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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服務宗旨
全面關注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協助青少年成為快樂、成熟、有責任感及在社會上有貢獻
的一份子。

單位服務目標
•	提升青少年處理困難的能力。
•	促進青少年的潛能發展，建立正面的發展方向。
•	協助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健康成長，融入社會。
•	加強青少年、家庭、學校及社會之間的聯繫，鞏固支援網絡。
•	倡導社會關注青少年的全人需要，締造一個更有利的成長環境予青少年。

單位服務內容
社工會在不同的工作地點，包括服務單位、中、小學及社區等地方接觸兒童、青少年及
其家庭，為他們提供個人輔導、小組、活動及興趣發展，並進行社區教育及倡導工作。
我們特別為有需要的服務對象設計多項度身訂造計劃。

主要服務對象
4 至 24 歲在觀塘區內就讀或居住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服務處 ) 
成立於 1952 年，多年來致力建立一個仁愛、公義的社會。
服務處一直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專業、真誠的優質服務，

對弱勢及被忽略的社群尤為關注，
並以「社會仁愛公義、人人全面發展」為願景，
為市民及社會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

	 info@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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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	6333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www.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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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抽籤登記

•每個家庭遞交一張「報名次序抽籤表」，登記人必須為家長及持
有效會員證	( 有效期必須為 2022 年 5 月 31 日或以後 )	，違者將
被取消資格。

•所填寫之家庭成員姓名必需為直系親屬及已登記入會。
•請掃瞄右方的二維碼或輸入網址：https://forms.gle/sCXCMUhsxqAF2CnM9，於網上填妥「報
名次序抽籤表」。

•遞交表格後，請耐心等待，本中心會於 2022 年 1 月 19 日公佈次序抽籤結果。
•入籤登記之次序並不代表活動報名之前後次序。

 優惠資格申請
2022 年 1 月 19 日 或之前 於開放時間內

1.	綜援家庭或低收入家庭可以	優惠價參加活動。
2.	請於限期前帶同以下任何一種證明親臨安達邨辦事處辦理申請：
	 •綜援家庭證明書	•書簿津貼證明書
	 •學費減免證明書	•其他減免證明書
3.	如未能於限期前申請者，則以會員價參加活動。

會員優先報名日
2022 年 1 月 23 日 ( 星期日 ) 

•按抽籤公佈的時間到達安達邨辦事處。
•是日恕不辦理續會、轉換或退出活動的手續。
•是日只接受已登記抽籤人士辦理報名手續。
•每位報名會員可選報３個個人及每個家庭可報 1 個家庭的小組／活動。
•若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寫：「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或【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報名程序：
•會員需按照已抽籤的時段到中心，例	( 報名時段 10:00-10:15)	並出示最新有效會員證作登記。
•完成檢查後，才能取得該時段籌號確定報名次序。
•一經確定名額，須即時繳費。
•如逾報名時段，報名程序則安排在下一輪時段進行報名。
•如活動已滿額，可留後備名單	( 不設上限 )	。
請帶備以下物品：
•最新有效會員證	
•現金	( 恕不接受千元紙幣 )	／支票	( 恕不接受期票 )	

公開報名
2022 年 1 月 25 日起 ( 星期二 ) 於開放時間內

•餘下之活動名額將公開接受會員及	非會員報名，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022 年 2 月至 5 月兒童、青少年、
家長及家庭活動

活動報名程序

公開抽籤決定報名次序
2022 年 1 月 18 日下午 3 時正

•於安達邨辦事處舉行抽籤，歡迎來臨見證。

抽籤結果公 
2022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三 ) 查詢抽籤結果

•抽籤結果將會顯示指定報名時段以及會員編號。例子：

報名時段 會員證編號
10:00-10:15 K190XXX
11:00-11:15 K120XXX

如此類推
•	會員請自行留意及查看抽籤結果，本中心將不作個別通知。

•	抽籤結果會張貼於安達邨辦事處、
順利社區中心辦事處、WhatsApp
群組及本單位 Facebook。

2022 年 1 月 10 日
上午 10 時正	至
2022 年 1 月 13 日
下午 2 時正

報名日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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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網上活動須知

1.		為保障閣下與其參加者的利益，不得將參與網上服務的連結（包括但不限於視像會議網址、會議
號碼、密碼）公開發佈。

2.		每名成功報名之參加者所獲得的連結只限用於一個裝置，請勿同時以多個裝置開啟連結。

3.		建議參加者在活動開始前 10 分鐘登入系統，測試裝置是否正常運作，並耐心等候工作員核實服
務使用者身份。

4.		由於網上通訊軟件有可能涉及一定程度的風險，參加者應避免在活動中洩露自己的重要私人資
料，例如身份證號碼、銀行帳戶號碼等。

5.		參加者須使用能保障其及其他參予活動人仕私隱的房間或場所接受服務，並盡可能使用耳機及開
視訊以確定參與人仕的身份。

6.		如參加者認為網上活動形式不切合自己需要，歡迎與負責職員聯絡選擇其他合適活動。

如有任何登入問題及疑問，請在辦公時間致電 2342	6156，尋求職員協助。

重要消息通知

1. 優惠收費政策 ( 報名須知 ) 
優惠收費名額
適用於領取綜援、全額書簿津貼、3/4 額書簿津貼或半額書簿津貼會員。

備註：1.	以上	優惠不適用於童軍服務；2.	本單位保留有關政策最終決定權。

2. 公眾假期 

本單位於以下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2022 年 2 月 1 日	 	( 星期二 )		 農曆年初一	 2022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六 )		耶穌受難節翌日

2022 年 2 月 2 日	 	( 星期三 )		 農曆年初二	 2022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一 )		復活節星期一

2022 年 2 月 3 日	 	( 星期四 )		 農曆年初三	 2022 年 5 月 2 日	 	( 星期一 )		勞動節翌日

2022 年 4 月 5 日	 	( 星期二 )		 清明節	 2022 年 5 月 9 日	 	( 星期一 )		佛誕翌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		( 星期五 )		 耶穌受難節

3. 會費豁免政策
由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所有會員前來中心續會或新會員入會將可豁免所有會
籍費用。

自修室介紹

觀塘樂 Teen 會的自修室全面投入服務了！如果你不想外出與其他人排隊爭位，又想要一個舒適的
温習環境，歡迎你來到我們這個別樹一格的自修室，專心溫習、準備應考。我們還有免費的Wi-Fi
提供，讓同學可隨時上網搜尋資料。因應同學的需要，自修室亦延長了開放時間，方便同學使用。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我們。

活動須知 中心動向
重要消息通知及自修室介紹

取消及退出活動須知

取消資格

在下列情況下，本單位有權取消參加者的資格，而所繳交的費用概不發還：
•參加者不符合參加活動的資格；
•	在活動進行期間參加者對他人造成嚴重騷擾而且不遵從活動負責職員的勸喻；
•由非報名人出席課程或活動。

退出活動

1.	如參加者於報名後因私人理由要求退出活動，其所繳交的會員費用將不獲發還，而有
關活動的費用本單位會以該活動收費的 50% 為上限退回予參加者，惟以上之申請須於
活動舉行前最少七天帶同收據於開放時間親臨安達邨辦事處提出申請，逾期將不獲發
還任何款項。

2.	參加者可於以下情況退出活動而獲本單位全數退還已繳交費用：

	•活動因收生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取消；或

	•本單位因特殊情況更改活動日期，而參加者在新的舉辦日期未能出席；或

	•本單位因特殊情況更改或取消活動。

	 上述情況，請在接獲本單位通知起計三星期內，帶同收據於開放時間親臨安達邨辦事
處辦理退款手續，逾期將不獲發還任何款項。

3.	如參加者於報名後因私人理由要求轉換活動，必須於原活動舉行前最少七天帶同收據
於開放時間親臨安達邨辦事處提出申請，轉換以一換一形式進行，並須繳付每項 $20
手續費。若參加者選擇轉報收費較高的活動，須補回差額；而選擇較低收費的活動，
則本單位概不發還差額。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12:30

14:00-17:30

19: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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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持續將興趣進行經歷；對事物和主題著迷。

定義：	透徹地思考和從不同角度審視
事物；不會貿然下結論；見到
證據時能夠改變主意；公平地
權衡所有證據。

　　我們會一連六期介紹正向心理學中六種美德 (勇氣、智慧、修養、仁愛、
公義、靈性 ) 內的品格強項，再由觀塘樂 Teen會的職員與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事
例，讓大家更容易認識各個品格強項以及反觀一下日常生活當中你又用到哪個
/些品格強項來正面地應對各種挑戰，期待你於中心開放時間與當值社工分享
一下！上期會訊提到「公義」這美德，這次繼續向大家介紹第六種美德 ---智慧。
智慧常以具創意、好奇、判斷力強、好學、洞察力強，五個品格強項來實踐：
 

賽馬會「泰」友里心社工：銓 Sir
工作時，常常都需要運用創意，創作

出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除了讓會員不時
有新鮮感外，亦讓自己在工作中帶來更多
新嘗試，真的樂在其中。而其中一樣由同
事構思的創意活動，就是把被棄掉的膠汽
水樽，變身成為漂亮又具節日氣氛的聖誕
裝飾。

生活上其實都可以有很多小點子，只
要加一點創意就可以帶來大不同，大家都
一起好好發揮自己具創意的性格特質，
為生活加點趣味啦！

學校隊社工：漩姑娘
對於我而言，好學不僅僅是一種品格強項，

而更是一種認真對待生活的態度。學習途中難
免會荊棘滿路，而知識的裝備及運用就是幫助
我渡過各種難關的武器。我是一個喜愛學習的
人，因我相信知識是無價的。我享受學習的樂
趣，同時亦接納學習途中遇到的困難。很多人
都覺得我很好學，對於我而言，學習最重要的
是要時刻反思，懂得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這
樣才能有效地吸收知識，並且運用知識。我時
常覺得當我知道得越多，便發現我不知道的有
更加多。希望大家都享受在知識的海洋裏遨

游的樂趣啦！

利泰隊社工：Afra 姑娘
好奇大概就是對新的環境和事物感到興趣，會主

動想去了解、探索、研究及學習的特質。
我們每天總會遇到不少不是很了解、不掌握的事情，

但記得不要忽略它們，我們可嘗試多了解、多探索、多問
問自己：「這是為什麼 ?」、「點解嘅 ?」。

當你想去了解、探索和發問的時候，就是激發你興趣
的時候，你會對這個問題產生困惑，內心自然會有解疑的
衝動，這就是我們的好奇心。

大家可以嘗試看書上的、社交平台上的各種百科網站
裡新奇有趣的文章和事物，你會發現…哇 !!! 原來世界上

還有這麼多是我們不知道的呢，真的非常有趣 !!!
大家也嘗試一起發揮我們的好奇心吧 !

