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法���臨本中⼼報名�繳交費⽤�

 報名��注意活動推⾏⽇期��間��免相撞�⼀經報名不得���

 凡已報名之項⽬�不得轉讓其�⼈或改報其�項⽬�

 除因活動更改�間�否則不作另⾏�知��依�出席�

1.

2.

3.

4.

「⼼�放」活動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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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續會⼿續�

「⼼�放」會��「�少年�合服�隊」會員續證措�  

2022年10月-2023年1月2022年10月-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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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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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服�中⼼ 社會福利部 
社�⼯作部

心 花 放 通 訊心 花 放 通 訊

3030/09(五)/09(五)
下午二時正下午二時正

報名日



⽇期�06/10⾄13/10/2022 （共2���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80/⼈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每�會完成⾄少兩件和��物

�容�

由�布�拼⾊⾄製作和����參加者�

可�⼒�為動⼿做��製作⼀個獨⼀�⼆

的和��夾或頭����

�註�

1.

⽇期�07/10⾄25/11/2022 （共8���五）
�間�上午10:30⾄11:45
費⽤�免費

�點��東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很�⼈都�同「識⼈��識字」�但是⼈

��在�兒�現召�共同居住�東邨的街

坊�����和�享��識邨�不同街

坊�發表對�東邨不同的意⾒��論你居

住�東邨�久�都��你加��共同建設

理想社��

⽇期�10/10⾄31/10/2022 （共4���⼀）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50/⼈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作��讓⼈專注在⼀件東西上��你從

每天的⽣活�⼒�問題中抽��活動�會

製作��盒�玻��景�讓⾃⼰放�之

��亦為⾃⼰製作⼀�⼩禮物�

⽇期�12/10/2022⾄18/1/2023 
        （28/12暫停⼀�）（共14���三）
�間�上午10:15⾄11:45
費⽤�$700/⼈
�點��東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拉�動作和���促���健�和減輕

�⼒�

⼼�放 - ���⼼減�� (10-1⽉/2022-23年)

家 長 活 動家 長 活 動

給⾃⼰的禮物 — 抒�⼿作⼯作坊 (0002-0244/22)

�東社�關懷⼤使 (0002-0260/22)

        和式��頭�製作�驗� (0002-0247/22)



⽇期�13/10/2022⾄19/01/2023（共8��隔�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40/⼈
�點���服��

對��「⼼�放」��

�額�10⼈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讚��的設計是結合��的�蹈�呼

�吐�各式健��動�使��的��

舒展����蹈��歌�信仰�享�

讓⾃⼰享受�刻的�����⾃⼰�

⽇期�25/10⾄15/11/2022（共4���⼆）
�間�上午11:30⾄下午12:30
費⽤�$40/⼈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國��看得��是否�對�國⽂�

�興��課�會�授�⽂⽇常會話�

⽂法初�知識�建⽴同學�語詞彙�

語⾔⽂�的基本了��

⽇期�03/11⾄24/11/2022 （共4���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80/⼈
�點��東服��

對��「⼼�放」��

�額�6⼈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學��何�⽤布��畫線��裁�⾞

�技巧�為⾃⼰製作⼀件獨⼀�⼆的

布�品�

⽇期�04/11⾄16/12/2022 （共4��隔�五）
�間�晚上7:30⾄8:30
費⽤�免費

�點���服��

對��「⼼�放」家庭（居住於興⺠邨）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同⼦�出席

�容﹕

所�「��不���」��居就是我

們的�幫⼿�是�活動希��合興⺠

邨的街坊�����和活動��結彼

��發揮�⾥間的強⼤�絡�

�註﹕

1.

