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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協康會慶華中心 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2-4 樓 3158 8315 

協康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 185 號康樂商業大廈 1 樓 2891 8011 

協康會環翠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邨澤翠樓 130-141 號地下 2889 3919 



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  港島南區及中西區港島南區及中西區港島南區及中西區港島南區及中西區 

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 

2019年年年年 7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月月月月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夏日消暑第一浪夏日消暑第一浪夏日消暑第一浪夏日消暑第一浪~ 

HVS 
CLC-19-00050 

共享陽光
Summer Fun 

(五日營) 

 

22/7 - 26/7/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日) 

 
9:00am-3:00pm 

活動適合 3-8 歲的兒童參加，由專業治療師、資深幼兒導師等精心設計及帶領，內容包括︰小嘴巴遊樂園、感統開心遊樂場、故事王國、瑜珈模仿我至叻、Fit Ball跳彈樂、音樂巨人、親親狗醫生、美味小廚師、遊戲寶盒及社交互動遊戲等等。 

 快來報名吧！讓兒童渡過一個既充實又愉快的假期。 

 

(活動內容由專業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資深幼兒導師、狗醫生義工設計及帶領。) 

 
 
 
 
 

 
 
 

3-8歲兒童 

會員 $1700 非會員 $1800 

 

(費用包括午膳、茶點及材料費) 

~夏日消暑第夏日消暑第夏日消暑第夏日消暑第二二二二浪浪浪浪~ 

HVS 

CLC-19-00051 

活力節拍 遊樂場 

(半日營) 

29/7 - 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日) 

 
9:00am – 12:00nn 

 五天活動內容豐富，包括： 

 

1. 創意混合媒體畫班：透過不同物料的顏料來進行創作，有效刺激兒童的感覺系統和激發創意，混合媒體美術創作相對單一素材繪畫更加鮮艷飽和，更能表達學生的獨有美感觸覺。 

 

* 請帶備圍裙及手袖。 

 （由豐富經驗藝術導師鄭卓聆任教） 

 

2. 小遊戲大解難：透過不同的遊戲和任務，讓兒童發揮創意及解難能力，互相溝通和鼓勵，齊齊完成任務，提升與人合作的能力。 

 （由中心註冊社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3. 狗醫生將為兒童舉行一系列活動，學童在當中能夠接觸狗醫生，與義工哥哥姐姐進行互動，一同渡過輕鬆愉快的下午，並透過接觸社區不同的人士，增加兒童的生活經驗。 

 

(由中心註冊社工及狗醫生設計及帶領) 

 

 
 

 

3-8歲兒童 

會員 $1000 非會員$1100 

 

(費用包括導師費、茶點 及材料費)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 

JGC 

CLC-19-00052 

參觀零碳天地 X樹木小醫生                        

5/8/2019 
(星期一) 

 
9:00am-1:00pm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參觀零碳天地內綠化樹林及展覽廳，學習觀察樹林，認識香港常見的市區樹木、樹木用途及價值。 

 地點︰零碳天地 

(地址︰九龍灣常悅道 8號)  集合時間及地點: 9:00am堅尼地城港鐵站 解散時間及地點: 12:45pm 堅尼地城港鐵站 

      1:00pm 慶華中心 

 
* 此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同行。 

* 請自備小食及食水。 

 

4-12歲兒童 及家長 

會員 $50 非會員 $60 

 
(每位參加者收費，大小同價) 

 
*費用包括校車接送 

Chest 

CLC-19-00053 

參觀天際 100 

 
(有待確定，如未能成功申請，中心會安排退款予參加者) 

6/8/2019 

(星期二) 

9:45-11:15am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是全港唯一能 360 度鳥瞰全香港四方八面不同景觀、香港夜景及維多利亞港的全天候觀景台。除了提供香港迷人的 360 度景觀及懾人景致，天際 100 還設有大型的多媒體互動展覽及設備完善的訪客中心，讓大家深入了解香港。 

 地點﹕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一號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 集合時間：9:45am 解散時間：11:15am 集合／解散地點：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地下 

 注意事項： 

* 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同行參加。 

* 請自備小食及食水。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11歲兒童 及家長 

 
(每名兒童只限 1位家長陪同) 

會員 $40 非會員 $50 

 

(每位參加者收費，大小同價) 

Chest 

CLC-19-00054 

參觀屯門 

T Park 
[源 · 區] 

7/8/2019 
(星期三) 

 
12:45-6:15pm 

 

T · PARK [源 · 區] 是一所獨一無二、自給自足、結合先進科技於休閒、教育和自然生態項目的綜合設施。透過參觀 T · PARK [源 · 區]，讓兒童與家長學習和體驗香港綠色文化的理想地方，豐富兒童的生活常識及體驗。 

 地點：屯門 T Park [源 · 區] （地址：屯門曾咀稔灣路 25 號） 活動：2:15pm-3:45pm導賞團   

   4:00pm-5:15pm水療池 T▪SPA 集合時間及地點：12:45pm堅尼地城港鐵站 解散時間及地點：6:15pm堅尼地城港鐵站 

 
*此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監護人同行。 

*此活動其中一個項目會到水療池 T▪SPA，身高不超過 120厘米的兒童必須由成人陪同。 

*參加者需準備適當的游泳服裝，並自帶毛巾和個人洗浴用品。 

*參加者需 5 港元的硬幣才能在更衣室使用儲物櫃。 

*T▪SPA不允許使用救生圈或其他浮動裝置，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救生員或工作人員。 

