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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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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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柴灣柴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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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華服務處

服務處開放時間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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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服務處暫停開放通告：
國慶日假期：1/10/2020      中秋節假期：2/10/2020       重陽節假期：26/10/2020

聖誕節假期：24-26/12/2020       元旦假期：21/1/2021

耀
東
服
務
處

愛
華
服
務
處

19/9/2020 (六) 
上午10：00 開始派籌

愛華服務處．耀東服務處同步報名

報名日報名日

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

活動通訊
愛華服務處愛華服務處

藝術。遊戲治療。運動

耀東服務處
體藝才能齊「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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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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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會員申請方法

-6-24

3-59

$20

$30

會員制度

    會員類別         年齡   收費

      青少年

      
        家庭 直系家庭成員

人數不限

由2020年10月2日起，會員制度修改如下：

2020年10月2日起，入會獲贈送「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二十周年紀念品」，送完即止

於上午10:00 派籌，每
人每次限一張，每張籌
可為同一家庭所有成員
報名 (需持有效之會員
證)。詳情請留意當日
在場職員指示。

如逾5個籌號者，必須
重新取另一籌號。

報名日當天恕不接受郵
遞報名或銀行入數報
名。

報名日特別安排

1.

2.

3.  

親臨：填妥表格連同有效之會員證親
臨服務處報名及繳付費用；或

郵遞：填妥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或

銀行入數：

活動報名方法

1.

2.

3.  
前往香港任何一間「匯豐銀行」或
所屬櫃員機繳交費用，戶口號碼：
567-174099-004

填妥表格，連同銀行入數紙，傳真
至活動舉行地點之服務處（入數紙
上需註明交款人姓名）

銀行入數紙正本郵寄/交回活動舉
行地點之服務處（報名以收到入數
紙正本方作實）

•

•

•

接受現金（千元大鈔恕不接受）或支票繳費，支票抬
頭「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
支票背面註明參加者之姓名、電話及活動名稱。
以郵寄或銀行入數方法報名者，請先來電查詢是否有
足夠名額。
報名時請留意活動推行日期及時間，以免相撞，一經
報名不予退款。
凡已報名之項目，不得轉讓其他人或改報其他項目。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除因特別事故引致活動/興趣班的推行日期及時間有
所更改，否則不作另行通告，敬請依時出席。

如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的有關活動，服務處將於活
動舉行前三日通知參加者辦理退款手續，並於一個月
內安排退款，敬請保留收據。如參加者未依限期內前
來領取退款，作放棄論。戶外活動如因天氣影響而取
消，則按合作機構情況按比例予以退款。

報名須知

• 

•
•

•

•
•
•

* 

報名須知：目錄
報名須知及SQS檢討報告 
新人王介紹
愛華義工獎勵計劃

耀東服務處

特別推介：區本計劃                                   
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親子及家長活動                     
青少年小組 / 活動                            
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20週年呈獻 – 填字遊戲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服務處20週年
「愛互里」東區劏房及板房支援計劃

愛華服務處

特別推介活動                   
幼兒及兒童小組 / 活動             
親子及家長活動  
青少年小組 / 活動                                                    
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P.2
P.3
P.3-4

P.7               
P.8-10
P.11-12
P.13-16
P.17-18

P.4
P.5
P.6

P.19-23                  
P.24-25
P.26
P.27
P.28-30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 服務質素標準檢討報告
A.  19/20年度服務輸出量報告
1.  由1-4-2019起至31-3-2020止，共有1,440位新會員或舊會員登記成為會員。
2.  本單位共提供7,312節核心服務讓各服務對象參與，出席人次為58,322人。
3.  在活動及個案完結時之達致目標比例方面，每季由 99.3%至 100%不等。
4.  服務接受者之每季統計人數，平均每位同工由47.7人至80.5人不等。

以上各項均達到社會福利署服務協議標準之要求，如有任何查詢或希望作進一步了解，歡迎聯絡
各註冊社工。

B.  服務質素標準條文檢討
本單位及機構均定期為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之內容進行檢討，在19/20年度，在標準十六條文中
沒有修訂，如欲進一步了解內容，可聯絡單位職員。
如各服務對象對各項標準內容有修改建議，歡迎於2020年11月底前聯絡各註冊社工。

C.  會員需要調查
本單位於2020年2-3月進行一項會員抽樣意見調查，一共以電話訪問了104人，以下為受訪會員
對各項目表示同意之百分比*：
(*減去不適用之數字；由1分至5分，1分為十分不同意，5分為十分同意，統計4至5分之百分比)

為回應各會員表達之需要，本單位已設計一連串之適切活動，請參考通訊內容。本單位將繼續以
開放的態度，檢討各項行政和服務安排，令質素更進一步。如有任何查詢或想了解全份調查內容
資料，歡迎聯絡各職員。

項目(只列部份)
a. 服務處環境
b. 開放時間
c. 活動內容/種類
d. 康樂設施
e. 通訊
f. 櫃位職員態度
g. 負責活動職員態度

愛華服務處
86.67%
75.56%
83.72%
75.61%
88.89%
100%

95.12%

耀東服務處
96.42%
84.62%
88.89%
85.71%
77.78%
93.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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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同工：
註冊社工陳美珊同工於1.6.2020起晉升
為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負責少數族裔服務。

轉職同工：
兼職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孫美賢同工
於17.7.2020起轉任學校社會工作
組，負責幼稚園駐校服務。

註 冊 社 工 沈 兆 文 同 工 於
15.7.2020起轉任社區工作部
兒童發展基金註冊社工。

離職同工：
註冊社工張潔盈同工已於31.1.2020離職。 註冊社工方芷澄同工已於2.2.2020離職。

新人王介紹新人王介紹
Hello，大家好！我是Joyce 

Miss，青年拓展服務的服務協調主
任。鍾意Chill、鍾意影相、鍾意旅行，
最鍾意與青年人一齊探索生命，探索世
界。希望可以在耀東服務處見到大家！

大家好，我係新入職嘅社工
香美鈴(Mei)。我主要負責兒童及家

庭嘅服務，我鍾意食、玩同整手工，
歡迎大家見到我時同我傾吓計，或者
講吓心事都得！

大家好啊！我是新入職的社工黃敏靈姑
娘（Man Ling)。我之前在一間小學做學校

社工，高年級同學喜歡叫我做「黃姑姐」。家
住九龍，來到香港島就好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一
樣，感受到環境既陌生又新奇！歡迎各位愛

華的小朋友、大朋友找我玩和聊天哦！

各位好，我是馮子珍，
加入機構將近四個月。多謝

機構的信任與機會，讓我能參
與小學駐校的輔導服務。 

大 家 好 ， 我 係 新 入 職 嘅
Alvin，可以叫我珞Sir㗎！我平

時鐘意打羽毛球、行山、打手機
GAME等。歡迎各位小朋友隨時過
嚟耀東服務處搵我傾計，分享一下
生活上嘅大小二事！

會員答對全部的答案，可獲
得精美禮物乙份。禮物數量
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每家庭可參與一次)。

本服務隊是隸屬於那間機構。
本服務隊位於筲箕灣的服務處名稱。
本服務隊成立的年份。
本服務隊除了為本港的家庭、兒童、
青少年提供服務外，亦有為哪些對象
提供服務呢？

橫：
一.
二. 
三. 
四. 