跳動�放�‧讚�� (10/2022-01/2023) (0002-0242/22)

���⽂初��驗課� (0002-0258/22)

布�⾞��驗� (0002-0255/22)

興⺠��⼤�盟 (0002-0245/22)



⽇期�07/11⾄21/11/2022 （共3���⼀）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60/⼈
�點��東服��

對��「⼼�放」��

�額�6⼈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叮」⼀�讓我們頓���定�緒���

�受頌��⾳和�動���和��⾃⼰呼

��專注⾃⼰的�受和想法�平息⽣活�

惱�

⽇期�28/11⾄19/12/2022 （共4���⼀）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免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朱⽂���

�容﹕

�何⼈⼠都�����⿑來玩�上���

�上��不但可�為你�來���更可�

放�⼼��讓⾃⼰享受⼀點「 Me-
time」。

⽇期�05/12⾄19/12/2022 （共3���⼀）
�間�上午10:00⾄正午12:00
費⽤�免費

�點�港島東���

對��「⼼�放」��

�額�8⼈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動服裝��動鞋

�⾃��⽤⽔

建議⾃�球拍

�容�

短暫拋�⽣活的�惱��不同街坊⼀��

動�放��⼼�強�健���識不同的街

坊朋友�

�註﹕

1.
2.
3.

⽇期�05/01/2022 （四）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50/⼈
�點���服��

對��「⼼�放」��

�額�8⼈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容﹕

���⽔果��⽊����……即使是同
⼀樣的�味亦會製�出不⼀樣的����

想擁�⼀種獨⼀�⼆的味�嗎��⽔製作

�為參加者�授������的科學作⽤

�原理���⼤家便可�發揮個⼈�意�

製作出⼀�專屬�的�⽔�

⾃⼰�⽔⾃⼰� — �⽔DIY製作⼯作坊 (0002-0272/22)

����FUN (0002-0273/22)

頌�⼼�療�⼯作坊 (0002-0259/22)

「⽻」你同⾏(12⽉/2022年) (0002-0275/22)



⽇期�11/10⾄18/10/2022 （共2���⼆）
�間�上午09:00⾄正午12:00
費⽤�免費

�點�⼤潭⽔塘���

對��「⼼�放」��

�額�10⼈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到港島�⼭徑郊�放�⼼

������的⽣活��不同

街坊暢�⼤⼩事�

山
悠
遊

山
悠
遊

山
悠
遊

⼭�� (0002-0243/22)



⽇期�08/10, 09/10/2022（六�⽇）
�間�08/10（六）下午2:30⾄3:30
�間�09/10（⽇）上午10:00⾄下午1:00
費⽤�成⼈�$80/⼈ （原價﹕$250）
費⽤�學⽣�$50/⼈ （原價﹕$150）
�點���服���⿊暗中對話�驗�

對��「⼼�放」家庭 （⼦�須�6歲或�上)
�額�25⼈
負責�註冊社⼯ — 朱⽂���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活動不可使⽤開⼼券

費⽤已包括�場費和⾞費

學⽣為17歲或�下兒童�或�⽇制
學⽣

�容﹕

⾛�漆⿊的�間�拿�⼿杖�����

環境的�⾳��驗視障⼈⼠在���渡

輪��院�不同⽣活場景的�受�從⽽

了��們於⽇常⽣活所⾯對的困難�

�註﹕

1.
2.
3.

        �⼦��⼩� (0002-0260/22)

⽇期�08/10⾄29/10/2022 （共4���六）
�間�下午4:15⾄5:45
費⽤�$40/⼈
�點��東服��

對��「⼼�放」家庭 （⼦�須�8歲或�上)
�額�4家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會�放�平⽇緊張的⼼

���不同家庭享受���間�增��

⼦�間的理�和合作�

      ��海洋�� (0002-0253/22)

⽇期�05/11/2022（六）
�間�上午9:00⾄下午5:00
費⽤��⾦$100/⼈ （出席活動��回�⾦）
�點�海洋��

�合����點﹕��服����東服��

對��「⼼�放」家庭

�額�50⼈
負責�註冊社⼯ — 朱⽂����王�德先⽣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活動不可使⽤開⼼券

費⽤已包括⾨��⾞費

活動�「⺠政事��」贊助

�容﹕

��「⼼�放」家庭⼀同�往海洋��

�玩��玩�動���參�⽔���享

受家庭��

�註﹕

1.
2.
3.