*患有心臟病，懷孕，高血壓或低血壓等的人士不建議使用 T▪SPA。 

*參加者可自行選擇繼續參觀園區或到 T▪SPA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12歲兒童及家長 

會員 $60 非會員 $70 

 
(每位參加者收費，大小同價) 

 
*費用包括校車接送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夏日消暑第三浪~ 

Chest 

CLC-19-00055 

親子創智 遊戲日 

9/8/2019 

 (星期五) 

 
9:15-11:00am 

 為讓親子們到設施齊備的室內遊樂場遊玩，擴闊兒童的社區經驗，本中心現舉辦「親子創智遊戲日」活動，讓大家到慧思創智遊戲室探索求知。 

 地點：慧思創智遊戲室 (Wise Kids Playroom) （地址：香港黃竹坑道 33-35號創協坊 20樓） 集合時間：上午 9:15 解散時間：下午 11:10 集合/解散地點: 黃竹坑道 33-35 號創協坊地下大堂 

 注意事項： 

* 此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同行參加。 

* 請安排輕便小食和食水，並穿著襪子。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8歲兒童 及其家長 

會員$40 非會員$50 

 

(每位參加者收費， 大小同價) 

 

*費用包括 門票 

- 

暑期幼兒天地暫託服務
 

5/8 - 9/8/2019  

(星期一至五) 

9:00am – 5:00pm 

中心為兒童提供照顧，內容包括︰桌上玩具時間、圖工活動、社交活動、小肌肉活動及大肌肉活動等。 

 

* 參加者需遞交暫託服務申請表、出世紙及防疫注射紀錄副本。 

適合 2 - 6歲 有特殊需要 之兒童及 其棠棣 

(名額有限) 

以 2小時為一節，每節$16，午膳另加$10。 

 

(請於報名表格上註明日期及時間) 

~夏日消暑夏日消暑夏日消暑夏日消暑系系系系列列列列~ 

HVS 

CLC-19-00056 

英語唱遊樂
A 29/7, 31/7, 2/8,  

5/8, 7/8, 9/8/2019 
 

(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2:30-3:30pm 

透過趣味的英語歌曲，啟發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歌曲中以英語演繹不同的故事內容，豐富同學的英語詞庫，提升對英文歌曲欣賞能力。 

 

(由匯材軒之兒童教育經驗導師任教) 

3-5歲兒童 

會員 $630 非會員 $690 

(包筆記) 

HVS 

CLC-19-00057 

英語唱遊樂
B 

6-12歲兒童 

會員 $610 非會員 $670 

(包筆記) 

HVS 

CLC-19-00058 

多元智能 運動營 A 

29/7, 31/7, 2/8,  
5/8, 7/8, 9/8/2019 

 

(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3:30-4:30pm 

集 EQ 遊戲及跳舞於一身的課程，教授兒童各樣智識，建立兒童全面思考能力及學習技巧。 

 

(由匯材軒之兒童教育經驗導師任教) 

3-5歲兒童 

 
 會員 $640 非會員 $700 

HVS 

CLC-19-00059 

多元智能 運動營 B 
6-12歲兒童 

HVS 

CLC-19-00060 

小手工 大創意 A 
29/7-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五堂) 

 
A: 2:30-3:30pm 
B: 3:30-4:30pm 

以主題夏天為基礎，教導利用不同美工材料做出個人作品，提升各項能力的協調性及綜合能力，在課程中培養毅力和建立自信。 

 

* 請帶備圍裙及手袖。 

 （導師黃嘉盈，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幼兒教育系及過往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包括唱遊活動、故事分享、圖工製作及大小肌肉訓練等） 

3-5歲兒童 會員 $550 非會員 $600 

HVS 

CLC-19-00061 

小手工 大創意 B 
6-12歲兒童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夏日消暑系列夏日消暑系列夏日消暑系列夏日消暑系列~ 

HVS 

CLC-19-00062 

幼兒 EQ 集體遊戲 
30/7, 1/8, 6/8, 

8/8/2019 

 (星期二、四， 共四堂) 

 
2:30-3:30pm 

 課程使兒童能有系統地學習 EQ 的基本理論，包括學習表達情緒、管理情緒、在失意中學習自我激勵、明白別人及增進人際關係。完成後，兒童不但可以鞏固所學的 EQ 理論，還可以學習把 EQ 的理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透過有趣的集體遊戲及角色扮演，學習表達自己的情緒，有助兒童與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由匯材軒之兒童教育經驗導師任教) 

 

3-5歲兒童 會員 $430 非會員 $470 

HVS 

CLC-19-00063 

兒童 EQ 集體遊戲 
6-12歲兒童 

HVS 

CLC-19-00064 

多姿多采 夏令營 

 

5/8-8/8/2019 

(星期一至四， 共四堂) 

 
2:30-3:30pm 

 夏天樂趣多！讓我們增添更多笑聲！課程以大自然為主題，透過會話、唱遊、時事分享等活動，讓幼兒認識更多關於知識，提升表達技巧。 

 （由新聞工作者鄧駿暉（駿暉哥哥）任教) 

 

3-6歲兒童 

會員 $440 非會員 $480 

HVS 

CLC-19-00065 
桌遊社交班 

5/8-8/8/2019 

(星期一至四， 共四堂) 