學校隊社工：Ben Sir
世界上傑出的運動員往往擁有強大的判

斷力，秘訣就是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並
能在分秒之間作出多角度思考和行動。正如
大家前往巴士站的時候，總會因瀏覽巴士網
站獲知巴士到達時間，從而改變你前往巴士
站的腳步。

鼓勵你學習在作出決定時，嘗試掌握合
適的資訊並作出多角度的思考，將有助你
作出最合適的決定，一步一步鍛鍊自己
的判斷能力。

學校隊社工：海 Sir
世界四周都存在著令人回味，有啟發性

的故事，但首要是我們對人、事、物感興趣。
如何培養我們的洞察力？最容易的方法是由
自己開始，留心自己的感覺、想法和身體反
應，漸漸地，我們除更了解之外，能夠建立
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對別人的不幸身同感受，
更能在別人需要時提供合適的幫助及建議。

最後再給一個小建議大家，放慢腳步，
留意四周，再大大力地呼吸，改變就開始了。

定義：以新穎和具生產力的方

式構想事物和做事；包

括但不限於藝術成就。

定義：	能夠提供明智的建議予他人；擁有對自己和其他人而言具意義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定義：	掌握新的技巧、主題、

智識；與好奇這特質

相關，但擁有好學這

特質的人更傾向會有

系統地加深自己的認

識。

職員小分享

職員小分享

職員小分享

職員小分享

職員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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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係新加入觀塘樂 Teen

會嘅社工芷琳姑娘。我好鍾意貓，

平時嘅興趣係整嘢食、睇書、睇戲

同埋去海邊影相。如果你都有鍾意

嘅電影同書，可以一齊分享交流下

㗎。

大家好！好開心加入觀塘樂 Teen

會！大家可以叫我家豪 sir 或者

Harry sir ！平時我好鐘意做運

動、跑步、行山，打羽毛球都啱！

期望喺中心、喺地區，認識你！

大家好！我係新加入觀塘樂 Teen

會嘅文職同事 Clarise! 請大家多

多指教！

平時我鍾意帶我嘅小朋友到唔同地

方玩，希望佢能夠從中擴闊視野！

大家好！我係新加入觀塘樂Teen

會嘅程序工作員 Yvonne，我平

時鐘意睇戲，做下手工同欣賞下大

自然環境。另外，刺激嘅活動我都

好有興趣架！例如玩機動遊戲、鬼

屋等……期待與大家互相交流 ~

「情緒．同在」社區展覽 – 開幕禮「情緒．同在」社區展覽 – 開幕禮
Be With the Emotions Exhibition -OpeningBe With the Emotions Exhibition -Opening

無論是兒童或成人，每天都會經歷不同的情緒。誠邀大家一起透過體
驗活動和展覽，學習認識和接納個人情緒，建立與情緒同在的社區氣
氛。

日期 20/3/2022 (星期日) 

時間 下午2:0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體驗活動、展覽參觀

對象 社區人士

收費 免費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張若茹 (Winnie) 、侯穎茵 (Yan) 

備註 1. 活動詳情將會稍後公佈，請各位密切留意中心資訊；
2. 如疫情反覆，活動或會取消；
3. 此活動只供會員或 非會員之預約人士參加。

「樂 Teen 才能共學日」「樂 Teen 才能共學日」

　　身懷各種才能的您，有沒有想過能夠在一個公開平台各展所長？觀塘樂Teen會將會
於2022年5月1日舉辦「樂Teen才能共學日」，招募專精不同興趣、才能的街坊到中心向
社區人士分享各種技能的技巧及心得，並進行體驗，互相學習及發掘嶄新的興趣。無論是
廚藝精湛的家長、精通飛鏢競技的年青人，抑或能歌善舞的小朋友，都歡迎你們參與我們
的「樂Teen才能共學日」與社區人士交流及分享，我們亦熱切期待對不同才能感興趣的
社區人士到來中心體驗、開闊眼界，讓我們一起「共學才能，增廣見聞」！
＊ 活動內容及詳情將會稍後公佈，請各位密切留意中心資訊。＊
＊ 誠邀深諳各種樂器或樂隊當天「以歌會友」，進行現場音樂分享及表演，有意參加者可聯絡Cola姑娘 ＊

K210533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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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桌遊樂園 Toddlers' Boardgames幼兒桌遊樂園 Toddlers' Boardgames

即使是幼兒，也能體驗桌遊的樂趣！放下手上的智能電話，一
同踏進桌遊的奇妙世界吧！	

日期 21/2/2022-14/3/2022 (逢星期一) (4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讓幼兒初步接觸桌遊，提升社交及認知能力。
對象 4歲-5歲幼兒
名額 4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藝 ‧ 小文青體驗 2.0藝 ‧ 小文青體驗 2.0
Little Non-mainstream Buff 2.0Little Non-mainstream Buff 2.0

大朋友才可稱得上「文青」嗎 ?其實小朋友也
可以成為文藝「小文青」。誠邀小朋友們與我
們動動手製作手工藝，一起成為「小文青」！

日期 4/3/2022-11/3/2022 (逢星期五) (2節) 
時間 下午7:30-下午9: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與參加者製作手工藝，讓他們學習自

理。
對象 8歲-11歲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 $30 非會員$80
負責社工 侯穎茵 (Yan)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

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費用已包括活動所需的材料。

點解我要讀書？ (2022 年 3-4 月 ) 點解我要讀書？ (2022 年 3-4 月 ) 
Why do I need to study? (Mar-Apr 2022) Why do I need to study? (Mar-Apr 2022) 

小朋友：「點解我要讀書？」
大人：「好難講俾你聽。」
小朋友經常唔明白點解要讀書？以體驗活動
的形式，與小朋友們理解讀書的重要及認識
工作世界。

日期 22/3/2022-26/4/2022 (5/4、
19/4/2022暫停) (逢星期二) (4節)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以體驗式活動，與參加者一起理

解讀書的重要及認識工作世界。
對象 10歲-12歲兒童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同工 李鶯 (鶯姑娘) 、

陳惠宜 (Yvonne) 

一起去學小結他 (2022 年 3-4 月 ) 一起去學小結他 (2022 年 3-4 月 ) 
Activity's Name：Let's Learn Ukulele Together (Mar -Apr 2022) Activity's Name：Let's Learn Ukulele Together (Mar -Apr 2022) 

這次活動 <<一起去學小結他 >>將會為表演進行統籌和預備。現招集各位音樂家一同參
加這次表演，一同為這目標而努力，屆時盡情地把所學的演奏出來！

日期 17/3/2022-28/4/2022 (14/4暫停) (逢星期四) (6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6:00
活動表演日期 1/5/2022 (星期日) 
活動表演時間 上午10:00-下午4: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與參加者重溫基本樂理  

2. 教授參加者學習用Ukulele彈奏歌曲，並為表演進行歌曲練習
對象 6歲-12歲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330 非會員$380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蔡子慧 (子慧姐姐)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

2.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3. 此活動可計算義工時數；
4. 曾參加<K210341TL>「一起去學小結他 (2021進階篇) 」可優先報名；參加者必須曾學習過
夏威夷小結他或已有一定的基礎；請參加者自行帶備夏威夷小結他；

5. 請盡可能出席活動表演日。

樂 Teen「專」員樂 Teen「專」員
Specialist in Happiness and ConcentrationSpecialist in Happiness and Concentration

透過積木及團體活動，訓練參加者專注力及社交技巧。

日期 8/2/2022-15/3/2022 (逢星期二) (6節)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專注力訓練及積木活動
對象 6歲-8歲兒童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30 非會員$80
負責社工 李鶯 (鶯姑娘) 
備註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優先。

安達社交樂園 Social Playground安達社交樂園 Social Playground

透過一連串的社交遊戲，協助兒童提升其社交技巧，結識朋友。

日期 24/2/2022-7/4/2022 (逢星期四) (7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社交遊戲及訓練
對象 6歲-10歲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同工 吳世坤 (坤Sir)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優先。

K210534TL

K210535TL

K210537TL

K210538TL

K210539TL

K210536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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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 / 兒童活動
4 歲 -6 歲 及 兒童活動：6 歲 -12 歲 6 歲 -12 歲

兒童活動



安達復活遊蹤安達復活遊蹤
Easter Orienteering in On TatEaster Orienteering in On Tat

復活節齊齊大復活！假期前一於跟朋友們一起玩過夠，補充能
量值！

日期 14/4/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5:30-下午7: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安泰邨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團體活動

2. 定向活動
對象 6歲-12歲兒童
名額 11名
收費 會員免費 非會員$50
負責社工 李鶯 (鶯姑娘) 、葉曉君 (Cola) 、侯穎茵 (Yan) 、吳世坤 

(坤Sir)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自備防曬用品；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樂 Teen「專」員 2.0 樂 Teen「專」員 2.0 
Specialist in Happiness and Concentration 2.0Specialist in Happiness and Concentration 2.0

透過積木及團體活動，訓練參加者專注力及社交技巧。

日期 3/5/2022-31/5/2022 (逢星期二) (5節)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專注力訓練及積木活動
對象 6歲-8歲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30 非會員$80
負責同工 李鶯 (鶯姑娘)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優先。

