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經歷自我認識、咖啡沖調技能學習、咖啡
行業職場探索、等活動，提升青少年生涯發展
航行力，對未來有更多想像及決定。 

對象：12-24歲有意探索前路的青少年 
費用：$20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
社工周學謙（Wilson）、社工區曉彤（Annette） 

青年
限定

2022
5-8月夏

甜品師 2.0
Pastry Chef 2.0 

Slash咖啡師 2.0
Slash Barista 2.0 

#甜品製作

#甜品師

#Cafe體驗

#職場體驗

透過經歷自我認識、學習製作甜品技能、甜品師行業職場探索
及實習等活動，提升青少年對甜品師行業了解，對自我生涯
發展更多了解及掌握。

對象：12-24歲有意探索前路的青少年
費用：$20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李思捷(Angel)
注意：活動開始前有個別面試 

7月中至10月（待定） 晚上8:00-9:30 共8堂

星期三
WEN

星期六
Sat

沖調咖啡 

職場探索及體驗  (外出活動)

確實時間待定 
主要訂於星期六/日 共3次 
Cafe營運體驗20/8

晚上 7:00-10:00 
25/5 - 24/7(共8節) 

#咖啡沖調

#手沖咖啡

#Cafe體驗

#職場體驗

#義式咖啡機

N220084YX

N220056YX

有冇人同我一樣鍾意飲杯嘢吹吹水? 港式台式咖啡特飲，每日
學習調配一杯生命之源，嘆住飲品傾計，聽下行業及創業
故事，分享發掘自己的興趣、夢想和職志。仲可以試下行業
實習，親自體驗餐飲工作。

對象：18-24歲有意探索職志的青少年
費用：$200 (有經濟困難可以向社工申請津貼)
名額：10人
注意：請於接待處留下報名表格，需由社工初步約談後

才確認報名成功
負責職員：社工梁小群 (小群)、社工劉昭瑩 (Hika)

生涯發展 
Career and Life Development (CLD) 

同你有咩關係?
提起生涯發展(CLD)，你會不會只係聯想到搵工，唔係好關自
己事？其實生涯發展(CLD)同你同我都息息相關，透過經歷「
生涯發展」活動，你就會成為自己生涯發展旅程的主人翁，增
加自我了解，為自己探索不同的可能性，為自己獨一無二的人
生歷程中踏出新一步，就快Ｄ報我哋以下三個CLD活動啦!

#港式情懷 

#台式飲品 

#咖啡沖調 

#特色飲品 

#創業故事 

#行業分享

#店舖參觀 

#試工實習

Chil l好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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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月
星期二及四 
上午11:00-下午1:00
共12堂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北角樂Teen會



N
220014YX

N
220011YX 

支援DSE學生在考DSE前後的需要，包括應試、溫習技巧、
升學輔導、壓力處理、情緒支援及放榜圍爐活動，協助
DSE學生尋找方向及過渡DSE的挑戰。

#DSE  #文憑試  #升學  #出路  #應試  #減壓  #支持
地點：Zoom
對象：DSE考生
費用：免費
名額：8-50人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社工周學謙（Wilson）

#自我認識
#生涯規劃 
#強項為本 

#興趣為本 
#興趣發展 
#工作實習

到咗要思考升學/出路嘅階段，但唔知咩先啱自己？呢個活動就
啱哂你啦！此活動為青少年提供生涯發展服務，讓青少年提升
自我了解，提供資源及機會讓青少年嘗試不同的興趣，如
咖啡師、甜品師、攝影師、調酒師、紋身師等，只要青少年
有興趣向職向發展的興趣，我們都會嘗試為其尋找資源，提供
培訓、工作實習、了解行業情況，讓青少年探索適合自己的
升學及職涯方向。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5-24歲有意探索出路的青少年(公理高中學生優先)
費用：$50
名額：8-10人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
注意：活動開始前有個別面試

2022 DSE應援團

職志達人
Career development group

Secret Discover Industries Exposure 

2022 DSE supporting Group

5 - 8月

11/6 - 25/6

逢星期六下午有主題活動

星期三晚隔星期有圍爐活動

“

“
“

“

地點：北角樂Teen會/網上 
對象：想知道不同行業行情的青少年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飛機師
#微生物學家  

#IT狗 
#商場保安 

#保險
#投資分析員  
#你想知既職業?“

“

時間：下午4:30-5:30

晚上8:30-10:00 

「投資」速成班 
Investment Crash Course 

27/5 - 12/8
星期五
FIR

秘密搜    官-行業大    秘 

14/5 - 4/6 下午3:00-4:00 

#股票買賣
#投資定投機  

#NFT 
#區塊鏈
#擬貨幣 

地點：北角樂Teen會/網上 
對象：18-24歲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

“

星期六
SAT

星期六
SAT

   N220044YX    N220043YX 

認識投資的概念、價值觀及基本知識，擴闊
對社會經濟觀。

與各行各業達人對話，拆解各種「理想」
與「現實」

《多元探索系列活動

《



目標：提升參加者對心理健康的有關的知識，提升大眾關注心理健康的意識

對象：中心 12-24歲會員/非會員
人數：6 人 
地點：北角樂Teen會  
收費：$10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Annette)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中心 12-24歲會員/非會員
負責職員：社工曾宇 (Crystal) 