 
3:30-4:30pm 

 透過認識和參與不同桌上遊戲，提升兒童理解和服從指令、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 

 （由新聞工作者鄧駿暉（駿暉哥哥）任教) 

 

 

5-8歲兒童 

Chest 
CLC-19-00066 

活力動感 樂繽 Fun 

3/8, 10/8, 17/8, 
24/8/2019 

(星期六， 共四堂) 

 
3:00 - 4:30pm 

 

 

一群熱心的青年義工將為兒童舉辦活動，希望讓兒童一起進行社交活動，內容包括：集體遊戲、製作手工等。兒童可與義工哥哥姐姐進行互動，透過接觸社區不同的人士，增加兒童的生活經驗。 

 

(由中心註冊社工及農圃道青年空間義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10歲兒童 
會員$150 非會員$190 

Chest 
CLC-19-00067 

夏日樂逍遙 

21/9/2019 

(星期六) 

 
3:00 - 4:30pm 

 

 

夏日炎炎，一群熱心的青年義工將為兒童舉辦活動，希望讓兒童一起渡過炎炎夏日，兒童可與義工哥哥姐姐進行互動，透過接觸社區不同的人士，增加兒童的生活經驗。 

 

(由中心註冊社工及香港仔坊會義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10歲兒童 
會員$50 非會員$60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多元發展系列多元發展系列多元發展系列多元發展系列~ 

HVS 

CLC-19-00068 

音樂治療 小組 A 

 (7-8月) 

13/7, 20/7, 27/7,  
3/8, 10/8 

(6/7暫停) 

 

(星期六，共 5堂) 

 

A班: 10:00-11:00am 

B班: 11:00am-12:00nn 

音樂治療活動包括唱歌、聽音樂、樂器彈奏、韻律或拍子運動，這些都為兒童帶來安全而多元感官刺激，並提高學習動機、促進言語及溝通技能與社交情緒上的發展，並輔助身體發展。 

 

(導師：專業音樂治療師 何顯斌先生)  

 

 
 

3-7歲兒童 

會員 $1600 非會員$1650 
HVS 

CLC-19-00069 

音樂治療 小組 B 

 (7-8月) 

HVS 

CLC-19-00070 

音樂治療 小組 A 

 (8-9月) 

17/8, 24/8, 31/8 

(7/9, 21/9, 28/9暫停) 

 

(星期六，共 3堂) 

 

A班: 10:00-11:00am 

B班: 11:00am-12:00nn 

會員 $960 非會員$990 
HVS 

CLC-19-00071 

音樂治療 小組 B 

 (8-9月) 

Chest 

CLC-19-00072 

兒童油粉彩 繪畫班 

(7-8月) 

6/7, 13/7, 20/7,  
27/7, 3/8, 10/8 

(星期六，共 6堂) 

 
1:00–2:00pm 

 教導兒童運用不同繪畫的方法，學習運用線條及顏色的概念等繪畫圖畫，引發兒童的興趣及了解題目，除可有助兒童的小肌肉發展及手眼協調外，亦可培養個人的耐性及專注力，為學習打好良好基礎。 

 

(導師：經驗繪畫導師 鄭卓聆老師) 

 備註：請自備 A3 畫簿、一盒 12 支油粉彩。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7歲兒童 

 

 

會員 $540 非會員 $600 

Chest 

CLC-19-00073 

兒童油粉彩 繪畫班 

(8-9月) 

17/8, 24/8, 31/8,  
7/9, 21/9, 28/9 

(星期六，共 6堂) 

 
1:00–2:00pm 

會員 $540 非會員 $600 

Chest 

CLC-19-00074 

跆拳道初班 A 

(7-8月) 
6/7, 13/7, 20/7,  
27/7, 3/8, 10/8 

(星期六，共 6堂) 

 初班 A: 12:00nn-1:00pm 初班 B: 1:00-2:00pm 進階班: 2:00-3:00pm 

 跆拳道注重品格培養，鍛鍊兒童的紀律、耐力、尊師重道及群體合作精神；透過訓練鍛鍊體能、專注力及手腳的靈活性，並能強健體魄。 

 

*進階班適合已考黃帶的兒童。 

 

*組員必須穿著道袍上課，道袍費用 

 約為$350，可由導師代為購買。 

 (如需代購，新組員請於第一堂繳費) 

 

*上課時需自備水樽。 

 

*由於此為持續性活動，所以舊生優先。舊生必須於 18/5/2019 或之前報名或之前報名或之前報名或之前報名，否則作放棄處理，其名額將由後備新生補上。 

 

(導師：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資深跆拳道教練黎志安先生)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15歲兒童 

會員 $840 非會員$900 

Chest 
CLC-19-00075 

跆拳道初班 B 

(7-8月) 

會員 $840 非會員$900 

Chest 

CLC-19-00076 

跆拳道進階班 

(7-8月) 

會員 $900 非會員 $960 

Chest 

CLC-19-00077 

跆拳道初班 A 

(8-9月) 
17/8, 24/8, 31/8,  
7/9, 21/9, 28/9 

(星期六，共 6堂) 

 初班 A: 12:00nn-1:00pm 初班 B: 1:00-2:00pm 進階班: 2:00-3:00pm 

會員 $840 非會員$900 

Chest 
CLC-19-00078 

跆拳道初班 B 

(8-9月) 