社��索��  — ⿊暗中對話�驗 (0002-0120/22)

家 庭 及 親 子 活 動家 庭 及 親 子 活 動



⽇期�12/11⾄26/11/2022 （共3���六）
�間�上午10:30⾄11:30
費⽤��免

�點���服��

對��⼼�放「家庭」（⼦�為初⼩學童）

�額�5家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專家�﹕「每⽇15�鐘的�⼦玩
��間��促��⼦之間的關

�」�但⾄於可�玩什���何

玩��活動���⼦�⾏不同的

�����讓⼤家⼀同享受�密

��質素的�⼦�間�

⽇期�05/11⾄12/11/2022 （共2���六）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費⽤�$20/⼈
�點��真����服��

對��「⼼�放」家庭

�額�15⼈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容�

在中⼼�⾒���家庭��你會對�們的��

���⽂��到�奇嗎�是��出活動�各位

���會拜訪�真��了��們的信仰�更可

�驗彩繪紋��從⽽促�雙⽅相互了��

�註�

1. 活動已包括來回旅�巴費⽤�
2. �⾃��⾜�⽤⽔�
3. �活動不可使⽤開⼼券�

⽇期�19/11, 20/11/2022（六�⽇）
費⽤�$30/家
�點���服����中⼭紀���

對��「⼼�放」家庭

�額�10家
負責�註冊社⼯ — 朱⽂���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爽�除了�合登⾼�亦�合野��活動�

合⼤家⼀同製作野��物�並⼀同到��野��

讓⼤家享受⼀個舒服⼜放�的下午�

⽇期 �間 �容

19/11 下午3:00⾄5:00 在中⼼⼀同製作�物

20/11 正午12:00⾄下午4:00
到�中⼭紀����

⾏野�

⽇期�27/11/2022 （⽇）
�間�上午10:00⾄下午2:00
費⽤�$20/⼈
�點�⼤圍⾄⼤尾督

對��「⼼�放」爸爸�⼦�

�額�20⼈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動服裝��動鞋

�⾃��⽤⽔

費⽤已包括租⽤單⾞費

����⼀同參�

�活動不可使⽤開⼼券

�容﹕

⼯作和家�⼀�都�⼈�悶乏味�趁��末
的�間�呼��鮮的���享受⼀下�動�
⼤⾃��來的���
�註﹕

1.
2.
3.
4.
5.

�⼦單⾞同�⽇ (0002-0261/22)

����野�團 (0002-0252/22)

        �⼦�「�」�間 (0002-0246/22)

「�⼿作�」種�共融�驗 — ⼀�到訪�真�吧� (�定)



          ��⼤旅⾏ (0002-0263/22)
⽇期�04/12/2022（⽇）
�間�上午10:30⾄下午4:00
�點�⽯�泳灘

�合����點���服����東服��

對��「⼼�放」家庭（��F1014或之�)
費⽤�$30/⼈（⼤⼩同價�0-2歲免費)
�額�50⼈
負責�註冊社⼯ — 朱⽂����王�德先⽣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活動不可使⽤開⼼券

費⽤已包括���單�旅�巴費⽤

�容﹕

誠�於本年度加�⼼�放的家庭出席「��

Party」�我們�會到⽯�泳灘�⾏���
�⼦���介紹「⼼�放」計劃�抽��希

���可�讓⼤家�⼀段共���的�光�

�註﹕

1.
2.