復活自理營復活自理營
Self-Care Easter CampSelf-Care Easter Camp

今次就讓小朋友靠自己起床、刷牙、洗澡、預備食物、睡覺⋯⋯	
渡過這個復活節的「兩日一夜」！

自理營日期 22/4/2022-23/4/2022 (星期五及六) 
自理營時間 下午3:00 –翌日下午1: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簡介會日期 12/4/2022 (星期二) 
簡介會時間 晚上8:00-晚上9:00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及安達邨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加強自理能力及與人相處能力。
對象 7歲-9歲兒童
名額 10名
收費 會員$80 非會員$130
負責同工 張若茹 (Winnie)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簡介會；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食物盒；
4. 費用已包膳食；
5. 請自備個人用品如更換的衣物、牙刷及毛巾等；
6. 請穿著運動服飾；
7.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取消或延期，將再作通知。

桌遊超「義」玩 2.0 桌遊超「義」玩 2.0 
Board Game Mission for the Teens2.0Board Game Mission for the Teens2.0

各位小朋友，今次又有新任務！我們學習新的桌上遊戲，不僅玩樂，
更可從中發掘自己的強項，而能將自己所學的分享絡社區人士。

桌遊體驗日期 6/5/2022-27/5/2022 (逢星期五) (4節) 
桌遊體驗時間 晚上7:30-晚上9:00
桌遊教授日日期 4/6/2022 (星期六) 
桌遊教授日時間 上午9:00-上午11: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觀塘區 (待定)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學習桌上遊戲的玩法、技巧策略，以及學習桌遊教授

技巧。
2. 參加者將於其中一節向社區人士教授桌上遊戲，並與
他們進行遊戲。

對象 9歲-12歲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此活動可計算義工時數；

2. 需要出席所有「桌遊體驗日」節數才可參與桌遊教授
日；

3. 曾參加 (K210344TL) 桌遊超「義」玩無須報名。

K220012TL

K220013LL

K220014TL

K220015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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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教「你」廚藝調教「你」廚藝
Teenagers Cooking GroupTeenagers Cooking Group

其實同款的甜品也可以製成不同的模樣，大家可以各不一樣。
如果喜歡挑戰的你就要參加這次活動《調教「你」廚藝》，製
作出屬於你獨特的佳餚！

日期 1/4/2022-6/5/2022 (15/4暫停) (星期五) (5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與參加者製作各式甜品，發揮創意。 

2. 與參加者認識自我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60 非會員$110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蔡子慧 (子慧姐姐)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

畫畫說故事畫畫說故事
Projective DrawingProjective Drawing

運用投射繪畫形式了解兒童的心理狀況，用畫說出內心故事，同時讓兒童更認識自己的想法、情
緒。於家長會中與家長討論兒童關注事項。

畫畫說故事畫畫說故事 畫畫說故事 - 家長會畫畫說故事 - 家長會
日期 13/5、20/5、27/5/2022 (星期五) (3節) 27/5/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3:30-下午4:30 晚上8:00-晚上9:15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6歲-8歲兒童 家長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名額 6名兒童 (至少有一名家長出席家長會) 

收費 會員$10 非會員$60

負責社工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家長必須出席27/5/2022 (星期五) 晚上活動，以了解子女狀況。

「情緒」大使 - 義工計劃「情緒」大使 - 義工計劃
Emotional Volunteer ProgramEmotional Volunteer Program

以認識情緒為主題的義工訓練。

義工訓練營義工訓練營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日期 簡介會：9/2/2022 (星期三) 

訓練營：11/2-12/2/2022 (星期五、六) 待定

時間 簡介會：下午4:30-下午5:30
訓練營：中午12:00-翌日下午1:00 待定

集散及活動
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透過訓練營提升參加者對情緒的認識及義工
訓練，並在訓練營中嘗試計劃義工服務內

容。
戶外及室內義工服務

對象 12歲-24歲青少年

名額 12名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袁穎欣 (Afra) 

備註 1. 請穿著運動服飾；
2. 宿營請自備可替換的衣服、日常用品及個人藥物；
3.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冰計劃。

K220009TL

K210540LL

K220016TL

「自」得好心情 (2022) Emotional Group 「自」得好心情 (2022) Emotional Group 

我們透過繪本故事、遊戲、話劇等形式，認識「快樂」、「傷心」、「生氣」、「害怕」和「平靜」
等不同的情緒和合適的表達方法，一同成為自己的情緒小主人 !

「自」得好心情 ( 初小組 ) 「自」得好心情 ( 初小組 ) 「自」得好心情 ( 高小組 ) 「自」得好心情 ( 高小組 ) 
日期 7/3/2022-28/3/2022

 (逢星期一) (4節) 
11/3/2022-1/4/2022

 (逢星期五) (4節)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集散及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加強小朋友對情緒的覺察能力
2. 增加對不同情緒強度和詞彙的認識，促進合適地表達內心感受

對象 6歲-8歲兒童 9歲-12歲兒童

名額 6名 6名

收費 會員$30 非會員$80 會員$30 非會員$80

負責同工 張若茹 (Winnie) 、
陳惠宜 (Yvonne) 袁穎欣 (Afra) 

備註 1. 此為留表活動，合資格者將安排個別面見，成功參與者會於小組開始前
收到個別通知； 

2. 疑似或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優先。

K210562LL K210563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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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出個未來 - 飛鏢訓練小組 (2022 年 2-5 月 ) 飛出個未來 - 飛鏢訓練小組 (2022 年 2-5 月 ) 
Darts Training Group (Feb-May 2022) Darts Training Group (Feb-May 2022) 

「飛鏢」其實也是一種競技運動，考驗大家的專注力。看似簡
單的運動，卻大有學問！讓我們一起踏進新的領域，探索這項
運動。

日期 11/2/2022-27/5/2022 (18/2、15/4及22/4暫停) 
 (逢星期五) (13節) 

時間 下午5:0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飛鏢訓練及競技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Infinity 籃球隊 (2022 年 2 月 -5 月 ) Infinity 籃球隊 (2022 年 2 月 -5 月 ) 
Infinity Basketball Team (Feb - May 2022) Infinity Basketball Team (Feb - May 2022) 

如果你熱愛籃球，又想跟其他人一起練習，組隊打比賽，學習
團隊合作，那就快加入一齊練習籃球吧！

日期 15/2/2022-31/5/2022 (5/4、19/4暫停) (逢星期二) (14節) 
時間 下午8:00-下午10: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學校籃球場
集散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學校籃球場
內容 恆常練習、團隊精神訓練及籃球比賽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10名
收費 免費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藝 ‧ 文青 x 偽文青藝 ‧ 文青 x 偽文青
Non-mainstream BuffNon-mainstream Buff

每天上課放學身心疲累？期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放鬆，
放慢腳步？不如跟著我們悠閒一下，帶你做個「藝•文青」！

日期 18/2/2022-11/3/2022 (逢星期五) (4節) 
時間 下午7:30-下午9: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與參加者進行手工藝製作 

2. 參加者於4/3及11/3帶領兒童手工藝活動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 $50 非會員 $100
負責社工 侯穎茵 (Yan) 、李鶯 (鶯姑娘) 
備註 此活動可計算義工時數。

升中探索之旅 (2022 年 2-3 月 ) 升中探索之旅 (2022 年 2-3 月 ) 
Secondary School Adaptation (Feb-Mar 2022) Secondary School Adaptation (Feb-Mar 2022) 

從小學踏進一個全新的中學環境，當然會有不同的學習及成長挑戰，
就讓我們一起探索升中生活！

升中探索之旅 (2022 年 2-3 月 ) 升中探索之旅 (2022 年 2-3 月 ) 升中闖蕩遊升中闖蕩遊
日期 12/2、19/2、5/3/2022 (星期六) (3節) 12/3/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上午11:00-下午1:00

集散及活動
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九龍區

內容 1. 升中適應活動。
2. 加強情緒健康及應對壓力技巧。 在不同的地點上合作完成任務。

對象 小五至中一之青少年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社工 張若茹 (Winnie) 、侯穎茵 (Yan)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請自備飲用水；
3.「升中闖蕩遊」當日請穿著運動服飾、請自備交通費及請自備防曬用品；
4. 如疫情反覆，「升中闖蕩遊」會取消或延期，將再作通知。

K210541TL

K210543TL

K210544TL

K210542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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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學急救一齊學急救
First Aid TGT First Aid TGT 

流鼻血、進食時哽塞、扭傷，生活總有發生意外的時候，應該
怎麽辦 ?	
一齊學基本急救知識，讓我們學習臨危不亂地處理突發事件。	

日期 26/2/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下午 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由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講師教授基本急救理論及日常意外的

處理方法，提升處理危機的意識。 
對象 12歲-24歲青少年
名額 16名
收費 免費 
負責社工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已包括急救包、急救手冊、繃帶包套裝及出席證書

2. 如疫情反覆，活動或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深水埗的日與夜 (3/2022) 深水埗的日與夜 (3/2022) 
Photography in Sham Shui Po Photography in Sham Shui Po 
 (3/2022)  (3/2022) 

探索深水埗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環境和生
活，並嘗試以攝影形式作觀察和記錄。

日期 19/3/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30-晚上9: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深水埗區
集散地點 太子港鐵站
內容 1. 以導賞形式認識深水埗區的變遷

2. 參觀美荷樓生活館及拍攝嘉頓山夜景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12名
收費 會員$60 非會員$110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侯穎茵 (Yan) 、

袁穎欣 (Afra) 
備註 1. 同時報名參加「北區單車遊 (4/2022) 」

之參加者優先；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交通費及午膳費用；
4. 請穿著運動服飾；
5. 如曾於8/2021參加「K210175UL深水埗
的日與夜」者，則無需重覆報名。

樂 Teen 自「遊」行樂 Teen 自「遊」行
Happy Teen’s Tour Happy Teen’s Tour 

香港其實有很多好去處，誠意邀請你與我們經歷每月一次的樂 Teen 自「遊」行，一起探索香港不
同的隱世地方，擴濶視野一起玩樂。

2 月2 月 3 月3 月 4 月4 月 5 月5 月
日期 26/2/2022

 (星期六) 
26/3/2022
 (星期六) 

30/4/2022
 (星期六) 

28/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下午5:00

集散及活動
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單車遊新界 西九文化區之旅 石澳大探索 離島秘島遊

對象 12-24歲青少年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100 非會員$150

負責同工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請自備午膳費用；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防曬用品；
4. 請先備車費；
5. 請穿著運動服飾；
6. 參加者必須懂得踏兩輪單車；
7.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北區單車遊 (4/2022) 北區單車遊 (4/2022) 
Bike Trip in North District (4/2022) Bike Trip in North District (4/2022) 