會員 $840 非會員$900 

Chest 

CLC-19-00079 

跆拳道進階班 

(8-9月) 

會員 $900 非會員 $960 



 

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慶華中心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號號號 2-4樓樓樓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3158 8315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Chest 

CLC-19-00080 

Phonics 英文拼音 初班 

(7-8月) 

 
6/7, 13/7, 20/7,  
27/7, 3/8, 10/8 

(星期六，共 6堂) 

 初班 

9:00-10:00am 
 中班 

10:00–11:00am 
 進階班 

11:00am-12:00nn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適合初學拼音的兒童，讓他們透過遊戲認識 26 個大小楷英文字母，並以兒歌唱詠學習字母的基本發音。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適合已完成初班的兒童，讓他們認識 10 個元音字母，配合子音字母，學習英文生字。 

 進階班進階班進階班進階班適合已完成中班的兒童，進一步豐富兒童的生字庫，運用拼音方法幫助兒童讀、寫生字(串字/默字)，學習利用生字串成有意義的句子，並學習解讀簡單句子。 

 

* 新加入中班或進階班的兒童需接受評估，敬請預約。 

 

(導師：經驗 Phonics導師Miss Janice)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15歲兒童 

 

 

會員 $780 非會員 $840 

Chest 

CLC-19-00081 

Phonics 英文拼音 中班 

(7-8月) 

會員 $900 非會員 $960 

Chest 

CLC-19-00082 

Phonics 英文拼音 進階班 

(7-8月) 

會員 $960 非會員$1020 

Chest 

CLC-19-00083 

Phonics 英文拼音 初班 

(8-9月) 

 
17/8, 24/8, 31/8, 7/9, 

21/9, 28/9 

(星期六，共 6堂) 

 初班 

9:00-10:00am 
 中班 

10:00–11:00am 
 進階班 

11:00am-12:00nn 
  

會員 $780 非會員 $840 

Chest 

CLC-19-00084 

Phonics 英文拼音 中班 

(8-9月) 

會員 $900 非會員 $960 

Chest 

CLC-19-00085 

Phonics 英文拼音 進階班 

(8-9月) 

會員 $960 非會員$1020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為協康會兒童健樂會會員；而「「「「會員會員會員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同心家長會同心家長會同心家長會或家長資源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家長資源中心會員，可以會員費用參加活動。 

2. 如參加者有經濟困難，可致電或親身聯絡社工 / 中心主任查詢有關減費事宜。 

3. 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 / 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方便識別會員及非會員；如仍未續會者，請填妥同心家長會入會表格並連同會費一併交回 ($50一年，$100 三年，請分開支票繳付，支票抬頭為協康會)。 

4. 協康會已正式啟用新的資料系統，活動報名手續必須依據系統的程序而進行，故此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前最少一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前最少一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前最少一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前最少一

星期完成星期完成星期完成星期完成，否則系統將不能接受報名。 

5. 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欄註明欄註明欄註明欄註明。。。。 



 

 

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  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 

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  2019 年年年年 7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 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    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 185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91 8011 / 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HVS-WCC- 
19-00033 

歡樂好友營 22/7 – 26/7/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日) 

 上午 9:30 – 12:30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兒童在充滿歡樂、新奇、有趣的氣氛下學習，提升兒童對社會適應、社交溝通的能力，享受人際互動的樂趣、增強個人自信心，能表達創意、領袖才能。讓兒童渡過一個充實的悠長假期。 

 內容包括：社適訓練、互動溝通社交遊戲、創意圖工、體能競技活動等。 

 備註︰ 

� 活動內容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並有中學義工協助。 

� 報名時請註明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及對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 

5-10歲兒童 

 

(導師會按參加者的年齡及能力分組上堂) 

 
 
 
 

$1,100 (會  員) 

$1,200 (非會員) 

 

*費用包括午膳及材料費。 

HVS-WCC- 
19-00034 
 

感知遊樂園 22/7 – 26/7/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堂) 

 下午 3:00 – 4:00 

 

透過多感官活動， 讓小童藉手工、小食製作及感知活動，促進小肌肉發展，提升專注力並豐富其感官經驗。 

 備註︰ 

� 報名時請註明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及對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 

� 此小組由職業治療師蕭獻恩姑娘負責設計和帶領。 

4-6歲兒童 

(能夠安坐和聽從簡 單指令) 

 

$1,000 (會  員) 

$1,1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35 

多元智能 Fun Fun 

Fun 

29/7 – 2/8/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堂) 

 上午 9:30 – 10:45 

 

課程採用多元智能理念設計，透過集體遊戲、手工等活動，提升幼兒表達和聆聽能力，訓練社交技巧。  備註︰ 

� 此小組由註冊社工/實習社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3-6歲兒童 

 

$500 (會  員) 

$6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36 

「反轉小派對」
Season III 

29/7 – 2/8/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堂) 

 上午 10:45 – 11:45 

 
 
 
 

嘩!嘩!嘩!小派對又嚟啦!透過精彩的活動，包括遊戲、圖工創作空間、小食製作及嘗試，讓兒童一起進入歡樂的世界，提升兒童的專注力、安坐、聽從指令，擴闊生活經驗。 

 備註︰ 

� 報名時請註明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及對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 

� 此活動內容由彤彤姐姐設計和帶領。  

3-6歲兒童  $500 (會  員) 