⽇期�10/12⾄31/12/2022（共4���六）
�間�上午11:00⾄正午12:00
費⽤�$40/家
�點���服��

對��「⼼�放」家庭

�額�6家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佳��⼀��⼦�動⼿製作裝�吧�讓

⼤家發揮�意�加上�⼦之間合作��⾛⼀

��的裝�物品�來打�溫�的家�

����派對 ⽇期�21/12/2022（三）
�東��派對 ⽇期�20/12/2022（⼆）

�間�下午7:00⾄8:30
費⽤�$20/⼈
�點���﹑�東服��

對��「⼼�放」家庭

�額�每服��各30⼈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榕禧��

 活動已包��
 �活動不可使⽤開⼼券

�容�

⼜到���⼜到���⼀年⼀度的��派

對�我們準�了各式各樣的���抽�活

動��⼼�放家庭同��

�註�

1.
2.

        �⼦野�廚� (0002-0274/22)

⽇期�15/01/2023 （⽇）
�間�上午10:00⾄下午2:00
費⽤�$50/家
�點���服��

對��「⼼�放」爸爸�⼦�

�額�5家
負責�註冊社⼯ — 朱⽂���

����⼀同參�

�容﹕

平⽇煮��⼤�都在廚���⾏����我

們�定⾛出廚��到戶��⾏煮�活動��

�參�競技活動���不同的廚具��材�

來⼀場原野烹�⼤賽�

�註﹕

1.

        �⼦動⼿做裝� (0002-0270/22)

       暖����PARTY 2022 (��:0002-0264/22 �東:0002-0265/22)



⽇期�12/10/2022 （三）
�間�上午10:30⾄正午12:00
�點���服��

對��「⼼�放」家⻑

�額�不限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疫�下限制⼈�⼈之間的相���⽽社會

上仍�不少群���被關⼼�誠�願意為

社�出⼀�⼒的你���會議⼀同傾�未

來的義⼯發展⽅向��關�傳�社��

⽇期�17/12�23/12/2022（共2��六�五）
�間��⼀�17/12�下午2:00⾄4:00
�間��⼆�23/11�下午2:00⾄4:30
�點�港島傷健協會

�合�點���服��

對��8⾄18歲「⼼�放」會員
�額�10個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參加者�⾃付來回巴⼠⾞���預先

�值���

�容�

是�義⼯服��參加者�到訪港島傷健協

會�����⼿⼯製作�合作���了�

��智障���⼈⼠的⽇常⽣活����

們所⾯對的困難�促�傷健共融�

�註

1.

⽇期�17/12/2022 （六）
�間�下午2:30⾄4:30
�點���灣�西灣河�

對��「⼼�放」家庭

�額�5個家庭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訪居住在劏�的⻑者�為

�們�上禮物和祝福�⼀同�享��的喜

��

⽇期�07/01/2023 （六）
�間�上午10:00⾄正午12:00 或 下午2:00⾄4:00
�點��灣�屋邨

對��「⼼�放」家庭

�額�每段�間各15個家庭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興���中⼼合作�上⾨�訪�灣�的

⻑者��享�年的喜��

���暖⼤⾏動 — 劏�⻑者�訪 (0002-0267/22)

�春�暖⼤⾏動 — 獨居⻑者�訪

東�傷健共融義⼯�驗服� (0002-0269/22)

義⼯服���會議 (10/2022) (0002-0241/22)

義 工 服 務義 工 服 務
「⼼�放」計劃⿎�⼤家⾛�社���續�參�不同種�的義⼯服���義⼯服�除了可「⼼�放」計劃⿎�⼤家⾛�社���續�參�不同種�的義⼯服���義⼯服�除了可「⼼�放」計劃⿎�⼤家⾛�社���續�參�不同種�的義⼯服���義⼯服�除了可

�結社��發揮互助互��神��更可�發掘和發揮個⼈���為⿎�⼤家積�參�義⼯�結社��發揮互助互��神��更可�發掘和發揮個⼈���為⿎�⼤家積�參�義⼯�結社��發揮互助互��神��更可�發掘和發揮個⼈���為⿎�⼤家積�參�義⼯

