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高小棋「樂」無窮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433/20
高小蠟燭體驗坊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幼兒讀書會
對象：升K2至升K3會員

歷奇小領袖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星期三

星期二
情緒篇
編號：4001- 0326/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40 / 2節

社交篇
編號：4001- 0336/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A組
編號：4001- 0471/20
日期：21/7至4/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B組
編號：4001- 0468/20
日期：11/8至25/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28/7至18/8/20 (逢二)
時間：上午10:15-11:30
收費：$20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21/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7/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9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4/8至11/8/20 (逢二)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10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1/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免費 / 1節

(8月/20)
編號：4001- 0430/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免費 / 3節

時間：下午2:15- 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54/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15 / 1節

(8月/20)
編號：4001- 0431/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45 / 3節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8/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27/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90 / 3節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20/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4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8/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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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內容：透過互動輕鬆的遊戲和活動，幫助幼
兒認識和分辨不同的情緒，並在活動中學習
社交技巧，和人做朋友。

備註：請帶備水瓶

內容：透過情境化的遊戲及活動，加強幼兒
穿衣、穿鞋、收拾等自理能力，讓幼兒能按
其成長步伐成為自理小精英。

備註：
1. 請帶備小毛巾、毛巾盒、水瓶及小背包
2. 兩組內容相同，切勿重覆報名

內容：利用3D打印筆，在空中畫畫，發揮想
像力，同時從中學習幾何立體概念。

備註：費用包括活動材料

內容：烹調能訓練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提升自
信心，活動讓孩子學習烹調健康美味小食，
一同享受休閒下午。

備註：請帶備水樽、食物盒和圍裙

內容：當你在街上看到有需要的人，是否很
想幫助他們，但不知如何幫助？參加這個小
組，一同合作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一同
為社會出一分力吧！

備註：完成服務可參與「義工獎勵計劃」及
            登記服務時數

內容：透過一同玩桌上遊戲，認識朋友，了
解自己的情緒和學懂處理自己負面情緒的方
法。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內容：近年新興手作蠟燭，製作蠟燭的確並
非一件簡單的事，但只要堅持你也可以做到
呢！就讓我們一同製作屬於自己的蠟燭吧！

內容：閱讀繪本不單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
更可提升專注力、想像力，優質的內容更能
作為孩子品格教育的素材。每節將會和孩子
閱讀一至兩本繪本書，並輔以遊戲或小手工
深化孩子的學習。

內容：透過不同任務和遊戲，讓孩子學習與
人相處、合作和溝通，並建立他們的解難能
力，讓孩子也能成為領袖。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自備飲料

情緒小管家 (B組)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自理小精英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編號：4001- 0435/20
3D創作樂園（初小）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三會員

玩玩新煮意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高小義工小組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高小棋「樂」無窮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433/20
高小蠟燭體驗坊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幼兒讀書會
對象：升K2至升K3會員

歷奇小領袖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星期三

星期二
情緒篇
編號：4001- 0326/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40 / 2節

社交篇
編號：4001- 0336/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A組
編號：4001- 0471/20
日期：21/7至4/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B組
編號：4001- 0468/20
日期：11/8至25/8/20 (逢二)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28/7至18/8/20 (逢二)
時間：上午10:15-11:30
收費：$20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21/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7/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9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4/8至11/8/20 (逢二)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10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1/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免費 / 1節

(8月/20)
編號：4001- 0430/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免費 / 3節

時間：下午2:15- 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54/20
日期：21/7/20 (二)
收費：$15 / 1節

(8月/20)
編號：4001- 0431/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45 / 3節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8/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27/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90 / 3節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20/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4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8/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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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星期三

星期四

編號：4001- 0429/20
高小和諧粉彩體驗班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小小魔術師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編號：4001- 0340/20
情緒善意表達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專注遊戲智FUN 
對象：升K2至升小一會員

編號：4001- 0437/20
高小製出我的手機殻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故事藝術樂園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會員

花哩碌藝術空間
（小學）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五會員

NERF GUN SHOOTER
對象：升小三至升小六會員

內容：香港是個繁忙、急促的城市，我們都
需要安靜的時間及需要「我」的時間，透過
和諧粉彩可以平靜心靈，不單可放鬆心情，
更可以認識朋友。完成畫作後，亦可將畫作
當作禮物送予朋友，傳達心中的想法，更可
給予對方溫暖的鼓勵。

內容：學習魔術不只是講求魔術技巧，表達
能力亦十分重要，活動能讓孩子發揮表演
慾，增強自信心。

內容：認識情緒，以生活例子學習善意回
應，提升表達能力及解決人際衝突。

內容：從遊戲中訓練孩子專注力和大小肌
肉，做個精叻快樂寶寶！ 

備註：請帶備水樽及小手巾

內容：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手機殼，但又不
知 道 如 何 製 作 ？ 不 要 緊 ， 這 個 活 動 幫 到
你，就等我地一齊製作屬於我們的手機殻吧！