愛華服務處的地址。
耀東服務處的地址。
本服務隊在中學有提供那些服務。
耀東服務處大堂壁畫上印有「伴你成
長」，下一句是甚麼？
本服務隊每年會舉辦什麼大型活動去
表揚服務中心及社區的兒童、青少年
及家長？

直：
1.
2. 
3. 
4.

5. 

＊答案以本服務隊為準。

20週年呈獻 - 
填字遊戲
20週年呈獻 - 
填字遊戲

1.

2.

3.

4.

5.

一

二

三

四

愛      

華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隊 
號

中  心

服  務

命

義

地 

下 

愛華義工獎勵計劃-2020-2021年度
因應疫情，過去大半年的義工
服務也暫停了，本年度的「愛
華義工獎勵計劃」將會延至
2021年， 即2020的義工時數
將會累積至2021年12月一同
計算，得獎資格一如以往，詳
情如下：

大家好，我係趙姑娘 - 小學駐校
社工。一睇張相就知我好鍾意食野
啦。除左食野，我仲好鍾意約埋D

朋友一齊去行下山、周圍去。

Hello，我係新入職負責青
少年服務嘅社工Sammy姑娘。平時

嘅我鍾意睇Youtube、周圍搵食（有時
都會試下煮）同做手工！無論我地有冇
相同嘅喜好，都歡迎你嚟搵我傾計、

互相分享下！ 

Hello，大家好，我係負責
興趣班嘅盧姑娘。平時鍾意
睇書同食下野，大家見到我

都可以同我say個hi的。

金獎：20小時或以上   
銀獎：15小時或以上
銅獎：10小時或以上    
優異獎：5小時或以上

小三或以下兒童
或其家長

F籽苗組

金獎：40小時或以上   
銀獎：30小時或以上
銅獎：20小時或以上   
優異獎：10小時或以上

小四至小六兒童
或其家長

C幼苗組

金獎：60小時或以上   
銀獎：40小時或以上
銅獎：25小時或以上   
優異獎：15小時或以上

中一至24歲

Y青苗組 (1) 需為金獎得獎者；
(2) 全年需參與3個或
      以上的義工服務；
(3) 需同工提名及通過
      面試甄選

傑出義工獎

(1) 每年均為銀獎或
      以上得獎者；
(2) 每年均有參與3個
      或以上的義工服務

長期義工服務獎 
(3年及5年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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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支援學童及特殊學習需要之
學童的功課及學習，解決日常之功
課及溫習壓力，鞏固學習基礎。

日期：6/10/20至23/2/21 (逢二及五) 

            (25/12、29/12，1/1、22/1、 

             26/1、29/1，2/2 暫停)

時間：晚上7:30 - 9:00

收費：＊全免/ 32堂

區本計劃2021- 
           學習支援小組

1.

＊活動之取錄者需付$100按金，總出席率達70%或以上可退回按金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內容：培養參加者的多元興趣，
並從中學習耐心和發揮創意。

日期：17/10/20至5/12/21 (逢六)

時間：早上10:30 - 中午12:00

收費：＊全免/ 8節

區本計劃2021- 
藝術拼砌班

2.

日期：12/12/20 (六)

時間：早上9:00 – 下午2:00

收費：＊全免

區本計劃2021- 刺激氣槍射擊團

內容：讓參加者有機會接觸氣槍，從實戰經驗
中學習，提升參加者的團隊意識和溝通能力。

備註：1. 活動之取錄者需付$100按金，必須出席才可退回按金        
            2. 費用已包括交通費
            3. 活動由合作團體專業射擊導師指導

3.

以上活動獲教育局「2020/21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資助。
請先填妥表格及帶備證明文件，取錄者於活動兩星期前通知。
活動超額會以抽籤方式決定。

1.
2.
3.

第一期
編號：4001-0687/20
日期：4/11/20 (三) 
收費：全免

第二期
編號：4001-0688/20
日期：2/12/20 (三) 
收費：全免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對象：小一至小六會員

申領「綜合援助」或「書簿津貼全免」之學生

幼兒及兒童小組/活動
星期二

日期：20/10至10/11/20 (逢二) 
時間：晚上7:45- 8:45
收費：$60/ 4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編號：
4001-0621/20
小手整
輕黏土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童心同唱」  
義工隊

對象：
小三至小六會員

甜品小軍團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628/20
童玩街站 
(10-12月
/2020)

對象：區內兒童

專注力提升
家－家長日

對象：
參加專注力提升
家之會員家長

(10-11月/20)
編號：4001-0596/20
日期：13/10至24/11/20 
            (逢二) 
收費：$35/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60/20
日期：8/12/20至19/1/21 
            (逢二) 
收費：$35/ 7節

時間：晚上7:45-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11月/20)
編號：4001-0623/20
日期：10/11至24/11/20
            (逢二)
收費：$90/ 3節

(12月/20)
編號：4001-0626/20
日期：1/12至15/12/20 
            (逢二)
收費：$90/ 3節

時間：晚上7:15-9:1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內容：輕黏土是一個具創意啟發的
工具，小組每節均會設立一個主
題，參加者透過製作獨一無二的作
品，學習溝通和互相欣賞。本著
"Non-judgemental”和"Trust 
your hands”的原則，讓參加者在
互相尊重和欣賞的環境下學習溝通
和社交技巧。

第一節：我是…
第二節：我與家人最開心的事情
第三節：我的朋友
第四節：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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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食甜品令人有開心的感覺之
餘，又能放鬆心情，參加者會學習
製作不同類型的甜品，由簡易向難
度進發，當中要學習團隊分工合作
和溝通。

備註︰
1.
2. 
3. 

內容：每個星期三，我地都會在邨
內出沒，並準備一個新奇好玩的嘅
活動，例如﹕創意任務、合作遊
戲、講故事…失驚無神喺大家附近
出現，寓學習於娛樂。 

內容： 與家長個別面見，了解子女
於專注力訓練中的表現及情況。

備註：
1. 

2. 

費用已包括食材
自備食物盒
如有食物敏感，家長須先考慮子
女健康狀況及預先告知負責職員
才報名參加

專注力提升家(10月/20)參加者
之家長請參加第一期家長日
專注力提升家(11月/20)參加者
之家長請參加第二期家長日

星期三

日期：14/10至16/12/20 (逢三) 
時間：下午5:00-5:45
收費：免費
地點：耀東邨/興東邨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郭慧雯姑娘、
                                張曉珊姑娘、香美鈴姑娘

特別推介：區本計劃特別推介：區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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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4/11至5/12/20 (逢六)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00
收費：$60/4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專注力
提升家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編號：
4001-0624/20

有禮小廚神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下午茶廚房

對象：
小三至小六會員

情緒小管家

對象：
小三至小六會員

「棋」樂無窮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609/20

陀螺好手大
比拼(第二擊)

對象：
小四至小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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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兒童透過認識食物和廚房器
皿，再一同烹飪簡單小食，從而明
白每一道菜餚均是家人或廚師用心
準備，珍惜食物；聚餐時學習餐桌
禮儀。