以單車遊的形式，遊覽塱原、河水鄉、覲龍圍和馬屎埔等鄉郊，
思考個人理想生活的元素。

日期 2/4/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下午6: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新界北區
集散地點 鑽石山港鐵站
內容 1. 以單車方式遊覽鄉郊

2. 認識鄉郊傳統和近年生活的轉變
3. 探索生活的重要元素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12名
收費 會員$60 非會員$110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侯穎茵 (Yan) 、袁穎欣 (Afra) 
備註 1. 同時報名參加「深水埗的日與夜 (3/2022) 」之參加者

優先；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交通費；
4. 請穿著運動服飾；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6. 參加者必須懂得踏兩輪單車。

K210493TL

K210545LL

K210546LL

K220017LL

密室逃脫達人班密室逃脫達人班
Master of Escape GameMaster of Escape Game

密室逃脫可能你玩過，但設計密室逃脫你又試
過未 ?跟我們一起試試看吧！

訓練日日期 19/2、5/3、12/3/2022 (星期六) (3節) 
訓練日時間 下午3:00-下午5:30
體驗日日期 27/2/2022 (星期日) (1節) 
體驗日時間 下午 (待定) 
服務日日期 2/4/2022 (星期六) (2節) 
服務日時間 下午3:00-晚上10: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體驗密室逃脫

2. 設計密室逃脫
3. 帶領密室逃脫

對象 18-24歲青少年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50  非會員$100
負責同工 李鶯 (鶯姑娘) 、葉曉君 (Cola) 、

曾穎嫻 (Mabel) 
備註 此活動可計算義工時數。

K210550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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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青「自肥」企劃營沸青「自肥」企劃營
The King of Game Plays games together! The King of Game Plays games together! 

復活假期不要浪費，不如讓自己體驗一個熱血假期！這次大家需要合力完成
各種挑戰，通往最後「自肥」之旅，讓大家盡情享受。最後一起娛樂自己，
挑戰自我！

日期 9/4/2022-10/4/2022 (星期六、日) 
時間 下午2:00-翌日下午2:00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待定
內容 1. 讓參加者外出進行不同的挑戰活動，與他人進行討論和合作。

2. 參加者於中心留宿。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12名
收費 會員$100 非會員$150
負責社工 侯穎茵 (Yan) 、李鶯 (鶯姑娘) 、葉曉君 (Cola) 、

張若茹 (Winnie)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當日請穿著運動服飾、自備交通費、自備防曬用品、自備個人用品如
更換的衣物、牙刷及毛巾等；

3. 如疫情反覆，沸青「自肥」企劃營會取消或延期，將再作通知。

美食旅「情」美食旅「情」
Delicacy JourneyDelicacy Journey

有沒有嘗試過在製作美食中認識情緒 ?快來一起試試吧！

日期 1/3/2022-12/4/2022 (5/4暫停) (逢星期二) (6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透過製作美食認識情緒。
對象 5歲-8歲幼兒/兒童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60 非會員$110
負責同工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請自備食物盒；

2. 請自備圍裙。

另一 Teen 體驗 - 滑板班 2.0另一 Teen 體驗 - 滑板班 2.0
Another Teen's Experience-Skate Class 2.0Another Teen's Experience-Skate Class 2.0

滑板活動回歸啦 ! 相信大家都觀賞到東京奧運一眾滑板選手的厲
害。倒不如這次讓自己體驗滑板運動吸引的地方，讓子女藉著
不斷的練習，變得堅毅、能夠突破自我、發揮所長。齊來一同
成為Skater 吧 !

日期 26/3/2022-21/5/2022 (9/4、16/4暫停) (逢星期六) (7節) 
時間 上午9:30-上午11: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觀塘海濱公園滑板場 (九龍觀塘海濱道122號) 
集散地點 牛頭角港鐵站
內容 1. 透過學習滑板進階的知識、技巧及招式 ，發掘及發揮

子女強項，應對未來的挑戰。
2. 進行體驗活動，增加自我成長。

對象 9歲-18歲兒童/青少年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280 非會員$330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曾參加 (K210228TH) 另一Teen體驗-滑板班舊生可優先

報名；
2. 請自備交通費；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請自備飲用水；
5. 請自備滑板用具、請帶備多套衣服更換；
6. 活動正申請撥款，活動收費有機會調整；
7. 活動已包括導師費用。

K210547LL

K210548TL

K220019TL

密室逃脫體驗日密室逃脫體驗日
Escape GameEscape Game

平日無機會出去玩密室逃脫？現在來觀塘樂 Teen 會便可以體驗了。

K220018TL K220021TL

密室逃脫體驗日 (1) 密室逃脫體驗日 (1) 密室逃脫體驗日 (2) 密室逃脫體驗日 (2) 
日期 2/4/2022 (星期六) 

時間 晚上7:00 - 晚上8:00 晚上8:30 - 晚上9: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體驗密室逃脫。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6名 6名

收費 會員$10 非會員$60

負責同工 李鶯 (鶯姑娘) 、葉曉君 (Col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只可報其中一節，請勿重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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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TICKET

桌上競技場桌上競技場
Boardgames BattlegroundBoardgames Battleground

將桌面成為競技場，與好友鬥智鬥力或者通力合作，
享受桌遊帶來的無窮快樂。	

日期 28/4/2022-19/5/2022 (逢星期四) (4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桌遊學習及遊玩
對象 10歲-16歲兒童/青少年
名額 6名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媽媽煮意 2.0媽媽煮意 2.0
Mother Cooking 2.0Mother Cooking 2.0

邀請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學習，製作不同的美食。

日期 6/4/2022-18/5/2022 (20/4暫停) (逢星期三) (6節) 
時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家長一同製作美食，互相欣賞、互相交流、互相學習。
對象 家長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60 非會員$110
負責同工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請自備食物盒；

2. 請自備圍裙。

媽媽好森「情」情緒支援 (2022 年 4 月 -5 月 ) 媽媽好森「情」情緒支援 (2022 年 4 月 -5 月 ) 
Parents’ Emotional Support Group (Apr-May 2022) Parents’ Emotional Support Group (Apr-May 2022) 

「媽媽們」每天都要應對生活中的大小事情，當然需要一個空間，關懷一下自己的心靈和身體！

和諧粉彩和諧粉彩
體驗體驗

陶瓷陶瓷
體驗體驗

星空香薰星空香薰
蠟燭體驗蠟燭體驗

流沙畫流沙畫
光影燈箱體驗光影燈箱體驗

馬賽克馬賽克
燭台燈體驗燭台燈體驗

日期 7/4、12/5/2022
 (星期四) (2節) 

21/4/2022
 (星期四) 

28/4/2022
 (星期四) 

19/5/2022
 (星期四) 

26/5/2022
 (星期四) 

時間 上午11:00-
下午12:15 上午10:30-下午12:30

活動地點 順利社區中心辦事
處 (順利社區中心

1樓107室) 

 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 (JCCAC) 沙田石門 順利社區中心辦事處 

 (順利社區中心1樓107室) 

集散地點 順利社區中心辦事
處 (順利社區中心

1樓107室) 
石硤尾港鐵站 大圍港鐵站 順利社區中心辦事處

 (順利社區中心1樓107室)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內容 1. 進行表達藝術體驗 2. 靜觀呼吸及身體放鬆練習

3. 自我關懷及欣賞
對象 女性家長
名額 8名
收費 會員$50 非會員$100
負責同工 張若茹 (Winnie)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冰計劃；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交通費； 
4. 已包括藝術體驗活動費用，但各藝術活動的內容和日期有機會作更改，
將作進一步通知。

K220020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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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祭：不一樣的媽媽春日祭：不一樣的媽媽
Thanksgiving Activities For MotherThanksgiving Activities For Mother

為人妻子及母親，日漸失去「自己」這身份。是次活動把「自己」歸還給媽媽們，留一點空間和
時間照顧自己，提醒媽媽們擁有最美的身份！

主廚媽媽主廚媽媽 給自己的情書給自己的情書 飾品體驗飾品體驗 山系媽媽遊蹤山系媽媽遊蹤
日期 4/5/2022 (星期三) 11/5/2022 (星期三) 18/5/2022 (星期三) 25/5/2022 (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上午9:00-上午11:30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九龍區行山徑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i.  與家長們進行甜
品製作，為自己
的作品增點創
意。

ii. 學習自我關懷，放
鬆自我

i.  與家長們進行飾物
製作

ii.  學習自我關懷，放
鬆自我

i.  與家長們進行飾
物製作

ii.  共同探討親子關
係

i.  與家長們進行郊遊
活動

ii.  共同探討親子關係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對象 女性家長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50 非會員$100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外出活動請自備飲用水；
3. 外出活動請自備交通費；
4. 外出活動請穿著運動服飾；
5. 安達邨會員優先報名，請盡量出席所有活動節數。

親子「自在」新興運動日親子「自在」新興運動日
Family Sports ActivitiesFamily Sports Activities

已經厭倦平常的運動，期待可以嘗試新事物？這次新興
運動帶大家體驗全新的運動，讓子女也可以遠離電子產
品，享受與家長們玩樂時光！

日期 19/2、12/3、23/4/2022 (星期六) (3節) 
時間 下午2:30-下午4: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親子進行新興運動，互相欣賞和分享
對象 親子 (7歲-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7對親子 (每個家庭最多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冰計劃；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樓下好精神系列樓下好精神系列
Sports EXPLORE Sports EXPLORE 

做運動不止只有籃球足球等傳統運動 ~	還可以參與「遊戲式」運動體驗 !	可以玩住遊戲做運動，
享受更多親子玩樂時間 ~	保證你滴住汗水，滿滿樂趣 !	