$600 (非會員) 

 

*費用包括材料費。 

JGC-WCC- 
19-00037 

「唱遊小達人」– 社交小組 

 
 

29/7 – 2/8/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堂) 

 下午 2:30 – 3:45 

在輕鬆愉快的音樂氣氛下，透過共唱兒歌及律動等互相合作的遊戲，加強兒童的語言、節奏感、創意及社交能力。 

 備註︰ 

� 此小組由註冊社工/實習社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3-6歲兒童 

 

$500 (會  員) 

$600 (非會員) 



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 185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91 8011 / 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JGC-WCC- 
19-00038 

「動一動小手腳」– 親子運動班
(A組) 

29/7/2019 (星期一) 下午 2:30 – 3:30 

 

透過體操及伸展活動訓練，增強兒童的平衡性和敏捷性，並藉此促進親子關係。 

 備註︰  

� 本活動與康文署合辦，由經驗教練任教。 

� 此活動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陪伴參與。 

 

3-5歲兒童及其家長 

 
 

$30 (會  員) 

$40 (非會員) 

JGC-WCC- 
19-00039 

「動一動小手腳」– 親子運動班
(B組) 

 

29/7/2019(星期一) 下午 3:30 – 4:30 

 

6-9歲兒童及其家長 

 
 

$30 (會  員) 

$40 (非會員) 

HVS-WCC- 
19-00040 

涼浸浸夏日營 

 
 
 
 
 
 
 

5/8- 9/8/2019 

(星期一至五，共 5日) 

 上午 9:30 –下午 3:30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兒童在充滿歡樂、新奇、有趣的氣氛下學習，渡過一個充實的悠長假期。 

 內容包括：感知活動、小食製作、創意圖工、互動溝通社交遊戲、大肌活動、小肌活動及音樂律動等。 

 備註︰ 

� 活動內容由幼兒導師帶領，並有中學義工協助。 

� 報名時請註明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有否食物敏感及對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哪一類食物敏感。 

3-6歲兒童 

 

(導師會按參加者的年齡及能力分組上堂) 

 
 
 
 
 

$1,700 (會  員) 

$1,800 (非會員) 

 

*費用包午膳及材料費。 

JGC-WCC- 
19-00041 

我和動物醫生 有個約會(3) 

20/7/2019 (星期六) 下午 3:00 – 4:00 

 
 
 
 

動物醫生動物醫生動物醫生動物醫生(Doctor Pet)致力推動動物治療計劃，透過推行動物輔助活動和動物輔助治療，為有需要人士帶來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療效。是次活動不但讓兒童認識小動物，也會透過親身的接觸，引發兒童的愛心，培養關愛的精神。 

 活動內容︰ 

1. 簡介動物醫生； 

2. 與動物醫生互動，學習與小動物相處的方法和注意事項。 

 備註︰ 

� 活動與狗醫生狗醫生狗醫生狗醫生合作。 

� 此活動必須有必須有必須有必須有 1 位家長陪同位家長陪同位家長陪同位家長陪同兒童參與，以照顧兒童的安全。 

3-15歲兒童及 其家長 
 

(每名兒童只限 1位家長陪同) 

 
 
 
 
 
 
 
 
 

每對親子收費 

$30 (會  員) 

$4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2 

我和動物醫生 有個約會(4) 

7/9/2019 (星期六) 下午 3:00 – 4:00 

 
 
 
 
 

每對親子收費 

$30 (會  員) 

$4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3 

親親孩童心 義工融合活動(93) 

 

 

 

21/9/2019(星期六) 下午 3:00 – 4:15 

  

以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為主題，透過趣味遊戲、製作創意小手工及茶點分享，藉此傳揚社區人士對兒童的關懷訊息，以及認識中秋節的來源。 
 備註︰ 

� 活動與電訊盈科義工組電訊盈科義工組電訊盈科義工組電訊盈科義工組合作。 

� 此小組內容由註冊社工負責設計。 

2-15歲兒童 

 

 

 

$40 (會  員) 

$5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4 

嘻嘻哈哈識朋友
(7) 

 

28/9/2019(星期六) 下午 2:00 – 3:00 

 

由一班來自香港家庭福利會的義工，與兒童一起於中心進行集體遊戲，讓兒童在一個自然環境下，學習與人相處的方法，並運用社交技巧，加強與人溝通的意欲，從而帶出社區共融的信息。 

 備註︰ 

� 此活動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北香港家庭福利會北香港家庭福利會北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2-6歲兒童 

 

$40 (會  員) 

$50 (非會員) 



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 185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91 8011 / 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JGC-WCC- 
19-00045 

親子圖畫創作坊 

(油粉彩)(7-8月) 

13/7 – 17/8/2019 

(逢星期六，27/7和 3/8除外，共 4堂) 上午 9:30 – 10:30 

 

教導兒童運用不同繪畫的技巧，運用線條及顏色的概念等繪畫圖畫。 

 導師︰鄭卓聆，擁有香港理工大學美術設計與教育榮譽學士學位，並有多年教授幼兒興趣班的經驗。 

 備註︰ 

� 請自備畫簿及廣告彩一盒。 

 

 

3-5歲兒童及 其家長 

 

 

$240 (會  員) 

$3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6 

親子圖畫創作坊 

(油粉彩)(8-9月) 

31/8 –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4堂) 上午 9:30 – 10:30 

 

