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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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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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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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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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推介

Photo

fb:mevccitep

ig:mevccyouth
耀東服務處

ig:mevcc.itep2000
愛華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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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100號4樓
電話：2558 0708

耀東服務處
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B及C翼
電話：2885 9844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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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1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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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9月青年暑期通訊

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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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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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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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處

生命樹
編號：4001- 0188/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為自己最值得記念的日子以相片
或圖片製作屬於你的圖冊，並互
相分享如何建構自己的夢想。

日期    20/7至17/8/20 (逢一)
時間    下午3:00-5:00
收費    $30會員/ $50非會員/ 5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
            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備註：確實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星
期
一

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二分享甜品。分享愛

編號：4001- 0189/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一同製作甜品，除了可以與親朋分享，最
後一節我們亦會將甜品帶到社區，分享給
不同階層人士，分享快樂，分享愛。

日期    4/8至25/8/20 (逢二)
時間    下午2:45-4:45及 (25/8)下午2:45: -5:45 
收費    $40會員/ $60非會員/ 4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備註︰
1.  本活動會教授參加者製作甜品技巧，
     沒有經驗者亦可參加
2.  費用已包括材料、器具及爐具借用
3.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4.  確實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星
期
二墟！變身吧

編號：4001- 0179/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當在家中發現有多餘或不想要的物品時，
你會如何處理？讓我們一起把這些物品改
良，重新賦予它新生命，並將它們透過以
物易物或送贈的方法，於墟市中送到有需
要的人手上。

日期    28/7至25/8/20 (逢二)
時間    下午3:00-4:30 及 (25/8)下午2:45-5:45 
收費    $40 會員/ $60非會員/ 5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備註：確實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星
期
三集氣加油站

編號：4001- 0187/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生活大壓力？一齊傾下計！
仲可以一齊玩下Board game、試
下做唔同既野！只要你敢建議，我
們就陪你試！

日期    22/7至26/8/20 (逢三)
時間    下午2:00-4:00
收費    全免 會員/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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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確實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星
期
三我想和你彈 - 結他初階

編號：4001- 0176/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同學們，一齊來學下結他，Jam下歌！
如果你想學下彈結他，或者喜歡唱歌、
玩音樂，都歡迎你參加呢個課堂。 備註︰

1.  我們會提供結他讓參加者練習，
     參加者也可自備結他
2.  確實上課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日期    31/7至26/8/20 (逢三、五)
時間    下午4:00-6:00
收費    $50 會員/ $70非會員/ 8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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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體驗學習
引導員證書課程

編號：4001- 0182/20

對象 17-24歲青少年

六節訓練，包括：體驗學習理論、引
導及解說技巧、學習應用歷奇、戲劇
及桌遊帶領活動，最後一天分組實習
帶領活動。

日期    17/7至21/8/20 (逢五)  
            及 22/8/20 (星期六)
時間    下午7:30-10:00 /  
            上午10:00-下午6:00
收費    $100會員/ 
            $120非會員/ 7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
            江卓然先生 (Leo Sir)

星
期
五

備註︰
1.  出席率達八成可獲發本中心證書
2.  完成課程及表現優異者，可優先成
     為本中心的兼職導師

星
期
四自己揸「煮」意 

7-8/2020

編號：4001- 0186/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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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6/7至20/8/20 (逢四)
時間    下午6:00-9:00
收費    $90會員/ $110非會員/ 6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名額    10名
負責    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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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節食材將會由中心購買及提供

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四和你郁

編號：4001- 0194/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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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9/7至27/8/20 (逢四)
時間    下午6:00-7:00
收費    $10會員/ $30非會員/ 8 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名額    12
負責    註冊社工－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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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說。想說
編號：4001- 0173/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一張相勝過千言萬語，以相片
說出你對人、對事的關愛，同
時會使用APPS美化相片，上載
至社交網站，讓更多人重新看
見那被遺忘的人和事。

日期    31/7至21/8/20 (逢五)
時間    下午3:30-5:30
收費    $10會員/ 
　　　$30非會員/ 4 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
            殷楚琳姑娘 (Joyce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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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於中心舉行名為「相說」展
     覽，展出有關作品
4.  確實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星
期
五