服��我們會�計每位義⼯由2021年4⽉⾄2022年2⽉的義⼯���其義⼯��可於�⼼物服��我們會�計每位義⼯由2021年4⽉⾄2022年2⽉的義⼯���其義⼯��可於�⼼物服��我們會�計每位義⼯由2021年4⽉⾄2022年2⽉的義⼯���其義⼯��可於�⼼物
品�享⽇中��額�禮品�品�享⽇中��額�禮品�品�享⽇中��額�禮品�

本計劃除下�已��的義⼯服���更��即�或臨�的義⼯服���欲收到相關�訊���本計劃除下�已��的義⼯服���更��即�或臨�的義⼯服���欲收到相關�訊���本計劃除下�已��的義⼯服���更��即�或臨�的義⼯服���欲收到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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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0002-0262/22 下午:0002-0268/22)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期�14/01/2023 （六）
�間�下午2:30⾄4:30
�點���灣�西灣河�

對��「⼼�放」家庭

�額�5個家庭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年��訪居住在劏�的⻑者�

為�們�上禮物和祝福�⼀同�享�春的

喜��

⽇期�16/01⾄18/01/2023 （⼀⾄三）
�間�上午10:30⾄正午12:00（⾃由報�）
�點���服��

對��「⼼�放」家⻑

�額�10⼈
負責�註冊社⼯— 朱⽂���

�容﹕

明年4⽉⽂憑試�會開考�在�試期間�
學⽣難免會�到徬徨��單和�受�⼒�

��各位家⻑�來�為應屆DSE考⽣製作
打�包�向�們�上祝福和⿎��

⽇期�08/10⾄29/10/2022（共4���六）
�間�下午4:00⾄5:30
費⽤�$240/⼈
�點���服��

對��「⼼�放」⼩四⾄⼩六學⽣

�額�6⼈
負責�福利助理 — 鄧天兒��

�容�

⼩學⽣學�的⽂��來����家⻑想幫

�卻�來��從�⼿����識各�⽂

��課�可讓同學了�語句結構並掌握語

法規則�從⽽讓學⽣�上寫作���序漸

��提升同學的寫作技巧�

⽇期�07/10⾄11/11/2022（共6���五）
�間�下午4:00⾄5:00
費⽤�$240/⼈
�點���服��

對��「⼼�放」⼩四⾄⼩六學⽣

�額�6⼈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課��會由淺����授學⽣�語⽂法�

希��固學⽣的�語⽔平�同��授寫作

授巧�提昇學⽣的寫作�⼒�

�春�暖⼤⾏動 —劏�⻑者�訪 (0002-0271/22)

DSE打�包製作義⼯服� (0002-0266/22)

⾼⼩中⽂寫作強�� (0002-0256/22)

⾼⼩�語⽂法�寫作� (0002-0239/22)



⽇期�14/10⾄16/12/2022（共10���五）
�間�下午5:00⾄6:30
費⽤��⾦$200/⼈
        （出席率��成可����回�⾦）
�點���服��

對��「⼼�放」中⼀⾄中三學⽣

�額�7⼈
負責�註冊社⼯ — 朱⽂���

參加者必須為申�「�合緩助」或「書�

津貼�免」之學⽣

活動���局「2022/23年度校本課�學
��⽀援計劃-�本計劃」�助

�容﹕

想��語�但不知怎��課�會��互動式

的活動�並針對⽇常⽣活⽤語�讓參加者可

�學��⽤�提昇�語會話⽔平��暢性�

�註﹕

1.

2.