備註：需在報名時登記要製作的手機殼型號

內容：繪本故事除了能帶出生活大道理，更
能刺激孩子的想象力和創意！活動透過分享
繪本故事，帶孩子進入愉快的藝術創作空
間。

內容：藝術讓孩子有空間表達所思所想，發
揮無限創意。利用不同媒介與工具，讓孩子
將想像力以好玩的視覺形式呈現！

備註：
1. 活動期間可能會弄污衣物，建議穿著可弄  
      污的衣物鞋履出席活動
2.  本期為暑期特別活動，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安排。本期參加者亦不設在9-12月一季的
     優先報名安排

內容：進行NERF槍射擊活動、射靶及團隊射
擊挑戰。

備註：活動提供NERF槍物資，歡迎參加者自
            備合適的護目鏡或平光眼鏡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100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33/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6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339/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9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30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75/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4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280/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60 / 3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10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76/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4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281/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6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7月/20)
編號：4001- 0368/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0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00/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150 / 3節

(8月/20)
編號：4001-0279/20
日期：7/8-21/8/20 (逢五)
收費：$60 / 3節

(7月/20)
編號：4001-0284/20
日期：24/7-31/7/20 (逢五)
收費：$40 / 2節 

時間：下午2:15-3: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SNO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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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星期六

青少年小組 / 活動青少年小組 / 活動

編號：4001- 0316/20
花哩碌藝術空間
(幼兒A組) (7-8月/20)
對象：升K2至升K3會員

編號：4001- 0317/20
花哩碌藝術空間
(幼兒B組) (7-8月/20)
對象：升K3至升小一會員

編號：4001- 0271/20
專注力遊戲小組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二會員

編號：4001- 0269/20
歷奇大領袖
對象：升小五至中一會員

編號：4001- 0272/20
專注力訓練小組
對象：升小三至升小四會員

編號：4001- 0298/20
高小Handcream
工作坊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會員

編號：4001- 0460/20
初中盆景體驗坊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50/20
初中蠟燭體驗坊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53/20
初中製出我的手機殼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43/20
初級結他班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日期：18/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25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日期：18/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收費：$25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日期：18/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20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18/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10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鄧衍瑋先生

日期：18/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下午3:30-4:30
收費：$20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15/8/20 (六)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40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時間：下午3:30-4:30
收費：$15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3/8至10/8/20 (逢一)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10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10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時間：下午2:15-3:15
收費：$100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內容：藝術讓孩子有空間表達所思所想，發
揮無限創意。利用不同媒介與工具，讓孩子
將想像力以好玩的視覺形式呈現！

備註：
1. 活動期間可能會弄污衣物，建議穿著可弄
      污的衣物鞋履出席活動
2. 本期為暑期特別活動，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安排。本期參加者亦不設在9-12月一季的
       優先報名安排

內容：透過互動遊戲和專注練習，發掘孩子
接收訊息的能力、建立技巧，強化兒童視
覺及聽覺的專注力。

內容：透過不同任務和遊戲，讓孩子學習與
人相處、合作和溝通，並建立他們的解難能
力，讓孩子也能成為領袖！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自備飲料

內容：透過互動遊戲和專注練習，發掘孩子
接收訊息的能力、建立技巧，強化兒童視
覺、聽覺專注力。

內容：最近用得酒精搓手液多，皮膚是否變
得乾燥？不如一齊自製Handcream，滋潤
自己，又可以送給身邊朋友，滋潤他們。

內容：在現在的生活中，盆景植物在家庭裝
飾中已經越來越流行。在客廳、書房、居室
中擺放一盆盆景，不僅能提升裝飾的格調與
韻味，還能讓我們的心情更加愉悅。就讓我
們一起製作盆景，為家中的美觀出一分力。

內容：近年新興手作蠟燭，製作蠟燭的確並
非一件簡單的事，但只要堅持你也可以做到
呢！就讓我們一同製作屬於自己的蠟燭吧。

內容：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手機殼，但又不
知 道 如 何 製 作 ？ 不 要 緊 ， 這 個 活 動 幫 到
你，就等我地一齊製作屬於我們的手機殻吧！

備註：需在報名時登記要製作的手機殼型號

內容：認識簡單的樂理、彈奏結他方法，唱
出你喜歡的歌。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結他

星期一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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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小組 / 活動青少年小組 / 活動

(7月/20)
編號：4001- 0447/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20 / 2節

編號：4001- 0444/20
Tabata體驗班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愛情是何物？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韓國文化交流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初中義工組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初中棋「樂」無窮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59/20
初中和諧粉彩體驗班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51/20
行山樂趣多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編號：4001- 0455/20
初中Handcream
工作坊
對象：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星期三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時間：下午3:30-4:30
收費：$60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8月/20)
編號：4001- 0446/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30 / 3節

(7月/20)
編號：4001- 0449/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2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48/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30 / 3節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57/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免費