籃球小將
編號：4001- 0180/20

對象 12-18歲青少年

由持牌籃球教練教導基本籃球
概念，包括運球、傳球、上籃
等訓練。增強大家對籃球的了
解，也能強身健體。

日期   24/7至28/8/20 (逢五)
時間   上午11:00-12:30
收費   $150會員/ 
           $170非會員/ 6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
　　   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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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論男女，只要對籃球有興 
     趣均能參加
4.  確實上課時間或因暑假日期   
     改動

星
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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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六暑期無限Fun義工訓練

編號：4001- 0193/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備註︰
1. 訓練當日我們會讓參加者選擇可參與義工

2. 訓練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日期    18/7/20 (六)
時間    下午3:00-5:00 
收費    全免/ 1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想唔想過一個充實的暑假呢？暑假期間我
們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30-下午1:00都會為
暑期託管的小朋友舉辦不同的活動，有興
趣做義工的同學可以參加此訓練，再同小
朋友一齊玩！

服務的日子

星
期
六 香港背包遊

編號：4001- 0181/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成日見到D背包客周圍去好精彩？有無
諗過其實香港都有好多隱世地方我地係
未去過，呢個暑假等我地同你一齊走遍
香港，探索一下未被發現的香港。

備註︰
1.  本活動會於戶外及野外進行，參加者需考慮
     自身的體能及健康狀況
2.  外出活動請自備交通費及午膳費用
3.  活動日期會因應暑假日子而調整

日期    22/7/20 (三) (簡介會)  及 
            25/7/至15/8/20 (逢六)(香港遊)
時間    簡介會：下午7:00-9:00/  
　　　香港遊：上午9:00 -下午5:00 
收費    $100會員/  $120非會員/ 5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及戶外
負責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星
期
六花「Teen」使乾花小組

編號：4001- 0191/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一起各施所藝，以乾花製作成獨一無
二的飾物吧！過程中更能讓你感到很
治癒，發展好心情！

備註︰費用已包括製作押花飾物的物資

日期    25/7至15/8/20 (逢六)
時間    下午2:30-4:00
收費    $80會員/ $100非會員/ 4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 (Sophia Miss)

星
期
六 「幫」民兵團

編號：4001- 0190/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香港地生活壓力大，有沒有諗過去社區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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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份關懷、多份笑容。

日期    1/8至22/8/20 (逢六)
時間    下午3:00-5:00
收費    全免 會員/ $20非會員/ 4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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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六暑期無限Fun義工訓練

編號：4001- 0193/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備註︰
1. 訓練當日我們會讓參加者選擇可參與義工

2. 訓練時間或因暑假日期而改動

日期    18/7/20 (六)
時間    下午3:00-5:00 
收費    全免/ 1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想唔想過一個充實的暑假呢？暑假期間我
們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30-下午1:00都會為
暑期託管的小朋友舉辦不同的活動，有興
趣做義工的同學可以參加此訓練，再同小
朋友一齊玩！

服務的日子

星
期
六 香港背包遊

編號：4001- 0181/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成日見到D背包客周圍去好精彩？有無
諗過其實香港都有好多隱世地方我地係
未去過，呢個暑假等我地同你一齊走遍
香港，探索一下未被發現的香港。

備註︰
1.  本活動會於戶外及野外進行，參加者需考慮
     自身的體能及健康狀況
2.  外出活動請自備交通費及午膳費用
3.  活動日期會因應暑假日子而調整

日期    22/7/20 (三) (簡介會)  及 
            25/7/至15/8/20 (逢六)(香港遊)
時間    簡介會：下午7:00-9:00/  
　　　香港遊：上午9:00 -下午5:00 
收費    $100會員/  $120非會員/ 5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及戶外
負責    註冊社工－江卓然先生  (Leo Sir)、
                                吳紀穎姑娘  (Cherry Miss)

星
期
六花「Teen」使乾花小組

編號：4001- 0191/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一起各施所藝，以乾花製作成獨一無
二的飾物吧！過程中更能讓你感到很
治癒，發展好心情！

備註︰費用已包括製作押花飾物的物資

日期    25/7至15/8/20 (逢六)
時間    下午2:30-4:00
收費    $80會員/ $100非會員/ 4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梁淑芳姑娘 (Sophia Miss)

星
期
六 「幫」民兵團

編號：4001- 0190/20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香港地生活壓力大，有沒有諗過去社區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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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份關懷、多份笑容。