⽇期�15/10/2022⾄25/2/2023（19/11, 31/12,
⽇期�21/1, 28/1除�）（共16���六）
�間�下午2:30⾄4:00
費⽤��⾦$200/⼈
        （出席率��成可����回�⾦）
�點��東服��

對��「⼼�放」中⼀⾄中六學⽣

�額�7⼈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參加者必須為申�「�合緩助」或「書�

津貼�免」之學⽣

活動���局「2022/23年度校本課�學
��⽀援計劃-�本計劃」�助

�容﹕

��學�結�的彈奏技巧(包括和弦��法�
拍⼦�)�發掘個⼈���培�對⾳�的興
��同�提升⾃我效�����積�良�的

表現�可到不同場合參�表演�

�註﹕

1.

2.

⽇期�02/11⾄21/12/2022 �
⽇期�01/02⾄22/03/2023（共16���三）
�間�晚上7:00⾄8:30
費⽤��⾦$200/⼈
        （出席率��成可����回�⾦）
�點���服��

對��「⼼�放」中⼀⾄中六學⽣

�額�7⼈
負責�註冊社⼯ — 朱⽂���

�容﹕

�歌星唱歌覺得�����沒�想�其實⾃

⼰都可��本課�會���淺出�富�味性

的⽅法去強�參加者六⼤基本的歌唱技巧�

包括�⾳準�拍⼦����咬字��息�台

�；同��師會讓參加者�試不同�型的歌

種�曲��並因應每位參加者的�度�提供

專�的����參加者表現�異�會被推�

組成「��」�隊�⿑⿑Busking�⼀�經�
現場表演的興奮� 

�本計劃 — 初中�語會話� (4001-0845/22)

�本計劃 — 初�⽊結�訓練課� (�定) 

�本計劃 —  �⾏歌唱技巧訓練課� (4001-0844/22)

參加者必須為申�「�合緩助」或「書�

津貼�免」之學⽣

活動���局「2022/23年度校本課�學
��⽀援計劃-�本計劃」�助

�註﹕

1.

2.



⽇期�18/11⾄09/12/2022（共4���五）
�間�下午4:00⾄5:00
費⽤�$160/⼈
�點���服��

對��「⼼�放」⼩四⾄⼩六學⽣

�額�6⼈
負責�福利助理 — ⾼榕禧��

�容�

課��⼩組形式�授⾼⼩學⽣�語會話技

巧�讓學⽣�更��會�⽤�語對話�交

��並加強學⽣對⽇常�語會話的信⼼�

初⼩

⽇期�16/11/2022, 18/1/2023（三）
對��「⼼�放」⼩⼀⾄⼩三學⽣

⾼⼩

⽇期�17/11/2022, 19/1/2023（四）
對��「⼼�放」⼩四⾄⼩六學⽣

�間�下午4:30⾄5:45
費⽤�免費

�點��東服��

�額�初⼩�⾼⼩各8⼈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容﹕

�論⼤⼩朋友都會��⼒�除了�學��

何⾯對�⼒之���放�⼒亦同樣不可�

少�試�就讓⼩朋友們⼀����盡��

放讀書�⼒�在��中�識�朋友�

⽇期�10/12/2022 （六）
�間�下午1:30⾄7:30
費⽤��⾦$100/⼈
        （出席率��成可����回�⾦）
�點���服��

對��「⼼�放」⼩四⾄⼩六學⽣

�額�16⼈
負責�註冊社⼯ — 王�德先⽣

參加者必須為申�「�合緩助」或「書

�津貼�免」之學⽣

活動���局「2022/23年度校本課�
學��⽀援計劃-�本計劃」�助

�容﹕

讓參加者��佔�14000呎的場����
不同的�奇挑戰�包括�型�宮�室��

�陣�攀⽯牆��你⾼爾夫球�不同刺激

且挑戰⾃我的��設���助學⽣�放學

��⼒�同�提升�們�於⾯對挑戰的�

��

�註﹕

1.

2.

試��⼀� (初⼩:0002-0250/22) � (⾼⼩:0002-0254/22)

�本計劃 — Epicland �奇王國之旅 (�定)

         ⾼⼩�語會話� (00002-024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