費用：免費  
名額：6人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之會員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

費用：$10 
名額：8人 

目的：每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內在冰山，但生活的忙碌及轉
變使我們容易忽略內在需要。透過和諧粉彩創作自己的冰
山，重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

透過街站進行社區教
育，向公眾宣傳的有
關的資訊 

學習基本心理健康有關
的知識

協助預備街站的資訊，
及掌握對外的溝通技巧 

心療心

心療心
心療心・繪冰山       
 Heal Your Heart - Creating Own Iceberg 

心療心
陶藝
       Clay making 

下午4:00–5:30 下午4:30–7:00  

下午2:30－4:00  

下午5:00－6:00  

目標：學習接近及接納自己 
內容：陶泥自由創作

心療心
流體畫體驗工作坊 
          heart to heart – Auid art workshop 

N220006YX 

N220017YO 

N220016YX 

目的：透過學習流體畫，專注當下，感受流體藝術及療癒過程，學習
欣賞不確定性及自我接納。 
內容：#流體畫 #流體藝術 #專注當下 #自我接納 

心理健康大使招募工作坊及活動日  
  Be the Mental health ambassador 

小組

下午4:00–5:30 

11/6

9/7

上午11:30－12:30  

N220012YX

18/6

10/6

18/6 25/6

對象：12 - 24 歲青年  
公眾教育活動 : 區內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Annette)

人數：8人 
費用: 免費 
地點：工作坊 : 於北角樂Teen會 



1. 認識食物的本質和營養，推動均衡飲食。 
2. 學習選購食物，為自己弄健康食物。 

第一及第二節 由農夫介紹農作物，用有機食材一起製作小食及
飲品，例如 : 韭菜醬、薑茶、芋頭甜品，冬瓜茶。 

第三節 用食物營養的角度，學習到超市選購食物，為自己弄一樣
健康食品。如<不時不食>，食物的營養和低能量煮食等。 

地點：中心  
對象：9 - 14 歲之會員  
費用：$ 360 / 非會員$ 420(家家有關懷計劃：$180 ，名額 4 位)
名額：8人
負責職員： 社工劉偉霞(Helen) 
備註：此課程由本地有機農夫任教及提供有機食材。
請自備器皿拿走自製的有機食物和飲品。 

食 物

大 發 現

Food Discoveries 2 N220079CX    

1. 透過教授基礎舞蹈技巧，藉此抒發及表達自己。 
2. 提升身心狀態，增強面對生活的正能量。

導師將動態伸展、基礎舞蹈技巧及遊戲帶入課堂，學員能
從中學到平衡與控制身體，提高專注力，鍛鍊腦力與四肢
協調，透過舞動與音樂抒發與表達自己。
1. 學習爵士舞基本舞步、身體協調與動作流暢度
2. 課程內完成學跳一段富爵士舞風格的選段。 

爵 士 舞

體 驗 班

26/7 -  30/8

13/8 -  27/8 

下午4:45－5:45

下午2:30 – 4:00

逢星期二
Every TUE

參加者透過使用鋼筆與美字的過程嘗試把
生活的節奏慢下來, 亦享受進入文青的世界 

#留一點時間喘息 #鋼筆美字體 #慢活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5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中

美

文

字 入 門

鋼 與筆

逢星期六
Every SAT

地點：中心 (如疫情嚴峻，會改網上 ZOOM上課) 
對象：9 - 15 歲之會員 (無需有跳舞經驗)
費用：$ 300 / 非會員$ 360 
(家家有關懷計劃：$150 ，名額： 5 位)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 社工 劉偉霞(Helen)、謝穎芯(Phoebe)
備註：由專業舞蹈導師Mabel Too 任教

晚上7:00－8:00

14/7 -  21/8

N220078CXDarts Team

Fountain pen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entry  

17/8早上10點集合
18/8下午5:00解散

17/8 -  18/8

chillax wild-camp

去 營露

住Chill

通過行山露營，學習露營知識，學習感受及欣賞
大自然。

地點：待定
對象：12-24歲之會員
負責職員：
社工麥麗桃（Eunice）李思捷(Angel)

費用：$150
名額：8人

N220013YXN220114YX

逢星期四
Every THU

星期三及四
WEN & THU

年少



波義人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青少年 
費用：$3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劉昭瑩(Hika)  