備註︰
1. 敬請參加者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2. 費用已包括食材 

內 容 ： 下 午 茶 除 了 可 以 滿 足 食
慾，還可以透過烹飪，提升參加者
的自理能力。親自下廚烹飪讓他們
有機會體驗做小廚師的樂趣，也學
會自己照顧自己。

備註︰費用已包括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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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
人記憶力、反應、專注、觀察、邏
輯推理力等能力，以及增加與人相
處的機會，提升社交技巧。

內容：透過陀螺大比拼，一眾高手
爭奪獲取冠、亞、季的榮譽，為陀
螺和自己拼出勝利！

備註：參加者必須自備兩個合規格
的爆旋陀螺裝備

星期六

(10-11月/20)
編號：4001-0616/20
日期：10/10至14/11/20 (逢六)
收費：$90/ 6節

(11月/20 -1月/21)
編號：4001-0618/20
日期：28/11/20至16/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90/ 6節

時間：下午2:15-3: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10-12月/20)
編號：4001-0556/20
日期：31/10至5/12/20 (逢六)
收費：$90/ 6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59/20
日期：19/12/20至30/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75/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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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月/20)
編號：4001-0612/20
日期：3/10至5/12/20 (逢六)
收費：$100/ 10節

(1月/21)
編號：4001-0605/20
日期：2/1至30/1/21 (逢六)
收費：$50/ 5節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日期：7/11/20 (六)
收費：$20會員/ $40非會員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幼兒及兒童小組/活動幼兒及兒童小組/活動

(10-11月/20)
編號：4001-0597/20
日期：9/10至13/11/20 
            (逢五)
收費：$90/ 6節

(11月/20- 1月/21)
編號：4001-0574/20
日期：27/11/20至15/1/21
            (逢五) 
收費：$90/ 6節

時間：晚上7:15-8: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Nerf槍小隊!

對象：
小三至小六會員

耀東
躲避盤小隊

對象：
小三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622/20

輕鬆玩出專
注力（高小）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695/20

輕鬆玩出專
注力（高小）
－ 家長日

對象：參加輕鬆
玩 出 專 注 力 ( 高
小)之會員家長

編號：
4001-0615/20

陀螺好手大
比拼(第一擊)

對象：
小一至小三兒童

樂在「棋」中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內容：透過室內射擊訓練，參加者
學 會 服 從 指 令 ， 策 劃 不 同 的 戰
術，增強與人溝通的技巧，提升團
體合作精神。另外，參加者可以在
遊戲中訓練手眼協調，刺激運動細
胞。

內容：躲避盤，將躲避球以軟飛盤
取代的運動，融入飛盤運動的投擲
與飛行技巧。
透過此運動有助訓練兒童、手眼協
調、專注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備註：
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鞋及輕便服裝

內容：寓學習於遊戲，透過參與不
同的感官活動和遊戲（包括：視
覺、聽覺、觸覺），提升參加者的
專注力，加強聆聽技巧，減少分心
的行為。

內容:與家長個別面見，了解子女 
於專注力訓練中的表現及情況。

內容：透過陀螺大比拼，一眾好手
各出其技，爭取勝利的機會，以獲
得冠、亞、季的榮譽，快些報名參
加吧！

備註：參加者必須自備兩個合規格
的爆旋陀螺裝備

內容：透過團體桌上遊戲，增強個
人記憶力、反應、專注、觀察等能
力，以及增加與人相處的機會，提
升社交技巧。

星期五

(10-12月/20)
編號：4001-0611/20
日期：9/10至4/12/20 (逢五)
收費：$225/ 9節

(1月/21)
編號：4001-0604/20
日期：8/1至29/1/21 (逢五)
收費：$100/ 4節

時間：晚上7:30-8:45
地點：耀東服務處/耀東邨附近球場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日期：23/10至20/11/20 (逢五)
時間：下午5:00-6:00
收費：$60/ 5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日期：27/11/20 (五)
時間：下午3:00-4:30
收費：全免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日期：3/10/20 (六)
收費：$20 會員/ $40非會員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星期六

(10-12月/20)
編號：4001-0613/20
日期：3/10至5/12/20 (逢六)
收費：$100/ 10節

(1月/21)
編號：4001-0606/20
日期：2/1至30/1/21 (逢六)
收費：$50/ 5節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10月/20)
編號：4001-0610/20
日期：10/10至31/10/20
             (逢六)
收費：$40/ 4節

(11月/20)
編號：4001-0608/20
日期：7/11至28/11/20 
            (逢六)
收費：$40/ 4節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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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聖誕親子笑哈哈
編號：4001- 0620/20

對象 K3至小六兒童及其家長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在聖誕節這個普天同慶的大
日子，誠邀大家與我們一起
玩遊戲，一起聚餐，一起歡
聚聖誕。

日期    18/12/20 (五)
收費    $30會員/ $50非會員(每位) 
            (大小同價，費用包括晚餐)
時間     晚上6:30-9:00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註冊社工－劉偲婷姑娘

備註︰
1. 此活動與本機構之社區工作
    部合辦
2. 此活動不可使用開心券
   

星期三

家長鬆一鬆系列：
       夢幻星空瓶工作坊

編號：4001- 0607/20 

對象 小學生家長

花一點點小心機，創造自己的夢幻星空
瓶，感受寧靜，讓自己鬆一鬆。

日期    23/12/20 (三)
收費    $20會員/ $40非會員　
時間    上午10:30-11:30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張曉珊姑娘　　

家長鬆一鬆系列：
  押花滴膠工作坊

日期    16/12/20 (三)
收費    $30會員/ $50非會員
時間   上午10:30-11:30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製作押花飾物的物資
2. 需在報名時登記要製作的手機殼型

趁子女上課的日子，一邊閒話家常，一邊利用
乾花設計出屬於自己的飾物，與你共渡一個悠
閒輕鬆的上午，從繁忙的生活中抽時間療癒一
下自己！

對象 小學生家長

星期三
編號：4001- 0627/20 

親子新春賀歲遊樂園
 

時間    晚上7:30-8:45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香美鈴姑娘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餐具及爐具借用
2. 自備食物盒
3. 如有食物敏感，家長須先考慮子女健康狀況及
     預先告知才報名參加

內容：農歷新年除了宜去舊迎新和大掃除外，亦
宜進行親子活動，一起學習製作傳統食品，一起
參與、學習和享受！

角落生物湯圓篇
（芝蔴餡） 

編號：4001- 0630/20

日期：19/1/21(星期二)
收費：$25會員/ $45非會員

彩虹玻璃湯圓篇
（花生餡）

編號：4001- 0629/20

日期：26/1/21(星期二)
收費：$25會員/ $45非會員

對象 小一至小六及其家長

星期六

親子溫馨餐廳
 

家長和子女同場烹飪，考
下邊組最合拍同最有愛。

朱古力曲奇：
脆香的曲奇配上濃滑的朱
古力醬，一試便令人愛上

愛心湯餃：
透過親子合作，包出充滿
溫暖嘅愛心湯餃。

星期六

對象 小三至小六及其家長
(親子必須一同報名)

(11月) 
編號：4001- 0617/20 

日期：14/11/20 (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每位) (大小同價)