$240 (會  員) 

$3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7 

兒童水彩畫班 

(7-8月) 

13/7 – 17/8/2019 

(逢星期六，27/7和 3/8除外，共 4堂) 上午 10:30 – 11:30 

 

教導兒童運用不同繪畫的技巧，學習運用水彩調色及運筆之方法。 

 導師︰鄭卓聆。 

 備註︰ 

� 請自備畫簿、畫筆(大小畫筆各一支)及廣告彩一盒。 

 

6-12歲兒童 

 
 
 
 
 
 
 
 
 

 

$240 (會  員) 

$3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8 
兒童水彩畫班 

(8-9月) 

 

31/8 –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4堂) 上午 10:30 – 11:30 

$240 (會  員) 

$3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49 

童趣樂繽 Fun 

(7月) 

 

13/7– 27/7/2019 

(逢星期六，共 3堂) 上午 9:30 – 10:30 

 

透過不同的音樂遊戲和活動，以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認識，並從而提升其專注力及社交技巧。 

 導師﹕龍頴琪，擁有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副修特殊教育)，為資深特殊幼兒導師；同時也擁有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學位，為一名註冊藝術治療師(表逹藝術)。 

 

2-6歲兒童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50 

童趣樂繽 Fun 

(8月) 

 

10/8– 31/8/2019 

( 逢星期六，24/8 除外，共 3堂) 上午 9:30 – 10:30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51 

童趣樂繽 Fun 

(9月) 

 

7/9–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3堂) 上午 9:30 – 10:30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52 

故事手作動動樂 

(7月) 

13/7– 27/7/2019 

(逢星期六，共 3堂) 上午 10:30 – 11:30 

 

透過精彩的繪本故事，配合有趣的藝術創作活動，讓兒童能在一個輕鬆愉快的環境下表達自己，提升創造力及自信心。 
 導師﹕龍頴琪。 

3-6歲兒童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53 

故事手作動動樂 

(8月) 

10/8– 31/8/2019 

( 逢星期六，24/8 除外，共 3堂) 上午 10:30 – 11:30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54 

故事手作動動樂 

(9月) 

 
 

7/9–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3堂) 上午 10:30 – 11:30 

 

 

$300 (會  員) 

$4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55 

多元智能及專注力訓練小組 

 
 
 
 
 

13/7 - 17/8/2019 

(逢星期六，共 6堂) 上午 11:00 – 12:00 

透過多元智能的遊戲、活動及茶點，培養兒童專注力、遵守遊戲規則、社交能力及溝通能力。 

 備註︰ 

� 此小組由註冊社工/實習社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4-6歲兒童 

 
 
 
 

$540 (會  員) 

$630 (非會員) 



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香港灣仔道 185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號康樂商業大廈一樓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91 8011 / 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曾姑娘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HVS-WCC- 

19-00056 
親子鋼琴班 

(7-8月) 

20/7 – 17/8/2019 

(逢星期六，共 5堂) 上午 11:00 –下午 2:00 每節半小時 

以個別形式教授鋼琴，教授兒童鋼琴技巧；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音樂節奏感、穩定情緒、專注力及模仿能力、並培養兒童敏銳的聽覺分辨能力，發掘兒童的潛能。 

 教學課本：將由導師編製。每節半小時， 請於報名表上註明欲上課時間，如遇相同時段，則以抽籤決定，中心有最後決定權。 

 

4歲至 15歲兒童 及其家長 

 

� 如欲報名，請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課程課程課程課程(7-9月月月月)； 

 

� 本期(7-9 月)將以抽籤決定參加者。 

$750 (會  員) 

$9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57 
親子鋼琴班 

(8-9月) 

 
 

 

31/8 –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4堂) 上午 11:00 –下午 2:00 每節半小時 

$600 (會  員) 

$750 (非會員) 

 

JGC-WCC- 

19-00058 

親子鋼片琴班 

(7-8月) 

 

13/7 – 17/8/2019 

(逢星期六，27/7和 3/8除外，共 4堂) 下午 2:00-5:00 每節半小時 

啟發幼兒對音樂的興趣，利用鋼片琴將七色音樂的原理及視覺提示協助學員彈奏歌曲。 

 每對每節半小時，請於報名時列明欲參與的時間，中心有權安排參加者的上課時間。 

 導師：盧少英，於幼稚園任教多年，對訓練幼童具經驗豐富。 

 

3-15歲兒童 及其家長 

 

� 如欲報名，請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必須填報整項課程課程課程課程(7-9月月月月)； 

 

� 本期(7-9 月)將以抽籤決定參加者。 

$400 (會  員) 

$500 (非會員) 

JGC-WCC-

19-00059 

親子鋼片琴班 

(8-9月) 

 
 

 

31/8 – 28/9/2019 

( 逢星期六，14/9 除外，共 4堂) 下午 2:00-5:00 每節半小時 

$400 (會  員) 

$5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60 

社交智叻星 13/7 - 17/8/2019 

(逢星期六，共 6堂) 下午 2:00 – 3:00 

透過音樂之律動遊戲、唱遊、舞蹈等活動，啟發幼兒對音樂的樂趣、培養專注力及社交技巧。 

� 此小組由註冊社工/實習社工負責設計及帶領。 

 

3-6歲兒童 

 
 
 
 

$540 (會  員) 

$630 (非會員) 