培養青少年對氣球藝術的興趣，
透過協助兒童學習扭氣球，發掘
優點，提升自信。

#扭氣球 #分享快樂 #氣球義工 

7/5 - 28/5下午2:30－3:30

Zoom連心- 義工服務(長者篇)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青少年 
費用：$3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劉昭瑩(Hika) 
備註：活動有機會因應疫情影響而轉為網上
(Zoom)舉行。 

裝備參加者義工服務的知識及
技能，服務院舍長者，關懷社會。

#服務院舍長者 
#zoom義工 
#締造關懷社區

Balloon Volunteer 

Zoom Love Sharing Volunteer

Elderly Volunteer Group

4/8、11/8 18/8 
義工小組 長者ZOOM服務日

長者義工小組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之會員
費用：免費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

目的：透過長者義工服務，學習
關心他人及增加與人溝通，關懷
社區。

#義工服務 
#長者義工 

14/6 - 28/7 5/7

星期四
THU

星期二
TUE

N
220096YX

 

N
220010YX

 

N
220100YX

 
星期六
SAT

下午3:00-4:00 

下午4:30-5:30 下午3:00-5:00 

星期四
THU

小組 服務日

星期二
TUE



劇本殺組團

時間：下午4:30－6: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青少年 
費用：$3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劉昭瑩(Hika)

備註：活動有機會因應疫情影響而轉為網上(Zoom)舉行。 

Actor Detective 
星期一
MON

微景觀生態瓶工作坊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24歲之會員
費用：$5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麥麗桃（Eunice） 

通過製作微景觀生態瓶，專注及
感受當下，欣賞植物的美。

#微景觀生態瓶 
#DIY 
#專注當中

Terrarium workshop

齊玩揭尾故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ZOOM 
對象：12-24歲青少年 
費用：免費
(請whatsapp 59119409劉姑娘報名，先到先得)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劉昭瑩(Hika) 

透過問問題及溝通討論，還原
揭尾故，促進人與人的交流。 

#推理要在樂Teen會 
#Friendzone 
#傾計吹水 
#估你唔到 

Let’s complete the story (ZOOM) 

16/5 - 23/5

25/5

星期一
MON

星期三
WEN

N
220099YX

 

N
220097YX

 

N
220010YX

 

13/6 - 27/6
透過各參加者分工飾演劇本及
參與溝通討論，訓練有效溝通及
邏輯思考。

#推理要在樂Teen會 
#劇情尋兇 
#有效溝通



結他輕鬆彈與唱 
let’s relax in singing and playing guitar(May-June)  

對象：12-24歲之會員 
日期：23/5 - 20/6 (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8:00-9: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2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一齊jam下 #輕鬆彈結他又唱歌 #relax yourself in music  

#一齊jam下 #輕鬆彈結他又唱歌

#relax yourself in music  

結他輕鬆彈與唱 

結他serious play
let’s seriously play guitar together

(May-Jane)   

對象：12-24歲之會員 
日期：11/7 - 6/8 (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8:00-9: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2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識一班一齊想彈好結他的朋友, 一齊在結他路上
更上一層樓    

内容：結他不同的夾野技巧, 彈奏技巧, 彼此分享  
對象：12-24歲之會員 
日期：25/5 - 22/6 (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6:00-7: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2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結他serious play
let’s seriously play guitar together

(July-Aus)   

識一班一齊想彈好結他的朋友, 一
齊在結他路上更上一層樓    

内容：結他不同的夾野技巧, 彈奏
技巧, 彼此分享  
對象：12-24歲之會員 
日期：6/7 - 3/8 (三) (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6:00-7: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2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let’s relax in singing and 
playing guitar(July-Aus)  

5-6月號 
N220116YX

5-6月號 
N220118YX

7-8月號 
N220117YX

7-8月號 
N220119YX



星期一
MON

星期三
WEN

結他新手村5月號
Welcome to the guitar world

Band隊 5-6月 
Band (May to June) 

#助你在結他新手路上輕鬆一點 
#學好基本功
#認識一班玩結他的朋友

結他基本技巧，希望完左簡單彈到首歌 
對象：12-24歲之會員  
地點：北角樂Teen會 
費用：$2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對象：12 歲以上 
費用：免費 
名額: 8名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N220120YO 

23/5 - 20/6

晚上6:00－7:00

晚上7:15－8:30

做我哋會員有乜好?? 
自修室 BAND 房 
桌球 舞蹈室 飛鏢 
仲有得Book青年閣添 
仲想玩其他? 話俾我哋知啦！～

單位入會須知、服務者使用權
利及義務、活動須知：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nphtc 

香港北角和富道51–53 號地下 

電話：2561 0251

傳真：2561 1851

電郵：nphtc@hkcs.email 

印刷：700份          If you need any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ssistance, please approach our Duty Officer.

請參閱中心網址新一期TEEN 情

想搵人夾band

想試下既 

come come com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