(8月/20)
編號：4001- 0456/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免費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時間：下午5:00-6:00
收費：$100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52/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2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45/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30 / 3節

星期五

日期：25/7、8/8/2020 (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收費：$60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15/8/20 (六)
時間：下午3:30-4:30
收費：$40 / 1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星期六

內容：學業壓力大，但又想做運動？Tabata
是近年新興的高強度間歇訓練運動，目的是
希望同時提升身體的有氧和無氧 (心肺功能和
肌肉) 的運動能力，讓身體能負擔越來越大的
運動量。 這個暑期就讓我們一起做運動吧。

內容：剛踏入青春期，是否對愛情產生疑
問？就讓我們透過遊戲，用生動有趣的方式
認識愛情吧！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內容：韓流在香港十分盛行，但你對韓國的
文化又知道多少？參加這個小組，我相信你
可以認識更多韓國食物、衣著、演藝事業、
語言和文化呢！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內容：當你在街上看到有需要的人，是否很
想幫助他們，但不知如何幫助？參加這個小
組，一同合作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一同
為社會出一分力吧。

備註：完成服務可參與「義工獎勵計劃」及
            登記服務時數

內容：透過一同玩桌上遊戲，認識朋友，了
解自己的情緒和學懂處理自己負面情緒的方
法。

內容：香港是個繁忙、急促的城市，我們都
需要安靜的時間及需要「我」的時間，透過
和諧粉彩可以平靜心靈，不單可放鬆心情，
更可以認識朋友。完成畫作後，亦可將畫作
當作禮物送予朋友，傳達心中的想法，更可
給予對方溫暖的鼓勵。

內容：運動對身體好，相信大家也知道。暑
假是適合行山的季節，就讓我們一起行山
吧。

備註：有少量零食提供

內容：最近用得酒精搓手液多，皮膚是否變
得乾燥？不如一齊自製Handcream，滋潤
自己，又可以送給身邊朋友，滋潤他們。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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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親子及家長活動親子及家長活動
星期五

編號：4001- 0322/20
親子平行畫室-
探索孩子心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學生及
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編號：4001- 0461/20
親子蛋糕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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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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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8/20
一家人齊心黑夜前行 
(親子定向)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及
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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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畫室 – 分享投射繪畫觀察技巧，觀察孩子的圖畫，解讀
孩子的潛意識。加強對小朋友的了解。　　　
活動包括：1. 投射繪畫法基本解說；
                    2. 親子繪畫；
                    3. 圖像分享及分析，每位家長將安排個別面見時間。
兒童畫室 – 由導師帶領小朋友進行繪畫創作，導師亦就繪畫過程作
                       觀察及協助分析。
備註：每節內容均有連貫性，請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

內容：親子齊學整蛋糕，分享美味亦享受互動製作過程，增進親子
共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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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活動主題為「逆境前行」，考驗家庭成員的合作性及堅
毅精神。活動範圍由中心本部至興民邨、山翠苑一帶。參加者以隊
制形式作賽，每隊最少兩人，最多四人，組合中必需有親子組合。
快Ｄ同你的家人一齊參與戰勝逆境。
備註：請自備電筒和手提電話及預早下載「QR CODE SCANNER」，
            以便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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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至7/8/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8:45
收費：每位$60會員 / $80非會員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張朗詩姑娘

日期：14/8 至21/8/20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每位 $100會員 / $120非會員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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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0 (六)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每位 $30會員 / $50 非會員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張朗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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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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親子及家長活動親子及家長活動
星期五

編號：4001- 0322/20
親子平行畫室-
探索孩子心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學生及
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編號：4001- 0461/20
親子蛋糕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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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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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8/20
一家人齊心黑夜前行 
(親子定向)
對象：升小一至升中一兒童及
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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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畫室 – 分享投射繪畫觀察技巧，觀察孩子的圖畫，解讀
孩子的潛意識。加強對小朋友的了解。　　　
活動包括：1. 投射繪畫法基本解說；
                    2. 親子繪畫；
                    3. 圖像分享及分析，每位家長將安排個別面見時間。
兒童畫室 – 由導師帶領小朋友進行繪畫創作，導師亦就繪畫過程作
                       觀察及協助分析。
備註：每節內容均有連貫性，請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

內容：親子齊學整蛋糕，分享美味亦享受互動製作過程，增進親子
共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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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活動主題為「逆境前行」，考驗家庭成員的合作性及堅
毅精神。活動範圍由中心本部至興民邨、山翠苑一帶。參加者以隊
制形式作賽，每隊最少兩人，最多四人，組合中必需有親子組合。
快Ｄ同你的家人一齊參與戰勝逆境。
備註：請自備電筒和手提電話及預早下載「QR CODE SCANNER」，
            以便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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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至7/8/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8:45
收費：每位$60會員 / $80非會員 / 3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張朗詩姑娘