(12月) 
編號：4001- 0557/20 

日期：19/12/20(六)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每位)(大小同價)

時間    下午4:15-5:45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羅海昊先生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食材
2. 參加者可因應需要帶備圍
     裙、餐盒和餐具

親子及家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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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編號：
4001-0580/20

比啲掙扎
運動小組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84/20

「苦中一點
甜」-甜品
製作班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喜『義』－
上山執垃圾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90/20

「織織
復織織」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89/20

「幫」民兵團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95/20

叮叮噹，一
起野餐吧！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內容：跑幾步便會喘氣？讓我們一
起操好體能，增強健康。我們會於
中心進行基本體能訓練，也會一起
到附近跑步或進行球類運動。

備註︰
1. 活動內容會因應參加者體能而
     訂，能適合不同人士
2. 請穿着合適運動服裝

內容：製作心太軟及巧克力布朗
尼，讓你的味蕾甜入心，並會於活
動時一起分享生活中的一點甜！

備註︰費用已包括所有食材費用。

內容：活在城市的我們常忘了大自
然 的 風 景 ， 就 讓 我 們 重 回 大 自
然，欣賞大自然景色，也讓我們為
大自然出一份力。

備註︰
1. 請穿着合適運動服裝
2. 參加者需自備外出車費及小量乾
    糧

內容：有想過自行製作一條獨一無
二的手繩嗎？只需要非常簡單的材
料，以及一雙手，便可以織織復織
織，輕鬆完成這個手作繩結，亦可
藉機放鬆身心。

備註︰費用已包括製作手繩的所有
物資。

內容：香港地生活壓力大，有沒諗
過去社區幫下看似無需要既人？每
個星期，我們一起走訪社區，聽下
不同人既故事，然後，為他們製作
貼心小禮物，讓社區人士能感受多
分關懷多分笑容。

「叮叮噹，叮叮噹」，又到聖誕節
啦！透過郊遊野餐活動，讓同學們
有機會放下繁重的課業，一起走進
大自然歡度聖誕！大家一起玩遊
戲，唱唱歌，分享食物，學習與人
溝通及相處，認識新朋友。快來參
加吧！

備註︰
1. 請穿著輕便服裝，自備食水，餐
     盒，餐具，防曬用品及雨具
2. 請自備食物與其他參加者一起分
     享
3. 請自備車資

(10月/20)
編號：4001-0586/20
日期：24/10/20 (星期六)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 / 1節

(12月/20)
編號：4001-0594/20
日期：5/12/20(星期六)
收費：$10會員 /
            $30非會員 / 1節

時間：下午3:00-6:00
地點：戶外 
負責：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日期：9/10/20至29/1/21 (逢五)(25/12及1/1暫停)
時間：晚上9:00-10:00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15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戶外
負責：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日期：17/10至24/10/20 (逢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收費：$50會員/ $70非會員/2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Sophia Miss)

日期：14/11及21/11/2020 (逢六)
時間：中午12:00-下午1:00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2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Sophia Miss)

日期：7/11/20-28/11/20 (逢六)
時間：下午2:30-4:30
收費：全免 會員/ $20非會員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東區
負責：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日期：11/12/2020 (五) (簡介會)
19/12/2020 (六) (野餐日)
時間：簡介會：晚上7:00-8:00
　　　野餐日：下午1:00-5:00
收費：$10會員/ $30非會員/2節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負責：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 (Sophia Miss)

青少年小組 / 活動

(10/2020)
編號：4001-0587/20
日期：27/10/20 (二)
收費：＄60會員/
            ＄80非會員/1節
       

(11/2020)
編號：4001-0593/20
日期：24/11/20 (二)
收費：＄60會員/
            ＄80非會員/1節

桌上盆景
DIY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602/20

溫習加油站

對象：
中一至中六青少年

編號：

4001-0581/20

「藝」文青
義工組
(10-11/2020)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82/20

媒體大使之
祖孫半日營

對象：
中三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83/20

自己揸
「煮」意
10-11/2020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內 容 ： 親 手 製 作 獨 一 無 二 的 盆
景，加入你喜歡的公仔。製作過程
中非常治癒，可享受自在及放鬆的
感覺。完成後把它展示於自己的空
間 ， 為 環 境 加 多 一 點 「 綠 」 之
餘，還可以帶給你生活一些鼓勵
呢！

備註：
1. 請於當天攜帶一個小型模型公仔
2. 費用包括盆景制作的材料

內容：溫習大壓力？食下小食輕鬆
下啦！每星期有不同打氣食品提
供，歡迎使用本中心的自修室。

備註︰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內容：平日喜歡畫畫和做手工的
你，有想過用這個媒介祝福他人
嗎？在小組中，你將會學習和諧粉
彩的簡單技巧，輕鬆又愉快地完成
畫作。接受訓練後，服務日你還可
與小朋友共同創作，彼此分享幸福
及快樂。

備註：
1. 參加者不需懂得相關技巧
2. 請自備抹手毛巾一條
3. 費用包括和諧粉彩的工具借用

內容：設計及製作與新媒體陷阱有
關的活動，帶領長者學習安全使用
新媒體及辨識網絡陷阱，讓他們成
為一個既精靈又有媒體素養的銀髮
一族。

備註：服務日子及地點仍有待確認

內容：一起購買食材，一起製作晚
飯，一同進食，並一起清潔。只要
敢建議，一起傾菜單，不論中式的
三 餸 一 湯 或 西 式 的 意 粉 、 薄 餅
等，也可在活動中共同製作。

備註︰
1. 本活動會教授參加者煮食技巧， 
    沒有煮食經驗者亦可參加
2. 費用已包括食材、餐具及爐具借
    用

星期二

時間：下午5:30-晚上7: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黃欣琳姑娘 (Sammy Miss)

日期：14/10/20-25/11/20 (逢三)
時間：下午3:00-5:00
收費：全免 會員/ $20非會員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日期：15/10至19/11/20 (逢四) (義工訓練) (5/11暫停) 及
　　　20/11或27/11/20 (五) (服務日)
時間：晚上6:00-7: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收費：＄40會員/＄60非會員/6節
負責：註冊社工－黃欣琳姑娘 (Sammy Miss)

日期：訓練及預備：9/10及23/10/20 (五) 
            半日營：24或31/10/20 (六) 
時間：訓練及預備：晚上7:00-9:00 
            半日營：上午9:00-下午12:30
收費：全免/3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興華長者服務中心
服務日：社區會堂／愛華社會服務中心禮堂
負責：註冊社工－殷楚琳姑娘 (Joyce Miss)

日期：16/10至20/11/20 (逢五)
時間：晚上6:00- 9:00
收費：$90會員/ $110非會員/6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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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由持牌籃球教練教授籃球概念及進行訓
練。更會透過兩日一夜籃球訓練營會作結，讓
你和隊友來一場精彩的友誼賽！

備註：
1. 請穿着合適運動服裝及鞋襪
2. 收費已包括4節訓練及宿營費用
3. 活動向東區區議會申請資助中，所以收費或有機會調節
4. 活動須待資助確定才進行報名