HVS-WCC-
19-00061 

漫遊數學世界 

(7-8月) 

6/7 – 3/8/2019 

( 逢星期六，20/7 除外，共 4堂) 下午 2:30 – 3:30 

 
 

數學世界多姿多彩。透過遊戲及藝術活動，讓小朋友從過程中進行有意義的思考和學習，從而認識數學概念和應用數學。 

 導師：陳詩韻(ChanChan)擁有教育碩士(CUHK)及幼兒教育文學碩士
(CUHK)，並為資深特殊教育數學教師暨藝術導師。 

4-6歲兒童 

 

(已初步掌握 5 以內數與量概念之幼兒為佳) 

 

 

 

$480 (會  員) 

$600 (非會員) 

HVS-WCC-

19-00062 

小腦袋遊戲合作社(7-8月) 

6/7 – 3/8/2019 

( 逢星期六，20/7 除外，共 4堂) 下午 3:30 – 4:30 

 

傾一傾、講一講，齊齊動動小腦袋，把一個個不可能的任務透過合作形式解決完成。 

 本活動旨在讓小朋友透過解難遊戲，學習社交及溝通技巧，務求提昇小朋 友面對逆 境的能力。
ChanChan 鼓勵小朋友運用多角度思考和觀察，通過溝通和協作形式，完成各種創作挑戰。 

 導師：陳詩韻(ChanChan) 

4-6歲兒童 

 
 
 
 
 
 
 

$480 (會  員) 

$600 (非會員)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為協康會兒童健樂會會員；而「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或家長資源中心會員，可以會員價報名。 

2. 如參加者有經濟困難，可致電或親身聯絡中心主任查詢有關減費事宜。 

3. 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 / 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方便識別會員及非會員；如仍未續會者，請填妥附上的同心家長會入會表格並連同會費一併交回 ($50一年，$100 三年，請分開支票繳付，支票抬頭為協康會)。 

4. 協康會已正式啟用新的資料系統，日後活動報名手續必須依據系統的程序而進行，故此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之前完成，否則系統將不能接受報名。 

 



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協康會 港島港島港島港島東東東東區區區區 

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兒童活動快訊 

 
2019年年年年 7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暑暑暑暑 期期期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精精精精 叻叻叻叻 寶寶寶寶 貝貝貝貝 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HVS- 
WTC-19-00035 

繽紛日營 2019 

22-26/7/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日) 上午 9:30- 下午 3:30 

在悠長暑期裏透過精彩和規律的學校生活，讓兒童保持上學的習慣，並為開學前作充足準備，好讓他們有一個充實的假期。 

 活動內容非常豐富，包括由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科學感知探索、社交遊戲、互動故事、藝術活動等，及由中心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帶領部份具訓練性的活動，亦會安排時間協助有需要的兒童完成暑期作業。 

 注意事項： 

1. 日營會安排午睡時間，請家長為參加者預備被舖。 

2. 兒童需進食早餐後才回中心，中心會提供午餐及茶點。 

3. 如兒童需要戒吃食物或使用特別食具如兒童需要戒吃食物或使用特別食具如兒童需要戒吃食物或使用特別食具如兒童需要戒吃食物或使用特別食具，，，，請於請於請於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報名表上註明報名表上註明報名表上註明。。。。 

4.    活動於西翼舉行活動於西翼舉行活動於西翼舉行活動於西翼舉行 

 ※ 本中心兒童優先報名 

(活動除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外，部份活動則由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設計及帶領) 

3至 7歲兒童 

(活動將按兒童的 能力而分組) 

$ 1700 (會員) 

$ 1800(非會員) 

 

(費用已包括午餐及茶點) 

CHEST- 
WTC-19-00036 

 故事遊樂園(A) 

 

29/7-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10:00-11:00 

透過講故事，教授中文及英文兒歌，並配合音樂、樂器、簡單舞步及遊戲等等，提昇兒童對音樂節奏、聆聽指令、模仿動作、與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 

 

*課程內容會因應兒童之學習能力而有所調節。 

(本活動由任職主流幼稚園老師---周老師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6歲兒童 
$325 (會員) 

$375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37 

 故事遊樂園(B) 

 

29/7-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11:15-12:15 

3-6歲兒童 
$325 (會員) 

$375 (非會員) 

JGC- 
WTC-19-00038 

 玩樂無窮 

 

30/7-2/8/2019 星期二至五 

(共 4節) 上午 11:15-12:15 

透過不同的桌上遊戲，提升學童的專注力、學習聆聽指令，另一方面，讓學童認識情緒及管理能力，藉此培養他們遇到困難時能以正面態度面對。  

 

(活動由中心社工設計及帶領) 

5-7歲  

(2019年 9月將入讀小一學童優先) 

$ 360 (會員) 

$ 40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39 

「數學樂繽
FUN」 兒童社交小組
(2019A) 

29/7-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2:15-3:15 

小組活動以數字為主題設計互動社交遊戲，把生活經驗融入遊戲當中，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培養專注力、增強他們的溝通能力、社交及遊戲技巧。 

 

*課程內容會因應兒童之學習能力而有所調節。 

 

(本活動由任職主流幼稚園老師---梁老師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7歲兒童 
$325 (會員) 

$375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40 

專注解難訓練
(2019E) 