樓下好精神 (2-3/2022) 樓下好精神 (2-3/2022) 樓下好精神 (4-5/2022) 樓下好精神 (4-5/2022) 
日期 9/2、23/2、9/3、23/3/2022

 (隔週星期三) (4節) 
6/4、20/4、4/5、18/5/2022

 (隔週星期三) (4節) 

時間 下午5:00 -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親子共同體驗刺激又好玩的反應測試遊戲、懷舊小遊戲、團體遊戲

對象 親子 (6歲或以上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16名 (6個家庭) 

收費 免費

負責社工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活動有機會因疫情取消，敬請留意。

安達廚藝義工大使安達廚藝義工大使
Cooking VolunteersCooking Volunteers

讓社區內的家長交流廚藝心得，並嘗試教授他人。

日期 11/4/2022-23/5/2022 (18/4、2/5、9/5暫停) (逢星期一) (4節) 
時間 上午10:30-中午12: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廚藝心得交流及分享
對象 家長
名額 4名
收費 會員$20 非會員$70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備註 1. 請自備食物盒；

2. 請自備圍裙。

K220024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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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親子定向遊長洲親子定向遊
Cheung Chau Parent-child OrienteeringCheung Chau Parent-child Orienteering

難得假日不知道與子女去那裡好 ?快來跟著我們來個離島長洲
之旅，齊來共渡歡樂親子假期。

日期 10/4/2021 (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長洲
集散地點 中環碼頭
內容 探索離島文化、親子定向、增加親子互動的機會。
對象 親子 (7歲-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10對親子 (每位家長最多可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30 (每位計) 非會員$80 (每位計) 
負責同工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自備午膳；
3. 請自備交通費；
4. 請自備防曬用品；
5. 請穿著運動服飾；
6.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蒲台島地質遊 (2022 年 3 月 ) 蒲台島地質遊 (2022 年 3 月 ) 
Visit Geopark (Ma Shi Chau) Visit Geopark (Ma Shi Chau) 

有「香港南極」之稱的蒲台島，坐擁湛藍南海美景，地質以花崗
岩為主。一起前往蒲台島，認識香港的另一種美。

日期 13/3/2022 (星期日) 
時間 上午09:45 –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蒲台島
集合地點 香港仔碼頭
集散地點 香港仔碼頭
內容 參觀蒲台島地質景色，認識基本地質和環境保護知識。
對象 7-12歲親子家庭 
名額 8對親子 (每位家長最多可與2名子女參與) 
收費 會員$20 (每位計) 非會員$70 (每位計)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張若茹 (Winnie)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是次活動已包括來回船票；

2. 請自備午膳費用；
3. 請自備飲用水；
4. 請自備防曬用品；
5. 請穿著運動服飾；
6.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按比
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親子共築「積」親子共築「積」
Playing Lego with FamilyPlaying Lego with Family

以 Lego 與親子進行各種遊戲，從中增加親子互相
學習及欣賞的機會。

日期 25/2/2022-18/3/2022 (逢星期五) (4節)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戶外活動日期 26/3/2022 (星期六) 

 (地點:香港樂高探索中心) 
戶外活動時間 下午3:0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

香港樂高探索中心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

香港樂高探索中心
內容 以Lego為主的各種親子遊戲。
對象 親子 (6歲-9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每位家長可與1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50 (每位計) 非會員$100 (每位計) 
負責社工 李鶯 (鶯姑娘) 、張若茹 (Winnie)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自備交通費；
3. 費用已包括香港樂高探索中心的入場
費用及六色積木材料。

親子繽紛樂親子繽紛樂
Family FUN FUN FUNFamily FUN FUN FUN

邀請大家與我們共聚快樂的親子時光！

日期 15/2-25/2/2022 (逢星期二、五) (4節) 
時間 下午4:30-下午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進行親子活動包括：手藝創作、美食製

作、繪本分享
對象 親子 (6歲-9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每位家長最多可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40 ( 每位計) 非會員$90 (每位計) 
負責同工 袁穎欣 (Afra) 、曾穎嫻 (Mabel) 
備註 請自備午餐盒。

田野多「自在」親子遊 (2/2022) 田野多「自在」親子遊 (2/2022) 
Other Living Style (2/2022) Other Living Style (2/2022) 

在香港這個城市中，仍有不少人喜愛大自然，
誠邀你們與家人一起參與鄉郊活動，思考生活
的可能性。

日期 20/2/2022 (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北區鄉郊 (詳情待定)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進行工藝工作坊或田野考察，讓家庭在

活動中，了解鄉郊生活對情緒健康的幫
助。

對象 親子 (10歲以上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 
名額 15對親子 (每位家長可與1位子女參加)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侯穎茵 (Yan) 
備註 1.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

冰計劃；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請自備防曬用品。

K210551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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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多「自在」親子遊 (3/2022) 田野多「自在」親子遊 (3/2022) 
Other Living Style (3/2022) Other Living Style (3/2022) 

在香港這個城市中，仍有不少人喜愛
大自然，誠邀你們與家人一起參與鄉
郊活動，思考生活的可能性。

日期 27/3/2022 (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下午5: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北區鄉郊 (詳情待定)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進行工藝工作坊或田野考察，讓家庭在

活動中，了解鄉郊生活對情緒健康的幫
助。

對象 親子 (10歲以上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 
名額 15對親子 (每位家長可與1位子女參加)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侯穎茵 (Yan) 
備註 1.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

冰計劃；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請自備防曬用品。

送禮給我好媽親子平衡樂送禮給我好媽親子平衡樂
Send a Gift to My MumSend a Gift to My Mum

母親節快到了！想到送甚麼給媽媽嗎？沒有
錢買禮物？一起跟我們製作一份禮物送給媽
媽吧！	

日期 6/5/2022 (星期五) 
時間 下午7:00-下午8: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1. 小朋友親手製作母親節禮物

2. 家長製作母親節蛋糕
**家長及子女將會分開兩間房間進行
活動

對象 親子 (6歲-9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每位家長可與1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30 (每位計) 非會員$80 (每位計) 
負責同工 李鶯 (鶯姑娘) 、袁穎欣 (Afra) 、

曾穎嫻 (Mabel) 

畫出好心「情」沙畫親子小組畫出好心「情」沙畫親子小組
Sand Painting with Family GroupSand Painting with Family Group

透過與沙接觸及感受沙的流動，讓參加者好好地接觸自己的情緒
及學習如何正面地表達，促進親子的溝通與關係。

日期 30/4/2022-28/5/2022 (逢星期六) (5節) 
時間 下午2:30-下午4: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進行以沙畫為主題的活動，感受自己的情緒，

學習如何正面地表達。
對象 親子 (8歲-11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每位家長帶1位小朋友參加) 
收費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侯穎茵 (Yan) 
備註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冰計劃。

親子繪本平衡樂親子繪本平衡樂
Family Activity with Picture BookFamily Activity with Picture Book

坊間的繪本故事內容精美並帶有意義，你又有沒有與子女共讀過 ?今次活
動讓大家體驗另類的說故事方式，讓親子互相聆聽和溝通，增進彼此的關
係。

日期 13/4、27/4、11/5/2022 (逢星期三) (3節) 
時間 下午5:0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戶外活動日期 29/5/2022 (星期日) (地點：離島地區) 
戶外活動時間 上午10:00-下午5:00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離島地區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離島地區
內容 1. 與參加者以劇場形式閱讀繪本故事，帶出與人相處的價值觀。

2. 了解親子間的相處模式。
3. 進行外出親子活動，從中體驗與子女另類的相處方式
**家長及子女將會分開兩間房間進行活動 

對象 親子 (8歲-11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每位家長最多可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40 (每位計) 非會員$90 (每位計) 
負責同工 侯穎茵 (Yan) 、袁穎欣 (Afra)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自備交通費；
3. 請自備防曬用品；
4. 每個家庭必需同時參與家長組和子女組，並需各出席３節小組
活動，才可參與戶外活動。

共創繪本多「自在」親子活動共創繪本多「自在」親子活動
Picture Book Creating with Parent-Child GroupPicture Book Creating with Parent-Child Group

透過在大自然當中尋找靈感為題材 , 創作屬於大家的繪本。共同的故事增加雙方的溝通，了解大
家的想法，帶出接納情緒的信息。

親子繪本共創小組親子繪本共創小組 親親大自然日親親大自然日
日期 6/5/2022-27/5/2022 (逢星期五) (4節) 5/6/2022 (星期日)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上午10:00-下午5:00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活動地點 本地農莊
活動內容 透過小組活動尋找親子之間的珍貴時刻，共同創

作屬於大家的繪本。
大自然進行親子活動，一同認識本地農

莊。

對象 親子 (7歲-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每名家長最多可與一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30 (每位計) (只限會員參加) 

負責社工 袁穎欣 (Afra) 、張若茹 (Winnie) 

備註 1. 此活動是「自然」療「情」．社區破冰計劃；
2. 已包括農莊的入場費用和由安達邨出發來回的旅遊巴士費用；
3. 請自備飲用水；
4. 參加者必需出席簡介會 (日期：26/4/2022 星期二) 、時間：晚上8:00-晚上9:00、地點：安
達邨辨事處。

5. 參加者需要完成簡介會及4節小組，才能參加親親大自然活動日。

K210556LL

K220026TL K220028TL

K220029LL

K220027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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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 家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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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 家庭活動



「親子過三關 2.0」情緒平衡小組 (2022 年 5 月 ) 「親子過三關 2.0」情緒平衡小組 (2022 年 5 月 ) 
Parent Child Parallel Group of Emotion 2.0 (May 2022) Parent Child Parallel Group of Emotion 2.0 (May 2022) 

在上一次的「親子過三關」情緒平衡小組，讓大家認識了基本的情緒覺察和表達，這次「親子過
三關 2.0」將會與大家進一步了解情緒概念，加強於生活中的覺察、接納和表達，增進親子間的
關係，讓彼此有正面的成長。

「親子過三關 2.0」情緒平衡小組「親子過三關 2.0」情緒平衡小組 親子闖蕩遊 2.0親子闖蕩遊 2.0
日期 7/5/2022-21/5/2022 (逢星期六) (3節) 28/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下午2:30-下午5:30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活動地點 KidzTech 室內遊樂場
 (地址﹕九龍黃埔環海街11號海名軒5樓) 