對象：15-24歲青少年

自強不息－籃球訓練計劃

日期：籃球訓練 – 9/1至30/1/21（逢六）及 

            籃球訓練宿營 - 6-7/2/21（六、日）

收費：$60

時間：籃球訓練 – 上午11:00-下午1:00 及 

            籃球訓練宿營 – 6/2 下午3:00 – 7/2 下午2:00

地點：港島東體育館及營地（暫定）

負責：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查詢：2885 9844 

衣食住行
在東區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內容：身為「東區人」，雖然每天
都身處在這個地方，但平日生活忙
忙碌碌，你又有多了解我們的社區
呢 ？ 跟 我 們 一 起 來 「 玩 轉 」 東
區，發掘有趣的新舊事物吧！本系
列將從「衣、食、住、行」四方面
進行探索。體驗完畢後，我們會一
同製作藝術品，記錄及展示我們的
發現與足跡。

備註：
1. 外出活動請自備交通及午膳費用
2. 費用包括製作藝術品的材料

衣食住行在東區－
「住」篇

編號：4001-0588/20
日期：1/11/20 (日)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1節

衣食住行在東區－
「行」篇

編號：4001-0591/20
日期：15/11/20 (日)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1節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東區一帶
負責：註冊社工－黃欣琳姑娘 (Sammy Miss)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青少年小組 / 活動
星期日  

『影』照生命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98/20

人人可當個
聖誕老人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603/20

創意攝影
實驗室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599/20

暖粒粒冬天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編號：
4001-0619/20

愛華愛心行+ 
炭燒ＢＢＱ！

對象：
中一至24歲青少年

內 容 ： 每 套 電 影 背 後 都 有 個 故
事，當中的故事能否引起你的共
鳴？讓我們一起透過電影反思生命
的意義並製作展板，讓別人也能感
受我們眼中的世界。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外出車費
2. 參加者需自備有拍攝功能的手機
3. 展板將會於中心展出

內容：在聖誕佳節，大家都渴望收
到禮物，你有否想過自己都可當個
「聖誕老人」呢？讓我們一起親手
製作甜品及聖誕咭，走進社區為他
人送上禮物及祝福。

備註：
費用包括製作甜品及聖誕咭的材料

內容：以輕鬆有趣的攝影活動，探
索觀看世界的新方法，相機將會成
為你表達自我最好的工具。

備註：
1.
   
2. 
3.

內容：居住在香港的我們，雖然不
常經歷嚴冬，但也可以藉此冬天傳
遞溫暖。這次義工服務我們將會到
訪 長 者 中 心 ， 一 起 製 作 中 式 美
食、聊聊天，經歷「天氣很冷，卻
心中很暖」的冬天。

備註：費用包括製作食物的材料

內容：一年一度愛華愛心行又到
啦！一起完成愛心行善舉後聚首一
堂，一起購買食材，品嚐炭燒ＢＢ
Ｑ及玩遊戲吧！做善事之餘又可以
一齊食及玩，快來參加吧！

備註︰
1. 

2.

3. 

4.
5. 

星期六
(11月/20)
編號：4001-0592/20
日期：21/11至28/11/20 (逢六)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2節

(1月/21)
編號：4001-0601/20
日期：23/1至30/1/21 (逢六)
收費：$30會員 /
            $50非會員 / 2節

時間：下午3:00-5:30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戶外
負責：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日期：19/12/20 (六)
時間：下午2:00-6:30
收費：＄20會員/＄40非會員/ 1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筲箕灣、西灣河一帶
負責：註冊社工－黃欣琳姑娘 (Sammy Miss)
　　　　　　　　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日期：16/1-30/1/21(隔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3:00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 2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筲箕灣、西灣河一帶
負責：註冊社工－殷楚琳姑娘 (Joyce Miss)

日期：23/1/21 (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2:00 
收費：＄10會員/＄30非會員/ 1節
地點：耀東服務處及長者中心
負責：註冊社工－黃欣琳姑娘 (Sammy Miss)

 

日期：31/1/21(日)
時間：下午1:30-晚上8:00
收費：免費/1節
地點：待定
負責：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 (Sophia Miss)

星期日

衣食住行在東區－
「衣」篇

編號：4001-0579/20
日期：4/10/20 (日)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1節

衣食住行在東區－
「食」篇

編號：4001-0585/20
日期：18/10/20 (日)
收費：＄30會員/
            ＄50非會員/1節

自備有拍攝功能的智能手機或數
碼相機
參加者需自備外出拍攝車費
費用包括攝影作品製作物資

參加者需於愛心行籌款額達80元
或以上才可參加
活動實際日期及時間會因應愛華
愛心行而可能有所更改
請穿著輕便服裝，自備食水，餐
具，防曬用品及雨具
請自備車資
活動已包括食材及燒烤用具

青少年小組 / 活動

青少年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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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幼兒/兒童/青少年興趣班

(10-11月/20)
編號：4001-0637/20
日期：10/10至21/11/20 (逢六) 
收費：$595 會員/
            $630 非會員/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6/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595 會員/
            $630 非會員/ 7節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司徒秀嫦姑娘

初小
流行鼓A班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初小
流行鼓B班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兒童芭蕾舞
訓練班

對象：
3-8歲兒童

幼兒趣味
繪畫A班

對象：
K2至K3兒童

兒童趣味
繪畫A班

對象：
小一至小五會員

耀東兒童
JAZZ班

對象：
3-7歲兒童

       

內容：學習芭蕾舞技巧等舞蹈元素

備註：
1. 由「卓爾芭蕾舞學院」導師任教
2. 舊生優先報名
3. 需要購買服裝，請向導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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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由蘇楚欣導師任教，畢業於香港
    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
2.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星期六

(10-11月/20)
編號：4001-0571/20
日期：10/10至21/11/20 (逢六) 
收費：$420會員/
            $455 非會員/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77/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420會員/
            $455 非會員/ 7節

時間：上午10:45-11: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10-11月/20)
編號：4001-0572/20
日期：10/10至21/11/20 (逢六) 
收費：$420 /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78/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420 / 7節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10-11月/20)
編號：4001-0642/20
日期：10/10至21/11/20 (逢六) 
收費：$595 會員/
            $630 非會員/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85/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2/1暫停)
收費：$595 會員/
            $630 非會員/ 7節

時間：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司徒秀嫦姑娘

耀東幼兒
跆拳道班

對象：
3-5歲兒童

耀東
跆拳道班

對象：
6-19歲會員

幼兒趣味
繪畫B班

對象：
K2至K3兒童

兒童趣味
繪畫B班

對象：
小一至小五會員

(10-11月/20)
編號：4001-0631/20
日期：9/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420 會員/
            $455 非會員/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32/20
日期：4/12至29/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420 會員/
            $455 非會員/ 7節

時間：晚上7:30-8: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星期五

(10-11月/20)
編號：4001-0634/20
日期：9/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420 /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33/20
日期：4/12至29/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420 / 7節

時間：晚上8:30-9:3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
皇 家 理 工 大 學 純 藝 術 系 學
士，現任職於青苗琴行及童想
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內 容 ： 利 用 觀 賞 事 物 的 獨 有 角
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
發輝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
意思維。

備註：
1.
2.

3.   