日期：14/8 至21/8/20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每位 $100會員 / $120非會員 / 2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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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0 (六)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每位 $30會員 / $50 非會員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張朗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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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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一

幼動音樂奇遇劇
對象：4至6歲幼兒

醒目仔小法師
魔術班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科學家工作室
對象：4至6歲幼兒

四驅車改造及競技
對象：6至9歲兒童

魔法的一半是科學
對象：6至12歲兒童

暑期日文課程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內容：本課程利用不同故事作戲劇學習，引導幼
兒以英語、演習故事的情節，以生動有趣的方式
學習英語和故事背後的小道理。提升幼兒英文能
力及自信心。

備註：
1. 8月學費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適合幼兒及魔術初學者學習。以近
景魔術為主。學習魔術可以提高幼兒的想像力，
增加幼兒的自信心並鍛煉協調能力。

1. wow真空交換     2. 小丑變色卡     3. 預言鐘錶               
4. 年齡測試卡          5. 印度剛柔繩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幼兒是充滿好奇心的時期，腦袋對周遭世
界內摸索提出探究，掌握這種特性而導向培養，
必定能刺激他們的科學精神，本課程以簡易觸手
能作的科學環保作品，讓幼兒成為未來科學家。

1. 吱喳蟬 / 小丑走鋼綫 
2. 鹽水的浮力 / 自製電話
3. 鏡子屋 / 彩色陀螺
4. 地球儀 / 哈哈鏡
5. 太陽系 / 磁性釣魚桿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教授四驅車製作及改造技巧，內裏
牽涉力學的多個元素，並以比賽實踐課堂所學，
特別強調以四驅車爭取更快的方法，實行「難題
解決」的能力培養。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魔術到底是自己的幻覺還是魔術師的巫
術？課程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解開魔術的另一面
是科學理念。將魔術應用在科學、心理學、神經
學，甚至是數學知識來展示不可思議的奇妙現
象。

1. 方糖溶不了                2. 自製幻變空間
3. 不可思議讀心術        4. 撲克大力士
5. 蝴蝶停留術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以互動性為教學方針，並附加不同
趣味題材，使學童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日語，如
自我介紹、打招呼、購物、飲食等簡單會話，培
養學童對語文的興趣。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7月/20)
編號：4001- 0342/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5/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4/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00會員/
            $12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6/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3堂

(7月/20)
編號：4001- 0343/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0/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44/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2/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70會員/
            $2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1/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00會員/
            $12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296/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0/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297/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10會員/
            $230非會員/ 3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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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一

內容：由導師教授小結他的技巧和簡單樂理，培
養學童對音樂的興趣，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備註：
1. 如有需要，可向導師加購小結他或向中心借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由導師教授小結他的技巧和簡單樂理，培
養學童對音樂的興趣，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備註：
1. 如有需要，可向導師加購小結他或向中心借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HG版的全名是High Grade，其製作及色
模均十分細緻，模型關堂能自由作出各種型態及
姿勢擺設。本課程集中高手級的滲線、漬洗乾掃
等上色技巧，加上發炮效果，裝甲損毀，自製支
架等改造技術，鍛煉手眼協調能力。

1. HG高達模型製作        2. 上色處理I 
3. 上色處理 II                   4.  改造製作
5. 地型製作技巧 

備註：

內容：課程教授字母的發音，書寫字母及基本書
寫技巧、單字發音、辨別不同單字的各個發音等
等。讓學童於輕鬆互動模式中學習英語基本發音
及拼讀技巧。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藉由此課程，小朋友將會有機會認識各行
各業，了解不同職業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課
程活動豐富有趣，小朋友可以輕鬆地接觸有關職
業的英文單詞或指標性用語。
1. 消防員與救護員的日常
2. 老師的日常
3. 醫生與護士的日常
4. 飛機師與空中服務員
5. 律師與法官大人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旨在向小朋友介紹簡單待人接物的
相處技巧、簡單的餐桌禮儀，讓他們能夠在小朋
友之間獲得讚賞，對他們建立自信心有很大的幫
助。
1. 打招呼的注意事項、與陌生同學之間相處
2. 簡單的餐桌禮儀文化
3. 衣著的恰當性等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初小
夏威夷小結他班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高小
夏威夷小結他班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HG高達1:144模型
製作班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Phonics拼音

齊齊學 (幼兒)
對象：4至5歲幼兒

職場新鮮人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小紳士、小淑女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2/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3/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3/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4/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45/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1/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70會員/
            $290非會員/ 3堂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5/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7/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7月/20)
編號：4001- 0348/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20會員/
            $140非會員/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0/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6/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9/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210會員/
            $230非會員/ 3堂

1. 8月學費包括Bandai HG版模型一盒及其他所
    需材料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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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一