日期    1/8至22/8/20 (逢六)
時間    下午3:00-5:00
收費    全免 會員/ $20非會員/ 4節
地點    耀東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周智莉姑娘 (Elly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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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C實用射擊系列 
IPSC實用射擊訓練-初級

編號：4001- 0283/20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二會員(適合初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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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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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C實用射擊訓練-中級 
編號：4001- 0282/20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六會員(適合完成初級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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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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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C實用射擊比賽20
編號：4001- 0277/20

對象 升小五至升中六學生
(適合完成初級或以上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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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陸月琼姑娘

IPSC實用射擊比賽。第一部份-定靶射擊，
第二部份-STAGE射擊比賽。

 青少年小組/活動
初中盆景體驗坊

編號：4001- 0460/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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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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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蠟燭體驗坊
編號：4001- 0450/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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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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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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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華
服
務
處

星
期
四

韓國文化交流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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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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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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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四

愛情是何物?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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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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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
編號：4001- 0447/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2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46/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30 / 3節

星
期
三初級結他班

編號：4001- 0443/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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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到簡單的樂理、彈奏結
他方法，唱出你喜歡的歌。

星
期
三初中製出

我的手機殼

編號：4001- 0453/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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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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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需在報名時登記要製  
            作的手機殼型號

星
期
三Tabata體驗班

編號：4001- 0444/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日期   5/8至19/8/20 (逢三)
時間   下午3: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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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   $60 / 3節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星
期
三

青年/成人跆拳道班

對象 中三至24歲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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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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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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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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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PAGE



愛
華
服
務
處

星
期
四

韓國文化交流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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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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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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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小組/活動

星
期
四

愛情是何物?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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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部分節數有零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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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
編號：4001- 0447/20

日期：23/7至30/7/20 (逢四)
收費：$20 / 2節

(8月/20)
編號：4001- 0446/20

日期：6/8至20/8/20 (逢四)
收費：$30 / 3節

星
期
三初級結他班

編號：4001- 0443/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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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到簡單的樂理、彈奏結
他方法，唱出你喜歡的歌。

星
期
三初中製出

我的手機殼

編號：4001- 0453/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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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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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需在報名時登記要製  
            作的手機殼型號

星
期
三Tabata體驗班

編號：4001- 0444/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日期   5/8至19/8/20 (逢三)
時間   下午3: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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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   $60 / 3節
地點   愛華服務處
負責   註冊社工－陳子珊姑娘

星
期
三

青年/成人跆拳道班

對象 中三至24歲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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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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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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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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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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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華
服
務
處

初中Handcream工作坊
編號：4001- 0455/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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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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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初中和諧粉彩

體驗班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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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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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五

初中
棋「樂」無窮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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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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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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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小組/活動 

行山樂趣多
編號：4001- 0451/20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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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六

日期   25/7、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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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有少量零食提供

星
期
五

初中義工組

對象 升中一至升中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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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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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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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完成服務可參與「義工
獎勵計劃」及登記服務時數

編號：4001- 04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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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小巴：西灣河港鐵站乘50、65小巴

2. 巴士：2A、77、99、110、606、722

3. 沿扶手電梯及有蓋行人路

    步行約8分鐘直達

耀東服務處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服務處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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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10:00-1:00

2:00-6:00 

7:00-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服務處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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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巴：柴灣港鐵站乘20M小巴往興民邨

2. 巴士：8、81、82、8X、780、A12、

            106、 118、606、68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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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華服務處

天氣情況

雷暴/寒冷/ 酷熱警告

一號戒備訊號

三號強風訊號

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服務處設施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暫停開放

照常開放

照常開放

有限度開放

服務處內舉行活動安排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幼兒活動除外)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幼兒活動除外)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取消或延期（活動前2小時仍未取消訊號）

惡劣天氣各活動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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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25-59

3-59

$20

$50

會員制度
1. 填寫會員申請表

2. 填妥後連同所需費用交回服務處

3. 申請時須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核對

4. 如欲退會，可與職員聯絡，但所繳之會費

    概不發還

5. 如有查詢，可親臨服務處或來電

會員申請方法
會員類別             年齡    收費

兒童及青少年

家屬

家庭

有家庭成員為兒童或青少年會員

需直系家庭成員，最多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