活動內容 1. 加強對不同的情緒強度及詞彙的認識和覺察;
2. 了解不同情緒的意義，加強接納程度；

3. 把情緒與日常生活作連繫，了解自己日常的情
緒行為反應，擴闊合適的情緒表達方法。
*家長及子女將會分開兩間房間進行活動*

進行親子情緒活動，享用園內設施，從中
覺察和表達情緒。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對象 親子 (6歲-8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每名家長最多可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30 (每位計) 非會員$80 (每位計) 

負責社工 張若茹 (Winnie) 、李文雋 (大Sir) 

備註 1. 曾參與K200425LL「親子過三關」情緒平衡小組 x 愉景灣闖蕩遊、K210048LL
 「親子過三關」情緒平衡小組 (2021年4-5月) 及K210138LL「親子過三關」
 情緒平衡小組 (2021年7-8月) 或安達邨居民優先參加；
2. 每個家庭需同時參與家長組及子女組，並需各出席3節小組，方可參與親子闖蕩遊2.0；
3. 收費已包括由安達邨至KidzTech 來回之旅遊巴費用及KidzTech入場費；
4.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而外出活動則會延期或取消，再作通知。

親子樂郊遊 Family Hiking親子樂郊遊 Family Hiking

春意盎然，讓我們一同出走，捉緊春天的尾巴，欣賞大自然的美。

日期 14/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1:30-下午7: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待定
集散地點 待定
內容 遠足及欣賞自然風光
對象 親子 (10歲-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3對親子 (每位家長最多可與1名子女參加) 
收費 會員$20 (每位計) 非會員$70 (每位計)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自備交通費； 3. 請自備防曬用品；

4. 請穿著運動服飾；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
額後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K220031LL

K220030TL
EM Children & Youth Program (Feb 2022- May 2022) EM Children & Youth Program (Feb 2022- May 2022) 

To	develop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terests	and	enthusiasm	in	study.	To	
enhanc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mong	the	students.

ChildrenChildren YouthYouth

Date 12/2/2022-26/3/2022 & 14/5/2022-28/5/20222 (Every Sat) (10 sessions) 

Time 11:00a.m-1:00p.m

Target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primary school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secondary school

Quota 7 participants 7 participants

Event Location : G/F, Hau Tat House, On Tat Estate
Meeting & Dismissing Place : G/F, Hau Tat House, On Tat Estate
Content : Chinese & Mathematics learning & group activities
Fee : Free for charge (Members only) 
Worker : Ms. Lee Ang, Ms. Cola Yip

K210557TL K2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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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 家庭活動
4 歲 -24 歲幼兒 / 兒童 / 青少年及其家長

Ethnic Minority



安泰籃球隊初班 (2-4/2022) 安泰籃球隊初班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2-3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2-3 (2-4/2022) 

藉基本籃球訓練，讓參加者認識自己，提升人際相處技巧，並
學習團隊精神。

日期 11/2/2022-29/4/2022 (15/4、22/4暫停) (逢星期五) (10節) 
時間 下午4:45-下午5: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暫定) 
集散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內容 基本籃球訓練、自我認識、社交和溝通技巧提升
對象 小二至小三兒童
名額 10名
收費 會員$200 非會員$250
負責同工 李文雋 (大sir)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安泰籃球隊高班 (2-4/2022) 安泰籃球隊高班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6-S1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6-S1 (2-4/2022) 

藉基本籃球訓練，讓參加者認識自己，提升人際相處技巧，並
學習團隊精神。

日期 11/2/2022-29/4/2022 (15/4、22/4暫停) (逢星期五) (10節) 
時間 下午6:15-下午7: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暫定) 
集散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內容 基本籃球訓練、自我認識、社交和溝通技巧提升
對象 小六至中一兒童
名額 10名
收費 會員$200 非會員$250
負責同工 李文雋 (大sir)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K210559LL

K210561LL

安泰籃球隊中班 (2-4/2022) 安泰籃球隊中班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4-5 (2-4/2022) On Tai Basketball Team P.4-5 (2-4/2022) 

藉基本籃球訓練，讓參加者認識自己，提升人際相處技巧，並
學習團隊精神。

日期 11/2/2022-29/4/2022 (15/4、22/4暫停) (逢星期五) (10節) 
時間 下午5:30-下午6:15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暫定) 
集散地點 順安邨迦密梁省德小學對出籃球場
內容 基本籃球訓練、自我認識、社交和溝通技巧提升
對象 小四至小五兒童
名額 10名
收費 會員$200 非會員$250
負責同工 李文雋 (大sir) 、曾穎嫻 (Mabel)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
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K21056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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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旱地冰球 (3/2022) 高小旱地冰球 (3/2022) 
Floorball Team P.4-P.6 (3/2022) Floorball Team P.4-P.6 (3/2022) 

旱地冰球是近年引進的新興運動，既可以訓練個人身體協調，
也講求團隊合作。齊來感受旱地冰球的刺激和挑戰吧。

日期 8/3/2022-29/3/2022 (逢星期二) (4節) 
時間 下午5:00-下午6: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學習旱地冰球運動技巧及團隊精神訓練
對象 9歲-12歲兒童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80 非會員$130 優惠$70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穿著運動服飾；
3.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初小旱地冰球 (3/2022) 初小旱地冰球 (3/2022) 
Floorball Team P.1-P.3 (3/2022) Floorball Team P.1-P.3 (3/2022) 

旱地冰球是近年引進的新興運動，既可以訓練個人身體協調，
也講求團隊合作。齊來感受旱地冰球的刺激和挑戰吧。

日期 8/3/2022-29/3/2022 (逢星期二) (4節) 
時間 下午3:45-下午4:45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集散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內容 學習旱地冰球運動技巧及團隊精神訓練
對象 6歲-9歲兒童
名額 6名
收費 會員$80 非會員$130 優惠$70
負責社工 李文雋 (大sir) 、葉曉君 (Cola) 
備註 1. 請自備飲用水；

2. 請穿著運動服飾；
3.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K210564LL

K210565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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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ze 籃球隊 - 初小、高小 (2/2022-5/2022) Blaze 籃球隊 - 初小、高小 (2/2022-5/2022) 
Blaze Basketball Team P.1-P.6 (2/2022-5/2022) Blaze Basketball Team P.1-P.6 (2/2022-5/2022) 

過往兩年在疫情影響下，兒童不止運動不足，更欠缺社交生活。我們期待與喜歡籃球的你重新在球
場上奔馳，並透過籃球運動認識更多朋友、學習團隊精神！在專業教練指導下，一起鍛練球技，培
養良好「球品」和體育精神！

初小 A 班初小 A 班 初小 B 班初小 B 班 高小 A 班高小 A 班 高小 B 班高小 B 班
日期 5/2/2022-28/5/2022 (16/4、23/4暫停) (逢星期六) (15節) 

時間 上午9:00-9:45 上午9:45-10:30 上午10:30-11:15 上午11:15-下午12:00

集散及活動
地點 安達邨仁達樓側籃球場

內容 基本籃球訓練、自我認識、社交和溝通技巧提升。

對象 6歲至9歲兒童 6歲至9歲兒童 9歲至12歲兒童 9歲至12歲兒童

名額 10名
 (其中2名優惠名額) 

10名
 (其中2名優惠名額) 

10名
 (其中2名優惠名額) 

10名
 (其中2名優惠名額)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收費 會員$300 非會員350 優惠$280

負責社工 吳世坤 (坤Sir) 

備註 1. 如疫情反覆，活動將會以ZOOM網上活動形式進行；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穿著運動服飾；
4.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須留表；
5. 如遇天雨取消，不設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敬請垂注！

K210566TL K210567TL K210568TL K210569TL



英語拼音班 (4-5 月 ) 英語拼音班 (4-5 月 ) 
Phonics Class ( Apr-May ) Phonics Class ( Apr-May ) 
外聘導師教授英語拼音，讓小朋友提升英語能力，了解英語拼音及發音技巧，增加英語會話自信心。

幼兒幼兒 Toddler K.2-P.1Toddler K.2-P.1 初階初階 Kids P.2-P.4Kids P.2-P.4

日期 2/4/2022-21/5/2022 (16/4暫停) (逢星期六) (7節)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00 上午10:00-上午11: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或會因疫情而改為ZOOM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4歲-6歲幼兒 7歲-10歲兒童

名額 8名 (其中4名優惠名額) 8名 (其中4名優惠名額) 

收費 會員$385 非會員435 優惠$350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需留表。
2. 以上興趣班屬長期開辦之課程，收費包括筆記費及或材料費；參加者請自備文具。
3. 如因疫情影響，幼兒英語拼音班將會暫停開授，而初階英語拼音班將會採取網上形式 (Zoom) 教
學。敬請留意！

英語拼音班 (2-3 月 ) 英語拼音班 (2-3 月 ) 
Phonics Class (Feb-Mar) Phonics Class (Feb-Mar) 
外聘導師教授英語拼音，讓小朋友提升英語能力，了解英語拼音及發音技巧，增加英語會話自信心。

幼兒幼兒 Toddler K.2-P.1Toddler K.2-P.1  初階初階 Kids P.2-P.4Kids P.2-P.4

日期 12/2/2022-19/3/2022 (逢星期六) (6節)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00 上午10:00-上午11:3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或會因疫情而改為ZOOM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4歲-6歲幼兒 7歲-10歲兒童

名額 8名 (其中4名優惠名額) 8名 (其中4名優惠名額) 

收費 會員$330 非會員$380 優惠$300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需留表。
2. 以上興趣班屬長期開辦之課程，收費包括筆記費及或材料費；參加者請自備文具。
3. 如因疫情影響，幼兒英語拼音班將會暫停開授，而初階英語拼音班將會採取網上形式 (Zoom) 教
學。敬請留意！

K210582TL K210583TL

跆拳道班跆拳道班
跆拳道著重禮、義、忍耐、克己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因此，跆拳道能提高個人修養及品格。透過訓練，
可以增強學員的體魄、身體協調及思維能力。

對對
象象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活動編號 日期日期
星星
期期

時間時間
名名
額額

會會
員員

4-6歲
幼兒

週六
跆拳道隊A班
Taekwondo 

Group A (Sat) 

K210570TL 22/1/2022-19/2/2022
 (5/2/2022除外) 

六
上午

10:05 - 
11:05

15名 $200
4堂

K210571TL 26/2/2022-19/3/2022

K210572TL 26/3/2022-23/4/2022
 (16/4/2022除外) 