內容：由導師教授小結他的技巧和簡單樂理，培
養學童對音樂的興趣，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備註：
1. 如有需要，可向導師加購小結他或向中心借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由導師教授小結他的技巧和簡單樂理，培
養學童對音樂的興趣，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備註：
1. 如有需要，可向導師加購小結他或向中心借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HG版的全名是High Grade，其製作及色
模均十分細緻，模型關堂能自由作出各種型態及
姿勢擺設。本課程集中高手級的滲線、漬洗乾掃
等上色技巧，加上發炮效果，裝甲損毀，自製支
架等改造技術，鍛煉手眼協調能力。

1. HG高達模型製作        2. 上色處理I 
3. 上色處理 II                   4.  改造製作
5. 地型製作技巧 

備註：

內容：課程教授字母的發音，書寫字母及基本書
寫技巧、單字發音、辨別不同單字的各個發音等
等。讓學童於輕鬆互動模式中學習英語基本發音
及拼讀技巧。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藉由此課程，小朋友將會有機會認識各行
各業，了解不同職業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課
程活動豐富有趣，小朋友可以輕鬆地接觸有關職
業的英文單詞或指標性用語。
1. 消防員與救護員的日常
2. 老師的日常
3. 醫生與護士的日常
4. 飛機師與空中服務員
5. 律師與法官大人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旨在向小朋友介紹簡單待人接物的
相處技巧、簡單的餐桌禮儀，讓他們能夠在小朋
友之間獲得讚賞，對他們建立自信心有很大的幫
助。
1. 打招呼的注意事項、與陌生同學之間相處
2. 簡單的餐桌禮儀文化
3. 衣著的恰當性等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初小
夏威夷小結他班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高小
夏威夷小結他班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HG高達1:144模型
製作班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Phonics拼音

齊齊學 (幼兒)
對象：4至5歲幼兒

職場新鮮人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小紳士、小淑女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2/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3/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3/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4/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45/20
日期：20/7至27/7/20 (逢一)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1/20
日期：3/8至17/8/20 (逢一)
收費：$270會員/
            $290非會員/ 3堂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295/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7/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7月/20)
編號：4001- 0348/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20會員/
            $140非會員/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0/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26/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9/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210會員/
            $230非會員/ 3堂

1. 8月學費包括Bandai HG版模型一盒及其他所
    需材料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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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內容：跆拳道是「身心兼顧」的武術運動，訓練
手眼協調度，平衡感及肌肉韌度。技術練習則可
以令參加者變得反應更加敏捷及靈活，增強觀察
力及判斷力，達到自衛的功效。

備註：
1. 與「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定期安排考帶
2.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內容：學習以腦中珠像替代實際撥珠的動作來執
行計算方法。促進兒童眼、手、心、腦並用，達
到多元發展。
備註：
1. 歡迎插班，會按學生個別進度教授
2. 由「世界珠心算聯合會」發出專業資格的
     導師任教
3. 需購買課本及算盤
4. 舊生優先報名，最少5人才開班

內容：本課程著重互動與實踐，讓小朋友藉不同
類型又有趣的遊戲、練習及表演，去訓練學員的
口才、腦筋和信心。內容包括：模仿學習、表達
時應有的態度與禮貌、答問技巧訓練及改善咬
字、糾正懶音等。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課程教授字母的發音，書寫字母及基本書
寫技巧、單字發音、辨別不同單字的各個發音等
等。讓學童於輕鬆互動模式中學習英語基本發音
及拼讀技巧，為學習英語打好基礎。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手作提升手眼協調能力、耐性，並透
過完成作品獲得滿足感和自信的提升。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如有需要，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內容：本課程設計以唐詩、兒歌、民謠、笑話、
繞口令為訓練形式，從多角度對每篇作品誦讀時
的語氣、語調和感情變化等進行指導，幫助學員
掌握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感染力，並學習標準的普
通話發音。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幼兒跆拳道班 
(星期二)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珠心算班 
(星期二)
對象：3至6歲幼兒

小小星級司儀
訓練班
對象：6至12歲兒童

Phonics拼音
齊齊學 (初小)
對象：6至8歲兒童

幼兒手工A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手工B
對象：4至6歲幼兒

普通話大師朗誦班
對象：4至6歲幼兒

星期三

星期二
(7-8月/20)
編號：4001- 0305/20
日期：7/7至18/8/20 (逢二)
收費：$390會員/ 
            $41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14/20
日期：15/9至29/9/20 (逢二)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47/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20會員/
            $14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78/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41/20
日期：7/7至18/8/20 (逢二)
收費：$560會員/ 
            $58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13/20
日期：15/9至29/9/20 (逢二)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46/20
日期：21/7至28/7/20 (逢二）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406/20
日期：4/8至18/8/20 (逢二)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4/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3/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6/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407/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7月/20)
編號：4001- 0357/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5/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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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三