內容：跆拳道的訓練並非純技術力
量的提升，而是「身心兼顧」的武
術 運 動 。 透 過 每 堂 全 身 帶 氧 運
動，可以訓練手腳協調、平衡感及
肌肉韌度，使參加者變得反應更敏
捷及靈活，增強學員的觀察力及判
斷力。 

備註：
1. 與跆拳道正道館合辦
2. 定期考帶
3. 購買道服可向導師查詢
4.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內容：學習跆拳道拳法及腿法，強
身健體，適合初學至藍間綠帶以上

備註：
1. 與跆拳道正道館合辦
2. 定期考帶
3. 購買道服可向導師查詢
4.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學生自備A3畫冊及36色油粉彩
袁可殷導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
皇 家 理 工 大 學 純 藝 術 系 學
士，現任職於青苗琴行及童想
教育中心繪畫班導師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內 容 ： 利 用 觀 賞 事 物 的 獨 有 角
度，使學生感受藝術，自由地隨意
發輝創意，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及創
意思維。

備註：
1.
2.

3.   

(10-11月/20)
編號：4001-0681/20
日期：6/10至17/11/20 (逢二)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83/20
日期：1/12/20至19/1/21 
            (逢二，29/12暫停)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節

時間：晚上7:00-8: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姑娘

(10-11月/20)
編號：4001-0682/20
日期：6/10至17/11/20 (逢二)
收費：$385 /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84/20
日期：1/12/20 至19/1/21
            (逢二，29/12暫停)
收費：$385 / 7節

時間：晚上8:00-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彭惠瑜姑娘

星期二

(10-11月/20)
編號：4001-0568/20
日期：9/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525 /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73/20
日期：4/12至29/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525 / 7節

時間：下午7:00-8: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10-11月/20)
編號：4001-0569/20
日期：9/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525 / 7節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575/20
日期：4/12至29/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525 / 7節

時間：晚上8:00-9:00
地點：耀東服務處
負責：福利助理－郭軒先生

上 堂 時 參 加 者 需 自 備 7 A 鼓
棍，第一堂可不用帶鼓棍，如沒
有鼓棍第一堂可向導師查詢詳情
(鼓棍約$80) 
房 建 武 導 師 為 R o c k s c h o o l 
drum exam grade 8全職鼓老
師
7-9月/20舊生優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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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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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開發一個新Apps其實沒大家
想像的那麼困難，現在有些工具可
讓大家輕易做到。參加者可在本課
程中學習到Iphone / Android軟件
的編程語法，並掌握手機程式開發
的概念及技巧。如果你都想擁有屬
於自己的Apps，就快點報名參加
啦。

日期：6/11至18/12/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全免 / 7節 

手機應用程式 (Apps) 
設計課程 (第一期)

1.

對象：小四至中五會員

以下活動獲教育局「2020/21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資助。
請先填妥表格及帶備證明文件 

1.
2.

對象：申領「綜合援助」或「書簿津貼全免」之學生
費用： ＊全免 (參加者需付$100按金，總出席率達70%或以上可退回按金)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黃敏靈姑娘

內容：本課程會聘請專業的跳舞老
師教授。老師除了有多年跳舞的教
學經驗外，亦有在不同的演唱會中
伴舞，故熟識不同的舞蹈和十分緊
貼現時舞蹈的潮流。全期課程共有
2 0 節 ， 會 練 習 不 同 的 舞 步 和 技
巧，亦會排練至少一首完整的舞蹈
去參與表演或比賽。不論你是新手
或是有舞蹈底子，只要是喜歡跳
舞，都可以參與。我們等待著與你
一起快樂跳舞。

日期：6/11至18/12/20 (逢五)

時間：晚上7:30-9:00

收費：＊全免 / 7節

流行舞訓練課程 
(第一期) 

2.

對象：中一至中六會員

星期五
內容：近年韓劇大受歡迎，你係唔
係都曾經有心思思想學習下韓語
呢？課程以小組的形式教學，並以
互動及有趣味性的方式去讓參加者
從基礎開始由淺入深學會韓語。         

日期：17/10/20至23/1/21

            (逢六，26/12、2/1及9/1暫停)

時間：上午10:30-11:30

收費：＊全免 / 12節

活用韓語課程3.

對象：小四至中五會員

Annyeong!

內容：躲避盤是香港近年新興運動
之 一 ， 深 受 小 朋 友 及 年 青 人 歡
迎。躲避盤使用飛盤，融入閃避球
的玩法，不但考驗個人反應、速
度、靈活，更加是講求團隊合作的
一項身心社訓練的運動。全期訓練
共有20節，表現良好的參加者可以
加入成為躲避盤隊的成員，有機會
參加往後的比賽。

日期：17/10至19/12/20 (逢六)

時間：上午11:30-下午1:00

收費：＊全免 / 10節

躲避盤訓練班 
(第一期)

4.

對象：小三至小六會員

星期六

日期：17/10至19/12/20 (逢六)

時間：下午3:00-5:00

收費：＊全免 / 10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 區內球場 

籃球訓練班 (第一期)

內容：本課程會聘請專業的籃球教練
教授。教練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實力
備受肯定。全期訓練共有20節，表現
良好的參加者可以加入成為籃球隊的
成員，有機會參加往後的比賽。
     

5. 對象：小四至中五會員

特別推介：區本計劃

22:34
mon,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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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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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收費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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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特別遊戲治療時間，每節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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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地點 愛華服務處
3至10歲受情緒、成長及家庭困擾的兒童

備註：1. 家長需先與社工面談，以了解孩子是否合適參與
            2. 如孩子合適參與遊戲治療，家長亦需配合與本會的家庭輔導員
                進行三次面談，以支援家庭及提昇治療效果，收費為$300

費用

兒童藝術治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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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人

對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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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需先與治療師面談，以了解孩子是否合適參與及了解服務
            2. 治療師或按個別需要約見家長，以支援家庭及提昇治療效果

費用 $180 / 6節，已包括材料費用
導師 林旭艷姑娘 (英國註冊藝術心理治療師)

1. 寫意角落

地點

10月：23、30日 及 11月：6、13、20、27日（逢五）
時間 下午4:30-6:00，每節75-90分鐘（視乎參與人數）

地板冰壺
訓練課程

(聘請專業教練
教授)

對象：
小一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720/20
圓網球
體驗班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內容：聘請專業教練，組織
地板冰壼隊，教授技巧、策
略、訓練專注、合作、溝通
能力。每期均設地板冰壼比
賽。歡迎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兒童參加，一同享受運動的
樂趣。

內容：圓網球是近年的新興
運動，講求速度感和反應
力，喜歡運動的人不要錯
過！

備註：
請穿上輕便服裝，並自備水

(10-12月/20)
編號：4001-0647/20
日期：31/10至12/12/20 
            (逢六，5/12暫停)
收費：$240 / 6節

(1-2月/21)
編號：4001-0646/20
日期：9/1至20/2/21    
            (逢六，13/2暫停)
收費：$240 / 6節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日期：7/11至12/12/20(逢六)
時間：下午2:15 - 3:15
收費：$60 / 6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2.「激活安多酚」新興運動系