K220032TL 30/4/2022-21/5/2022

週四
跆拳道隊A班
Taekwondo 

Group A (Thu) 

K210573TL 6/1/2022-10/2/2022
 (13/1, 3/2/2022除外) 

四 晚上
7:00 - 8:00

K210574TL 17/2/2022-10/3/2022

K210575TL 17/3/2022-7/4/2022

K220033TL 14/4/2022-5/5/2022

7-12歲
兒童

週六
跆拳道隊B班
Taekwondo 

Group B (Sat) 

K210576TL 22/1/2022-19/2/2022
 (5/2/2022除外) 

六 上午11:10 - 
下午12:10

15名 $200
4堂

K210577TL 26/2/2022-19/3/2022

K210578TL 26/3/2022-23/4/2022
 (16/4/2022除外) 

K220034TL 30/4/2022-21/5/2022

週四
跆拳道隊B班
Taekwondo 

Group B (Thu) 

K210579TL 6/1/2022-10/2/2022
 (13/1, 3/2/2022除外) 

四 晚上
8:05 - 9:05

K210580TL 17/2/2022-10/3/2022

K210581TL 17/3/2022-7/4/2022

K220035TL 14/4/2022-5/5/2022

內容 ︰教授及訓練參加者禮儀、個人紀律、體能、身體協調及跆拳道技巧等。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下) 
備註 ︰ 1. 未有道袍之學員，可於上課時穿著輕便運動服；日後如參加

升帶試，則必須穿著整齊道袍。表現良好之學員將由導師推
薦參加升帶試；

  2. 因活動舊生優先報名，新生只接受留表，當有舊生退出時，
將會按留表次序安排新生報名；

  3. 為確保參加者之年齡符合資格，現有留表名單只會保留
至31/8/2022。留表輪候資格只限一年，所有新生需於
1/9/2022起，重新留表，以確保新一年輪候活動名額。

K220036TL K220037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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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班 (4-5 月 ) 畫班 (4-5 月 ) 
Drawing Class (Apr-May) Drawing Class (Apr-May) 
外聘導師教授小朋友基本繪畫技巧，刺激他們對顏色、線條及形狀的敏感度，培養對繪畫的興趣。

幼兒 幼兒 ToddlerToddler 兒童 兒童 KidsKids

日期 2/4/2022-21/5/2022 (16/4暫停) (逢星期六) (7節) 

時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上午11:30-下午1: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4歲-6歲幼兒 7歲-12歲兒童

名額 10名 (其中5名優惠名額) 10名 (其中5名優惠名額) 

收費 會員$310 非會員$360 優惠$280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需留表。
2. 以上興趣班屬長期開辦之課程，收費包括筆記費及或材料費；參加者請自備文具。
3. 如因疫情影響，幼兒畫班及兒童畫班將會暫停開授，敬請留意！

畫班 (2-3 月 ) 畫班 (2-3 月 ) 
Drawing Class ( Feb-Mar ) Drawing Class ( Feb-Mar ) 
外聘導師教授小朋友基本繪畫技巧，刺激他們對顏色、線條及形狀的敏感度，培養對繪畫的興趣。

幼兒 幼兒 ToddlerToddler 兒童 兒童 KidsKids

日期 12/2/2022-19/3/2022 (逢星期六) (6節) 

時間 上午10:00-上午11:30 上午11:30-下午1: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4歲-6歲幼兒 7歲-12歲兒童

名額 10名 (其中5名優惠名額) 10名 (其中5名優惠名額) 

收費 會員$265 非會員$315 優惠$240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舊生優先報名，新生需留表。
 2. 以上興趣班屬長期開辦之課程，收費包括筆記費及或材料費；參加者請自備文具。
 3. 如因疫情影響，幼兒畫班及兒童畫班將會暫停開授，敬請留意！

K210584TL K210585TL 幼童軍幼童軍
Cub ScoutsCub Scouts

童軍童軍
ScoutsScouts

日期 逢星期六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3:00-下午5:00 晚上7:30-晚上9: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7.5歲至12歲兒童 11歲至16歲青少年

名額 15名 15名

收費 $360/ 1年

內容 幼童軍支部旨在促進幼童軍年齡的少年身心與
精神的陶冶及啟發，乃是第一個支部開始有進
度性訓練，亦是貫徹整個童軍運動五個支部連

續性訓練計劃的一部份。

童軍支部訓練的目的旨在促進童軍年齡的少年
身心精神的陶冶及啟發，以貫徹整個童軍運動

連續性的訓練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現正招生，有興趣請留表，待通知面試時間；
2. 以上屬長期開辦之課程。

K220038TL K220039TL
一齊黎 Free Jam  一齊黎 Free Jam  
Free Jam TGTFree Jam TGT

外聘導師教授木結他基礎技巧，讓青少年通過課程輕鬆掌握木結他伴
奏彈唱，運用樂理融入，即興 free	jam!

日期 待定 (逢星期五) (6節) 
時間 晚上7:30-晚上9:00
活動形式 實體活動
活動地點 安達邨辦事處 (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對象 12歲-18歲青少年
名額 10名 (其中2名優惠名額) 
收費 會員$200 非會員$250 優惠$180
負責同工 陳惠宜 (Yvonne) 
備註 1. 現正招生，有興趣請留表，有一定收生人數才會正式開班；

2.  收費包括堂上使用的樂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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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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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手續
1.	報名者必須符合該活動的參加資格，詳情請見活動宣傳單張或海報。活動如有名額限制者，篩選過程大
致可分兩類：

	 i.	一般活動均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ii.	對參加者有特別要求的活動會有特定的挑選	/	面見程序，有關程序請參考個別活動的宣傳資料。
2.	方法：
	 i.	親身報名	–	請帶同「樂 Teen 會」有效會員證或身份證明文件，於開放時間親臨本服務單位辦理報		
	名手續。

	 ii.	委託他人代辦報名	–	請先填妥及簽署報名表	(11 歲或以下者必須家長簽署 )	，受委託者請帶同申請
人的「樂 Teen 會」有效會員證或身份證明文件，於開放時間親臨本服務單位辦理報名手續。

退出活動須知
1.	如參加者於報名後因私人理由要求退出活動，其所繳交的會員費用將不獲發還，而有關活動的費用本服
務單位會以該活動收費的 50% 為上限退回予參加者	( 退款會以四捨五入作整數計算 )	，惟以上之申請須
於活動舉行前最少七天帶同收據於開放時間親臨本服務單位提出申請，逾期將不獲發還任何款項。

2.	參加者可於以下情況退出活動而獲本服務單位全數退還已繳交費用：
	 • 活動因收生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取消；或
	 • 本服務單位因特殊情況更改活動日期，而參加者在新的舉辦日期未能出席；或
	 • 本服務單位因特殊情況更改或取消活動。
	 上述情況，請在接獲本服務單位通知起計三星期內，帶同收據於開放時間親臨本服務單位辦理退款手續，
逾期將不獲發還任何款項。

3.	如參加者於報名後因私人理由要求轉換活動，必須於原活動舉行前七天帶同收據於開放時間親臨本服務
單位提出申請，轉換以一換一形式進行，並須繳付每項$20手續費。若參加者選擇轉報收費較高的活動，
須補回差額；而選擇較低收費的活動，則本服務單位概不發還差額。

其他
1.	 參加者不得將已報名的活動名額私下轉讓給他人。
2.	 參加者須按時出席活動，本服務單位恕不另行通知，若活動改期除外。
3.		 出席第一節活動時，請帶同活動收據，網上活動除外。
4.	 報名時請注意個別活動所設的年齡限制及參加者資格，如要求參加者年齡介乎於 6-12 歲，6 歲指參加

者在活動開始日期年滿 6 歲，12 歲指不足 13 歲者，如此類推。為使活動不會因參加者年齡相距太遠
而有所影響，如發現參加者年齡不符要求，將被要求退出該項活動。

5.	 參加者在出席前應確保身體狀況適合參與該活動，如期間身體不適，請即通知職員以作適當安排。
6.	 參加者在活動期間身體不適或未能遵守本服務單位的規則或疑感染傳染病未癒	( 職員會視乎需要而要

求出示醫生證明書 )	，本服務單位有權停止為其提供該次服務，而不會予以補償或補堂，以保障所有
參加者之權益。

7.	 領取綜合援助金人士或低收入家庭之子女，若在繳交費用上有經濟困難，可直接與當值社工聯絡申請
減費。

8.	 參加者所提供的資料，將會被本服務單位用於為參加者提供適切的服務，並予以保密，但會按需要提
供予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參加者有權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參與班 / 組 / 活動中所拍的照片，
會於活動完結後多保存兩個財政年度，以製作報告書及機構年報，並在活動推廣及分享時應用。如有
任何查詢，可與本服務單位職員聯絡。

9.	 請小心看管私人財物，若有遺失，本服務單位恕不負責。參加者在未得物主同意前不應使用他人之財
物；同樣地，物主有權拒絕借出其個人財物予他人或本服務單位使用。	

10.	 參加者在進行活動時如有任何意外、受傷、或被他人言語、人身侵犯等，請立即向導師或職員報告，
以便即時作出合適處理。如對導師或職員有任何意見，可口頭、意見郵柬或書面向本服務單位主管或
職員提出。

11.	 本服務單位會因應安排而作出人手調動並不會另行通知。
12.	 有關颱風 / 暴雨 / 酷熱或寒冷天氣 / 雷暴警告之服務安排，請參閱有關的單張。

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
1.	除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特定的豁免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處所存備有關你的個人資料。你持有
取得個人資料權利，但需支付費用，以取得有關資料文件之複本。

2.	與參與班	/ 組	/ 活動有關的個人資料會於該班	/ 組	/ 活動完結後多保存兩個財政年度，然後銷毀。

服務質素標準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 

所有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機構已於一九九九年四月至二零零二年底分三階段實施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目
的是使有關機構能夠更有效率地提供以人為本，著重服務表現的福利服務。詳情如下：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標準 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 / 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
界定。

標準 5
服務單位 / 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
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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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標準 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0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 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 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
庭、團體或社區 )	。

標準 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標準 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權利。