內容：本課程主要運用兒童熟悉的輕黏土，藉由
搓、揉、捏，塑等技巧，製作成造型別緻的音樂
盒。發揮創意及想像空間。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手作提升手眼協調能力、耐性，並透
過完成作品獲得滿足感和自信的提升。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如有需要，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內容：本課程利用我們日常生活常遇見的物理及
化學現象，去教授小朋友製作專題玩具，同時做
連串的實驗，訓練小朋友解決問題的能力，刺激
他們科學和創意思維發展。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製作不同卡片機關，提升手眼協調能
力、耐性，並透過完成作品獲得滿足感和自信的
提升。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如有需要，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內容：跆拳道是「身心兼顧」的武術運動，訓練
手眼協調度，平衡感及肌肉韌度。技術練習則可
以令參加者變得反應更加敏捷及靈活，增強觀察
力及判斷力，達到自衛的功效。

備註：
1. 與「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定期安排考帶
2.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輕黏土音樂盒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輕黏土音樂盒
(初小)
對象：7至10歲兒童

小巧手工藝班
(初小)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物理化學奇世界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DIY手作爆炸盒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兒童跆拳道班
對象：
小一至中二兒童及青年

青年/成人
跆拳道班
對象：中三至24歲青年

(7月/20)
編號：4001- 0351/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2/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3/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1/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2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5/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6/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8/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4/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0/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7/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06/20
日期：8/7至19/8/20 (逢三)
收費：$390會員/ 
            $41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15/20
日期：16/9至30/9/20 (逢三)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3堂

(7-8月/20)
編號：4001- 0307/20
日期：8/7至19/8/20 (逢三)
收費：$390會員/ 
            $41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27/20
日期：16/9至30/9/20 (逢三)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7:15-8: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8:15-9: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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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三

內容：本課程主要運用兒童熟悉的輕黏土，藉由
搓、揉、捏，塑等技巧，製作成造型別緻的音樂
盒。發揮創意及想像空間。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手作提升手眼協調能力、耐性，並透
過完成作品獲得滿足感和自信的提升。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如有需要，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內容：本課程利用我們日常生活常遇見的物理及
化學現象，去教授小朋友製作專題玩具，同時做
連串的實驗，訓練小朋友解決問題的能力，刺激
他們科學和創意思維發展。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製作不同卡片機關，提升手眼協調能
力、耐性，並透過完成作品獲得滿足感和自信的
提升。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如有需要，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內容：跆拳道是「身心兼顧」的武術運動，訓練
手眼協調度，平衡感及肌肉韌度。技術練習則可
以令參加者變得反應更加敏捷及靈活，增強觀察
力及判斷力，達到自衛的功效。

備註：
1. 與「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定期安排考帶
2.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輕黏土音樂盒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輕黏土音樂盒
(初小)
對象：7至10歲兒童

小巧手工藝班
(初小)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物理化學奇世界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DIY手作爆炸盒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兒童跆拳道班
對象：
小一至中二兒童及青年

青年/成人
跆拳道班
對象：中三至24歲青年

(7月/20)
編號：4001- 0351/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2/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3/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1/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2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5/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6/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8/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4/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0/20
日期：22/7至29/7/20 (逢三)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7/20
日期：5/8至19/8/20 (逢三)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06/20
日期：8/7至19/8/20 (逢三)
收費：$390會員/ 
            $41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15/20
日期：16/9至30/9/20 (逢三)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3堂

(7-8月/20)
編號：4001- 0307/20
日期：8/7至19/8/20 (逢三)
收費：$390會員/ 
            $41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27/20
日期：16/9至30/9/20 (逢三)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7:15-8: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8:15-9: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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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四

內容：由導師教授兒童親手製作不同餐點，學習
自理能力，品嚐自家製美食。

備註：
1. 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請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內容：透過舞蹈發展體格、智力和溝通技巧，幫
助孩子表達情感。同時，希望於學習過程釋放各
種壓力，享受舞蹈的樂趣，散發藝術氣質。

備註：
1. 由「卓爾芭蕾舞學院」導師任教
2. 如有需要，可經由導師代購芭蕾服
3. 舊生優先報名，最少5人才開班

內容：由導師教授兒童親手製作不同餐點，學習
自理能力，品嚐自家製美食。

備註：
1. 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3. 請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內容：本課程藉教授不同的運算方法，讓學童掌
握不同的數學技巧，加強學童的數學基礎。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本課程著重教授拼音知識及實踐會話訓
練，使學員更有效掌握生字及句子的讀法，對升
中的英文課程奠下良好的基礎。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幼兒廚房A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廚房B
對象：4至6歲幼兒

芭蕾舞班
對象：4至9歲兒童

廚房小達人 (初小)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四兒童

廚房小達人 (高小)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兒童奧數
對象:7至9歲兒童

英文拼音及會話班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一兒童

(7月/20)
編號：4001- 0312/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8/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60會員/
            $28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00-11: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02/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89/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60會員/ 
            $28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08/20
日期：9/7至20/8/20 (逢四)
收費：$600會員/ 
            $620非會員/ 7堂