備註：
1. 每節均有導師/同工在旁協助或支援參加者
2. 如不參與(*)主題活動，參加者亦可選擇進行自由創作
3. 活動費用包括(*)主題活動材料或每人一塊畫板，另備有茶點
4. 活動期間可能會弄污衣物，建議穿著可弄污的衣物鞋履

編號：4001-0728/20
日期：31/10/20 (六)
收費：$50 / 1節
            (大小同價)

自由寫意
繪畫空間

(10月)

編號：4001-0727/20
日期：16/1/21 (六)
收費：$50 / 1節
            (大小同價)

和諧粉彩
創作*

(1月/21)

藝術創作有助表達情感、減壓，只
要花上一點點時間，即使不用任何
技巧，在這個自由寫意的空間，也
可以畫一幅賞心悅目的畫作呢！如
果有興趣，也可以參與我們不定期
舉行的主題活動，一起創作。

時間：下午2:30-5:00
對象：中心會員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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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課餘託管服務

編號：0003-0016/20

28/12至31/12/2020 (一至四)
全日託管

上午10:00-下午6:00

$400 (託管學童)／$640 (非託管學童)
費用包括午膳、活動、外出及車資

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午膳、多元活
動及外出活動
28/12：方舟生命之旅（戶外活動）
29-31/12：芬蘭木柱、STEM玩具研究室、
                     NERF GUN SHOOTER

半日託管
上午10:00-下午1:00

$240
如需午膳，另加$100

包括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及
多元活動

小一至小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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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或福利助理—陳雪怡姑娘

日期

時間

費用

內容

對象

地點

查詢/申請

職員

聖誕OLE假期託管聖誕OLE假期託管

開放時間：下午3:30至晚上7:00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暫停)

服務對象：區內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於放學後
                    缺乏適當人仕照顧之學童。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
託管服務一直致力為區內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適切的學童課餘照顧服務，協助家
長於學童放學後提供照顧。託管服務內
容包括功課輔導、溫習時間、社交及康
樂活動、小組及德育活動、個人輔導、
親子活動、接送服務及茶點等。

開放時間：下午3:30至晚上7:00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暫停)

服務對象：區內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童
                  （需經社工評估需要後才取錄）

強化功輔服務強化功輔服務
為配合有較大學習需要之學
童，託管服務加入「強化功
輔服務」(每組4位學童)，加
強照顧學童學習需要。

如家長有興趣為子女報讀「學童課餘託管服務」或「強化功輔服務」，可
致電2558-0708與託管職員陸月琼姑娘或陳雪怡姑娘查詢。

幼兒及兒童小組/活動

編號：
4001-0711/20

成為
社交達人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721/20

情商高手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編號：
4001-0713/20

助人助己

對象：
小四至小六會員

幼兒社交
情緒小組 

對象：
K2至K3會員

編號：
4001-0717/20

幼兒讀寫組

對象：K3會員

花哩碌藝術
空間 (小學)

對象：
小二至小五會員

內容：透過遊戲和活動的方式，了
解如何與別人相處，認識社交禮
儀。輕鬆與別人做朋友。

內容：透過遊戲和活動的方式，懂
得分辨自己和別人的情緒，學識如
何表達自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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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小組及完成服務可參與
「義工獎勵計劃」及登記服務時數

內容：透過故事與遊戲，幫助幼兒
正面表達及學習與人溝通合作，提
升社交能力。

內容：以趣味遊戲的方式，參加者
可以認識正確的執筆姿勢，加深對
字詞的認識，從而提升參加者的表
達能力，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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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月的舊生設優先報名安排

星期二

(9-10月/20)
編號：4001-0731/20
日期：24/9至22/10/20 
            (逢四，1/10暫停)
收費：$200 / 4節

(11月/20)
編號：4001-0733/20
日期：5/11至26/11/20
            (逢四)
收費：$200 / 4節

日期：6/10至27/10/20 (逢二)
時間：下午4:45-5:45
收費：$8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10/11至1/12/20 (逢二)
時間：下午4:45-5:45
收費：$8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7/10至28/10/20 (逢三)
時間：下午4:45-5:45
收費：免費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日期：15/10/20至5/11/20 (逢四)
時間：下午4:45-5:45
收費：$20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10月/20)
編號：4001-0708/20
日期：25/9至23/10/20
            (逢五，2/10暫停)
收費：$200 / 4節

(11-12月/20)
編號：4001-0712/20
日期：6/11至4/12/20 
            (逢五)
收費：$250 / 5節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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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六

對象 會員家庭 (必須親子一同報名)

乘 開 篷 巴 士 遊 覽 港 島 及 九 龍 聖 誕 景
點，進行聖誕城市獵圖遊戲，享受節日
氣氛，親子合作、共樂時光。活動設城
市獵人大獎。

日期    19/12/20 (六)
時間    下午5:00至晩上8:00
收費    每位 $40 
地點    港島及九龍
負責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張朗詩姑娘

聖誕城市獵人
編號：4001- 0729/20 

備註：
1. 活動出發前備有茶點時間
2. 每個家庭需帶備可影相及附有傳送相片
     功能之手提電話
3. 尖沙咀解散，回程車費自備

聖誕節狂歡派對暨佈道會  
聖誕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預備了不同的節目與
大家分享這「喜訊」，歡迎一家大小來參加。

日期：2020年12月5日 (六)
時間：下午1:00-5:00
地點：愛華服務處及二樓禮堂
成人佈道會主題：下一站...盼望
兒童佈道會主題：尋光之旅
內容：親子遊戲、豐富聚餐、詩歌分享、
            見證及信息分享、聖誕小禮物等
費用：$10

星期三

家長工作坊 -
藝術與您有約

編號：4001- 0686/20

對象 家長會員

日期    18/11 至 9/12/20 (逢三)
時間    上午10:15-11:45
收費    $80 / 4堂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註冊社工－楊燕慈姑娘

體驗「和諧粉彩」及「禪繞畫」的
樂趣，享受內在平靜，分享彼此的
感受。

幼兒及兒童小組/活動

(10-11月/20)
編號：4001-0643/20
日期：31/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200 / 5節

(1月/21)
編號：4001-0650/20
日期：2/1至30/1/21 (逢六)
收費：$200 / 5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10-11月/20)
編號：4001-0635/20
日期：16/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240 / 6節

(12-1月/21)
編號：4001-0649/20
日期：4/12至22/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240 / 6節

時間：下午5:30-6: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10-11月/20)
編號：4001-0636/20
日期：16/10至20/11/20 (逢五)    
收費：$240 / 6節

(12-1月/21)
編號：4001-0648/20
日期：4/12至22/1/21
(逢五，25/12、1/1暫停)
收費：$240 / 6節

時間：晚上7:45-8: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9-10月)
編號：4001-0709/20
日期：26/9至24/10/20 
            (逢六，3/10暫停)
收費：$200 /4節

(11-12月/20)
編號：4001-0726/20
日期：7/11至28/11/20 
            (逢六)
收費：$200 / 4節

說文解字讀
寫訓練A組

對象：
小一至小二會員

說文解字讀
寫訓練B組

對象：
小三至小四會員

花哩碌
藝術空間
(幼兒A組)

對象：
K1至K2會員

花哩碌
藝術空間
(幼兒B組)