標準 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 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如大家想了解有關標準的詳情，請向當值職員索取「服務質素標準文件檔案」。另你對有關內容有任何意
見，亦歡迎隨時向我們查詢。

修訂日期：	2016 年 5 月



服務使用者權利及義務申請會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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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獲得資訊　 每位服務使用者均有權索閱本服務單位的服務單張和服務質素標準文件，以對
本服務單位的服務有更多的認識。

享用設施　 每位進入服務單位的人士均可按有關使用守則借用本服務單位的設施，惟部份
設施只限會員使用。

表達意見
服務使用者可在一個自由的氣氛下對本服務單位職員、服務、設施等提出意見
或投訴。當懷疑本身利益或身心受到侵犯，可向服務主任或職員提出投訴。本
單位會迅速跟進你的投訴，而你絕不會因投訴而受到不佳的對待。

個人私隱受保護
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每位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及保密權均受到尊重和保
障，但遇特殊情況時，如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及法庭傳召，則本服務單位在知會
服務使用者或其家人後，酌情處理。此外，大家亦有權向職員索閱、更新和修
正自己的個人資料。

保護自己的權利 如你懷疑權益或身心受到侵犯，可向本服務單位服務主任或當值社工投訴，本
單位會儘快作出適切的跟進。

選擇的權利
你有權查詢本服務內容及透過本服務之通告，以獲取最新資料，從而為你自己
及 / 或家人選擇合適的服務。你亦可按本服務的設施使用規則，借用本服務單
位設施、用品。

參與服務過程
每位服務使用者均有權接受或拒絕由本服務單位所提供的服務。在接受服務過
程中，大家有權參與服務需要和成效評估。如接受本單位的輔導服務，服務使
用者可與負責社工一同訂定個人目標及計劃，並與有關社工一起檢討目標達致
情況。

服務使用者的義務

愛護環境 服務單位是屬於大家的地方，為了讓大家都有機會享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希望
各位使用者能愛惜單位內每一項設施和物品及保持地方清潔。

保障安全　 為保障每位進入服務單位的人士能有一個安全的活動環境，請大家保管自己帶
來的財物，並確保所帶來的物品不涉及違法或危險成份。

尊重他人
每位進入服務單位的人士均有權享有一個健康、安全和不受騷擾的環境。因此，
顧己及人，尊重彼此需要，請大家在服務單位內切勿進行任何騷擾他人的行為，
包括：吸煙、賭博、飲酒、打架、粗言穢語、追逐、喧嘩 ...	... 等等。

尊重私隱
服務單位一直以服務使用者的利益作為前提，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在各項日
常運作中，我們盡力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權利得到保障。因此，請大家未
得職員准許前，勿進入職員辦公室及翻閱本服務單位文件。

積極參與 服務使用者應積極參與社會、關注及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於有需要時向有關
方面反映。

任何人士只要是本服務單位的會員，便可接受由專業社工提供的服務，使用本服務單位的設施，以會員價
參加本服務單位所舉辦的興趣班、小組及活動。每人只限持有本服務單位會籍一個，會籍及會證不得私下
轉讓。

個人資料處理辦法
你所提供的資料，將會被本服務單位用於為你提供適切的服務，並將予以保密，但會按需要提供予有關政
府部門或非政府機構。你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小組及活動中所拍攝的照片或錄像，將可能於五年內
作出版活動報告書、機構年報及其他印刷品之用。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本服務單位職員聯絡。

個人會籍
對象	 ：	年齡介乎 4 至 24 歲之兒童或青少年。
申請手續	：	於開放時間帶同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 或學生手冊 )	及會費到本服務單位會址辦理。	( 不足 12 歲

者必須家長於申請表上簽名同意 )	
會費	 ：	一年會費 $29，領取綜援、全額書簿津貼、來自低收入家庭者免費	( 請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如：

醫療費用豁免證書 )	
	 	 	( 由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所有會員前來中心續會或新會員將可豁免所有

會籍費用 )	
有效期	 ：	一年，一經入會，會費恕不發還。
	 	如已持有本單位有效會籍者申請另一新會籍，原有會籍會被取消，而剩餘的會籍日數會被取消，

會費亦恕不發還。

家庭會籍
為鼓勵家長及其子女一起參加本服務單位所舉辦的親子活動，本服務單位特設「家庭會籍」制度，只需付
年費 $60 便可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成為本服務單位的會員，惟最多包括兩代成員、並成員間必須是直系親
屬關係	( 如：兄弟、母子、爺孫等 )	，家庭代表必須為 4-24 歲之兒童或青少年，其他成員則不限年齡，其
他申請手續與個人會籍相同。
已成為本服務單位個人會員者，可連同家人申請轉為家庭會員，惟最多包括兩代成員、並成員間必須是直
系親屬關係，所需費用為家庭會員年費減去已繳的個人會員年費，而所有家庭成員的會籍有效期將與原有
個人會籍的有效日期相同。倘若家庭中有多於一位成員已持有會籍，會籍有效期則與最早申請的家庭成員
相同。
以上手續必須一次過完成，不得在完成手續後再後補家庭成員。

附送其他樂 Teen 會會籍
申請會籍時可選擇同時免費成為其他樂 Teen 會會員，並享「 優惠收費」待遇 ( 如適用 ) ，惟有關手續必
須同時辦理，不得在完成手續後再後補，否則只可用會員價報其他樂 Teen 會活動和享用偶到設施。

續會
個人或家庭會員可於會籍屆滿最多半年前申請續會，續會費用為個人 $29 及家庭 $60，有效期為原有到期
日加 1 年，續證者須出示原有會員證。至於當月到期的個人會員若要求加家庭成員並轉為家庭會籍，其只
可選擇先退會或續會，再重新辦理成為家庭會籍。
	( 由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所有會員前來中心續會將可豁免所有會籍費用 )	

遺失會員證補領
請於開放時間向當值職員提出，補證費用每張 $10。

退出會籍手續
會籍有效期屆滿後如不更新會籍當自行退出論，另外如欲退出會籍者，請填交退出會籍申請表，而申請者
餘下的附屬會籍亦一併被退會，有關服務單位會於收得通知後即時接納，惟已交之會費將不獲退還。

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
除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特定的豁免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處所存備有關你的個人資料。你持有取
得個人資料權利，但需支付費用，以取得有關資料文件之複本。
與會籍有關的個人資料會於退出會籍後多保存兩個財政年度，然後銷毀。

製定日期：03/01/2004
修訂日期：01/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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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訊號
6 歲以下 6 至 10 歲 11 至 24 歲 家庭活動

單位開放
戶內 戶內 戶外 戶內 戶外 戶內 戶外 戶內

註一 註一 註一 註一

註二 註二 註二 註二

註三 註三 註三 註三

註四

註三 註三

註五

請各會員及參加本單位各項活動之人士注意，為保障各會員及參加者的安全，當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內，
天文台仍懸掛以下熱帶氣旋、暴雨警告訊號、酷熱或寒冷天氣警告時，本服務單位安排如下：

	(a)		活動主要分為戶內及戶外兩種，戶外活動指所有離開服務單位以外舉行之活動。
註一：如活動長時間在露天地方進行，職員應評估參加者的活動安全，並與服務主任決定會否取消

活動或改變活動形式。
	 註二：職員應評估活動是否安全進行，如活動地點、性質等，惟所有露天活動及水上活動必須取消。
	 註三：職員將按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並加強注意天氣的轉變。
	 註四：在安全情況下應鼓勵及安排服務使用者儘快回家。
	 註五：單位會即時停止對外開放。
	(b)		當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雷暴警告	( 如屬露天活動 )	、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戶外及水上
活動必須立即停止。如正在進行戶外活動，職員將評估安全情況決定是否繼續進行，並馬上找安全
地方給參加者暫避，同時，在可能範圍內儘快與單位緊密聯絡，並將活動安排告知參加者及其家人。

	(c)		如遇空氣質素欠佳時，負責職員將視天氣變化，並與服務主任商討決定活動之安排。
	(d)		若課程因天氣關係而取消，單位將會儘量安排補堂，或於扣除已支出的金額後按比例退款予參加者。
	(e)		當訊號改低或除下 ( 改為三號、紅色暴雨訊號或以下 ) ，距離該節停止開放不足 3 小時，該節將
不會開放。

◢ 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2 6156 查詢 ◣

取消照常舉行

3

8
 NE 東北Black 黑

Red 紅

1Amber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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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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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HOT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本處用於為你提供適切的服務，例如處理服務申請、個人及家庭輔導、監察
服務進展、員工督導、培訓、檢討及轉介服務等，而你的個人資料亦會用作本處日後與你通訊、研究 / 分
析 / 統計、籌款、作活動 / 訓練課程邀請 / 推廣用途，及與本處相關的事宜。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屬於自
願性質的，若你未能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本處可能無法提供適切的服務。請確保你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確，
如有關資料有任何變更，請通知本處。

接受轉移資料人士的類別
你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但會按需要而提供予本處有關的服務單位及下列團體：

1.	其他涉及評定你的申請，或向你提供服務的有關方面，例如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及撥款機構；或

2.	你曾同意向其披露資料的有關方面；或

3.	由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向其披露資料的有關方面。

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
除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特定的豁免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處所存備有關你的個人資料。你持有取
得個人資料權利，但需支付費用，以取得有關資料文件之複本。原則上，個人資料複本將會按頁收費，有
關收費的指標會根據社會福利署所定的標準作為計算的基準	( 網址：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
accinfo/page_accesstoin/)	。

查詢
如對本告示所述有關個人資料收集方法、查詢及改正個人資料等有任何查詢，

可與我們聯絡，地址如下：

	 單位主管	：林紹倫先生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電話	 ：2342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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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觀塘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G/F, Hau Tat House, On Tat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2342 6156
2790 8955
kthtc@hkcs.org
www.facebook.com/hkcs.org
www.facebook.com/hkcs.kthtc1

香港九龍觀塘順緻街2號順利社區中心1樓107室
Unit 107, Shun Lee Community Centre,
2 Shun Chi Street, Kwun Tong, Kwo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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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由即日起可到本機構網頁瀏覽本期會訊內容。
If you need any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ssistance, please approach our Duty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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