(9月/20)
編號：4001- 0328/20
日期：17/9至24/9/20 (逢四)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2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1/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2/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60會員/
            $280 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30-1: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2/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70會員/
            $19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3/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60會員/
            $28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45-5: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59/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0/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0/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1/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270會員/
            $2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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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五

內容：利用大型木塊和螺絲組裝貨車、飛機、大
炮等玩具，在不同難度製作中訓練小朋友的手眼
協調及對形狀和顏色的認知。而最後一堂小朋友
也可親手砌出可供坐下的椅子。

備註：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內容：本課程旨在透過音樂、律動和分組遊戲，
加強小朋友運用英語溝通和表達的能力，並理解
和記憶多種英文文法及生詞。在愉快的氣氛下，
小朋友必然享受學習英文的樂趣。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非洲鼓為敲擊樂器的一種，在世界各地深
受歡迎。澎湃歡樂的節奏，讓小朋友在歡樂的氣
氛下培養出演奏基礎，激發他們的創意潛能。而
非洲鼓容易學習，適合兒童參加。

備註：
1. 8月學費包括幼兒非洲鼓一個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基本的熱身訓練及教授歌曲舞步的動
作等，增強幼兒的節奏感及身體四肢的協調。

備註：
1. 導師畢業於香港演藝進修學院，主修音樂劇，
    曾為不同機構的演出編舞，具豐富的藝術教育  
    經驗
2. 定期安排表演
3.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內容：本課程旨在透過音樂、律動和分組遊戲，
加強小朋友運用英語溝通和表達的能力，並理解
和記憶多種英文文法及生詞。在愉快的氣氛下，
小朋友必然享受學習英文的樂趣。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非洲鼓為敲擊樂器的一種，在世界各地深
受歡迎。澎湃歡樂的節奏，讓小朋友在歡樂的氣
氛下培養出演奏基礎，激發他們的創意潛能。而
非洲鼓容易學習，適合兒童參加。

備註：
1. 8月學費包括非洲鼓一個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導師會利用熱門曲目去令小朋友掌握彈奏
木結他的基本技巧和簡單樂理，培養他們對音樂
的興趣。 

備註：
1. 需自備或向導師購買木結他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編號：4001- 0425/20
機靈巧手小木匠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英語遊藝園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非洲鼓敲擊樂
啟蒙班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Jazz勁舞班
對象：3至6歲幼兒

英語遊藝園 (初小)
對象：7至9歲兒童

非洲鼓敲擊樂
啟蒙班 (初小)
對象：7至9歲兒童

兒童木結他班
對象：6至12歲兒童

日期：31/7至21/8/20 (逢五)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300會員 / $320非會員 / 4堂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4/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7/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5/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408/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420會員/
            $44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11/20
日期：17/7至21/8/20 (逢五）
收費：$480會員/
            $50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403/20
日期：18/9至25/9/20 (逢五)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7月/20)
編號：4001- 0363/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8/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04/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6/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520會員/
            $54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6/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5/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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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五

內容：利用大型木塊和螺絲組裝貨車、飛機、大
炮等玩具，在不同難度製作中訓練小朋友的手眼
協調及對形狀和顏色的認知。而最後一堂小朋友
也可親手砌出可供坐下的椅子。

備註：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內容：本課程旨在透過音樂、律動和分組遊戲，
加強小朋友運用英語溝通和表達的能力，並理解
和記憶多種英文文法及生詞。在愉快的氣氛下，
小朋友必然享受學習英文的樂趣。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非洲鼓為敲擊樂器的一種，在世界各地深
受歡迎。澎湃歡樂的節奏，讓小朋友在歡樂的氣
氛下培養出演奏基礎，激發他們的創意潛能。而
非洲鼓容易學習，適合兒童參加。

備註：
1. 8月學費包括幼兒非洲鼓一個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透過基本的熱身訓練及教授歌曲舞步的動
作等，增強幼兒的節奏感及身體四肢的協調。

備註：
1. 導師畢業於香港演藝進修學院，主修音樂劇，
    曾為不同機構的演出編舞，具豐富的藝術教育  
    經驗
2. 定期安排表演
3.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內容：本課程旨在透過音樂、律動和分組遊戲，
加強小朋友運用英語溝通和表達的能力，並理解
和記憶多種英文文法及生詞。在愉快的氣氛下，
小朋友必然享受學習英文的樂趣。

備註：
1. 8月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非洲鼓為敲擊樂器的一種，在世界各地深
受歡迎。澎湃歡樂的節奏，讓小朋友在歡樂的氣
氛下培養出演奏基礎，激發他們的創意潛能。而
非洲鼓容易學習，適合兒童參加。

備註：
1. 8月學費包括非洲鼓一個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導師會利用熱門曲目去令小朋友掌握彈奏
木結他的基本技巧和簡單樂理，培養他們對音樂
的興趣。 

備註：
1. 需自備或向導師購買木結他
2. 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編號：4001- 0425/20
機靈巧手小木匠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英語遊藝園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非洲鼓敲擊樂
啟蒙班 (幼兒)
對象：4至6歲幼兒