對象：
K3至小一會員

初小社交
情緒小組

對象：
小一至小三會員

初小專注力
遊戲小組

對象：
小一至小二會員

專注力
訓練小組

對象：
小三至小四會員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張朗詩姑娘

內容：訓練同學認、讀、默、寫學
習技巧，建立學習動機，提升學習
興趣。

備註：歡迎懷疑或已確診讀寫困難
的兒童

內容：訓練同學認、讀、默、寫學
習技巧，建立學習動機，提升學習
興趣。

備註：歡迎懷疑或已確診讀寫困難
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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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月的舊生設優先報名安排

內容：透過故事、互動遊戲、情境
練習，學習正面表達情緒及提升社
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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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月)
編號：4001-0710/20
日期：26/9至24/10/20 
            (逢六，3/10暫停)
收費：$200 / 4節

(11-12月/20)
編號：4001-0725/20
日期：7/11至28/11/20 
            (逢六)
收費：$200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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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38/20
日期：31/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200 / 5節

(1月/21)
編號：4001-0652/20
日期：2/1至30/1/21 (逢六)
收費：$200 / 5節

時間：上午10:15-11:1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10-11月/20)
編號：4001-0641/20
日期：31/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200 / 5節

(1月/21)
編號：4001-0651/20
日期：2/1至30/1/21 (逢六)
收費：$200 / 5節

時間：上午11:45-12: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親子及家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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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小組 / 活動

星期三

星期一

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六

幼兒、兒童及青年興趣班

幼兒
跆拳道班
(星期二)

對象：
4-6歲幼兒

幼兒
珠心算班
(星期二)

對象：
3-6歲幼兒

兒童
跆拳道班

對象：
小一至中二會員

青年/成人
跆拳道班

對象：
中一至24歲會員

幼兒廚房

對象：
4-6歲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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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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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會根據學生的個
    別進度教授
2. 由「世界珠心算聯合會」發出專
    業資格導師任教
3. 需購課本及算盤
4. 舊生優先報名，最少5人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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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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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幼兒親手製作不同餐
點，學習自理能力，品嚐自家製美
食。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10-11月/20)
編號：4001-0659/20
日期：6/10至24/11/20 (逢二)
收費：$440會員/ 
            $4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67/20
日期：1/12/20至26/1/21 
(逢二，22/12及29/12暫停)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堂

星期三

星期四
(10-11月/20)
編號：4001-0662/20
日期：8/10至26/11/20 (逢四)
收費：$760會員/ 
            $80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0/20
日期：3/12/20至28/1/21
(逢四，24/12及31/12暫停)
收費：$665會員/ 
            $700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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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58/20
日期：6/10至24/11/20 (逢二)
收費：$640會員/ 
            $6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68/20
日期：1/12/20至26/1/21
(逢二，22/12及29/12暫停)
收費：$560會員/ 
            $595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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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61/20
日期：7/10至25/11/20 (逢三)
收費：$440會員/ 
            $4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80/20
日期：2/12/20至27/1/21 
(逢三，23/12及30/12暫停)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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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60/20
日期：7/10至25/11/20 (逢三)
收費：$440會員/ 
            $4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69/20
日期：2/12/20至27/1/21 
(逢三，23/12及30/12暫停)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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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4:45-6:00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二級福利助理－盧嘉慧姑娘

編號：
4001-0718/20

義不容辭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初級結他班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編號：
4001-0724/20

女聲、男聲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編號：
4001-0715/20

重拾 ~ 自己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編號：
4001-0714/20

初級泰拳班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編號：
4001-0722/20

圓網球
體驗班(中學)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編號：
4001-0716/20

成為打卡達人

對象：
中一至中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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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小組及完成服務可參與
「義工獎勵計劃」及登記服務時數

內容：認識到簡單的樂理、彈奏結
他方法，唱出你喜歡的歌。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結他

內容：男女的不同是甚麼？你又認
識多少？男生比女生更聰明？男生
比女生更有能力當領袖？就讓我們
一同探討。

內容：你對自己的認識有幾多？透
過遊戲和活動的方式，了解你自
己。

內容：泰拳是甚麼？一同認識泰
拳，學習簡單泰拳姿勢和動作，保
護自己。

內 容 ： 圓 網 球 是 近 年 的 新 興 運
動，講求速度感和反應力，喜歡運
動的人不要錯過！

內容：香港也可以很美麗，齊來尋
找打卡位影相，成為打卡達人，為
青春留下印記。

(11月/20)
編號：4001-0719/20
日期：4/11至25/11/20 
            (逢三)
收費：$100 / 4節

(12月/20)
編號：4001-0723/20
日期：2/12至16/12/20     
            (逢三)
收費：$75 / 3節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7/1至28/1/21 (逢四)
時間：下午4:45-5:45
收費：免費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9/10至30/10/20 (逢五)
時間：下午5:00 – 6:00
收費：$4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9/10至6/11/20 (逢五)
時間：下午7:00 - 8:30
收費：$200 / 5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13/11至18/12/20 (逢五)
時間：下午7:00 - 8:30
收費：$60 / 6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10/10至31/10/20 (逢六)
時間：下午1:30-5:00
收費：$40 / 4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集合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日期：2/11至7/12/20 (逢一)
時間：下午5:00 – 6:00
收費：免費 / 6節 
地點：愛華服務處
負責：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星期二

Find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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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兒童
珠心算班

對象：
6-9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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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會根據學生的個
    別進度教授
2. 由「世界珠心算聯合會」發出專
    業資格導師任教
3. 需購課本及算盤
4. 舊生優先報名，最少5人才開班

星期六   
(10-11月/20)
編號：4001-0666/20
日期：10/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640會員/
            $6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9/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及2/1暫停)
收費：$560會員/
            $595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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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40/20
日期：8/10至26/11/20 (逢四)
收費：$680會員/ 
            $72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1/20
日期：3/12/20至28/1/21 
(逢四，24/12及31/12暫停)
收費：$595會員/ 
            $630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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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63/20
日期：9/10至27/11/20 (逢五）
收費：$640會員/
            $6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3/20
日期：4/12/20至29/1/21 
(逢五，25/12及1/1暫停)
收費：$560會員/
            $595非會員/ 7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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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20)
編號：4001-0665/20
日期：10/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960會員/
            $100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8/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及2/1暫停)
收費：$840會員/
            $875非會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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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班

對象：4-9歲會員

幼兒勁舞
Jazz班

對象：
3歲至小一幼兒

幼兒劍擊 

對象：
3-6歲幼兒

幼兒/兒童跆
拳道班

對象：
3歲至小三兒童
(此班適合初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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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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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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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2.

(10-11月/20)
編號：4001-0664/20
日期：10/10至28/11/20 (逢六)
收費：$440會員/
            $480非會員/ 8堂

(12月/20-1月/21)
編號：4001-0677/20
日期：5/12/20至30/1/21 
(逢六，26/12及2/1暫停)
收費：$385會員/
            $420非會員/ 7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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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畢業於香港演藝進修學院 
(BTEC第五級英國國家高級證書
文憑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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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安排表演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運動服裝和運
動鞋
課程已提供相關器材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0人報名

與「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
定期安排考帶
舊生優先報名，最多12人

幼兒、兒童及青年興趣班幼兒、兒童及青年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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