幼兒Jazz勁舞班
對象：3至6歲幼兒

英語遊藝園 (初小)
對象：7至9歲兒童

非洲鼓敲擊樂
啟蒙班 (初小)
對象：7至9歲兒童

兒童木結他班
對象：6至12歲兒童

日期：31/7至21/8/20 (逢五)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300會員 / $320非會員 / 4堂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4/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7/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5/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408/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420會員/
            $44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2:15-3: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11/20
日期：17/7至21/8/20 (逢五）
收費：$480會員/
            $50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403/20
日期：18/9至25/9/20 (逢五)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7月/20)
編號：4001- 0363/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40會員/
            $16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8/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404/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6/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520會員/
            $54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6/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5/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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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星期五

內容：本課程藉教授不同類型的中英文歌曲，提
升小朋友的聲樂技巧、音樂感、節奏感、舞台演
繹、咬字及造型等，並重點培訓表演曲目。

備註：報讀7月份課程必須同時報讀8月份課程

內容：小朋友在製作機械人和玩具的過程中，在
扭小螺絲、用螺絲帽固定等工序中，學習挑戰難
點，探究運作原理。
本課程會製作警報迷宮、食錢機械人、宇宙軌道
及七彩轉盤。
備註：學費已包括材料費用

內容：劍撃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透過劍擊基
本的步法，進攻和防守技巧，可培養學員的身體
協調能力、判斷力，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要迅
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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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或運動服裝和運動鞋。課程
     已提供相關器材
2.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0人報名

內容：普通話拼音班練習聲母、韻母、聲調、並
配合唱遊形式，讓小朋友多聽、多說、多表達，
提升學生認知、聆聽及會話能力，讓小朋友能以
純正普通話與人溝通。

內容：跆拳道是「身心兼顧」的武術運動，訓練
手眼協調度，平衡感及肌肉韌度。技術練習則可
以令參加者變得反應更加敏捷及靈活，增強觀察
力及判斷力，達到自衛的功效。

備註：
1. 與「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定期安排考帶
2.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內容：學習以腦中珠像替代實際撥珠的動作來執
行計算方法。促進兒童眼、手、心、腦並用，達
到多元發展。
備註：
1. 歡迎插班，會按學生個別進度教授
2. 由「世界珠心算聯合會」發出專業資格的
     導師任教
3. 需購買課本及算盤
4. 舊生優先報名，最少5人才開班

內容：劍撃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透過劍擊基
本的步法，進攻和防守技巧，可培養學員的身體
協調能力、判斷力，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要迅
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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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需穿著輕便或運動服裝和運動鞋。 
            課程已提供相關器材

我是小歌手 – 
歌唱訓練班 
對象：6至12歲兒童

編號：4001- 0405/20
機械玩具遊樂園
對象：7至12歲兒童

幼兒劍擊 
對象：3-5歲幼兒

幼兒普通話班
對象：4-6歲幼兒

幼兒/兒童
跆拳道班
對象：3至10歲兒童
(此班適合初學者)

兒童珠心算班
對象：6至9歲兒童

編號：4001- 0369/20
兒童劍擊
對象：6至12歲兒童

星期六

日期：31/7至21/8/20 (逢五)
時間：上午11:45-12:45
收費：$300會員 / $320非會員 / 4堂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月/20)
編號：4001- 0367/20
日期：24/7至31/7/20 (逢五）
收費：$180會員/
            $200非會員/ 2堂

(8月/20)
編號：4001- 0394/20
日期：7/8至21/8/20 (逢五)
收費：$270會員/
            $290非會員/ 3堂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401/20
日期：11/7至15/8/20 (逢六）
收費：$720會員/
            $74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330/20
日期：19/9至26/9/20 (逢六)
收費：$240會員/
            $260非會員/ 2堂

時間：上午10:15-11: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10/20
日期：11/7至15/8/20 (逢六）
收費：$480會員/
            $50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411/20
日期：19/9至26/9/20 (逢六)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日期：25/7至15/8/20 (逢六)
時間：上午11:30-12:30
收費：$480會員 / $500非會員 / 4堂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時間：上午11:30-12: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309/20
日期：11/7至15/8/20 (逢六）
收費：$330會員/
            $35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329/20
日期：19/9至26/9/20 (逢六)
收費：$110會員/  
            $130非會員/ 2堂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7-8月/20)
編號：4001- 0413/20
日期：11/7至15/8/20 (逢六）
收費：$480會員/
            $500非會員/ 6堂

(9月/20)
編號：4001- 0331/20
日期：19/9至26/9/20 (逢六)
收費：$160會員/
            $180非會員/ 2堂

14
PAGE



機構網址：www.mevcc.hk

督印人：梁成達        編委會：鄧衍瑋、陸月琼、羅海昊                               印量：6000份        2020年5月出版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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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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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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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