29/7-2/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3:30-4:30 

專注力會影響學習過程，有足夠的專注力能幫助兒童提升記憶力。此課程除了訓練專注力外，亦會訓練兒童的解難能力，讓他們有能力面對生活上遇到的各種挑戰和困難。 

 

(本活動由任職主流幼稚園老師---梁老師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7歲兒童 
$325 (會員) 

$375 (非會員)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CHEST 
WTC-19-00041 

創意小手作(A) 

---黏土壽司 

 

30/7/2019 

(星期二) 

(共 1節) 下午 2:15-3:15 

導師教授兒童製作日式輕黏土壽司，既可訓練兒童的小肌肉、手眼協調，又可培養專注力。 

 
 
 

(本活動由資深繪畫班導師---鄺 sir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8歲兒童 
$100 (會員) 

$11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42 

創意小手作(B) 

---果凍蠟燭杯 

 

30/7/2019 

(星期二) 

(共 1節) 下午 3:30-4:30 

導師教授兒童製作別緻的花海小型蠟燭杯擺設，既可訓練兒童的小肌肉、手眼協調，又可培養專注力。 

 

(本活動由資深繪畫班導師---鄺 sir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5-8歲兒童 
$100 (會員) 

$110 (非會員) 

JGC 
WTC-19-00043 

創意小手作(C) 

---Minions筆筒 

 

1/8/2019 

(星期四) 

(共 1節) 下午 2:15-3:15 

導師教授兒童製作卡通人物手工筆筒，實用又有趣，既可訓練兒童的小肌肉、手眼協調，又可培養專注力。 

 
 

(本活動由資深繪畫班導師---鄺 sir設計及帶領) 

4-8歲兒童 

 

$100 (會員) 

$110 (非會員) 

JGC 
WTC-19-00044 

創意小手作(D) 

---蝶古巴特拼貼袋 

 

1/8/2019 

(星期四) 

(共 1節) 下午 3:30-4:30 

導師教授兒童製作優美實用的歐陸風情袋，既可訓練兒童的小肌肉、手眼協調，又可培養專注力。 

 
 

(本活動由資深繪畫班導師---鄺 sir設計及帶領) 

5-8歲兒童 

(懂得使用剪刀為佳) 

$100 (會員) 

$110 (非會員) 

HVS- 
WTC-19-00045 

開開心心升小一 

(2019C) 

5-9/ 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9:30-11:00 

兒童要升上小學了，將面對新環境及學習模式的轉變，培養他們的獨立性，認識小學學習模式，家長的配合和角色，也能有助他們為升上小學作好準備。 

 小組內容包括，學習上課模式 (如安坐、舉手、站立說話、抄寫手冊等)，處理自己的文具(如運用鉛筆、間尺、A4文件套等)，培養獨立性(如：交功課、收拾書包、上厠所、妥善照顧自己的物件等)。 另外學習如何運用小息時間，朋輩間的交往，也能有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的學校生活。 

 

*此小組適合已評估入讀主流或輕度智障學校，並於新學年升讀小一的兒童。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5-7歲兒童 

(2019年 9月入讀 小一學童優先)  

$ 810 (會員) 

$ 860 (非會員)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HVS- 
WTC-19-00046 

 
 
 好玩遊樂園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9:30-10:30 

透過有趣活動，讓幼兒學習參與群體活動，使他們更易適應將來的幼兒園生活，活動內容包括：感知學習、圖工創作及音樂律動等，啟發幼兒對環境的興趣，用多感官學習，讓他們有一個充實愉快的暑假。 

 注意事項： 

1. 此活動必須有一位一位一位一位家長或監護人同行參加，照 

  顧兒童安全。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2-4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47 

 英語唱遊樂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11:00-12:00 

透過英文歌曲和唱遊律動，讓兒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聆聽英文，唱出英文，使他們對英文語言有初步接觸，期望他們感覺有趣好玩，對學習英語產生興趣。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4-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48 

 寫寫畫畫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上午 11:00-12:00 

透過簡單符號和形狀，讓兒童學習繪畫簡單的物件，例如：蘋果、橙、麵包等。最後－節小組兒童運用所學的技巧完成－幅美麗圖畫。 

 

*此小組適合開始執筆畫形狀和線條練習的兒童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3-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49 

 小廚神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2:15-3:15 

讓兒童利用不同食物材料及學習運用不同的煮食用具與器材，製作簡單的小食，提升兒童的自理能力及享受入廚的樂趣。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3-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50 

 
 我心知你心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2:15-3:15 

察覺別人的情緒反應，對別人的情緒表現有回應，也能能幫助他們明白別人的立埸和想法，有助自閉症兒童培養同理心，此小組透過特別的遊戲讓童學習解讀別人的想法。 

 

*此小組適合良好智能和語言能力的自閉症兒童。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4-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51 

社交情緒 小達人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3:30-4:30 

日常生活中兒童經常面對困難和問題，你的孩子能處理嗎？當失敗時，你的孩子如何面對？ 小組透過有趣活動，讓兒童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學習以適當情緒表達，提昇學童認識情緒及解難能力。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4-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HVS- 
WTC-19-00052 

 
 小小藝術家 

 

  
 

5-9/8/2019 星期一至五 

(共 5節) 下午 3:30-4:30 

運用不同物料和技巧做出有趣的勞作，學習聆聽指令，做事分先後次序，按步驟完成，增強學童專注力和審美的能力。 

 

*此小組適合能自行運用圖工用具及穩定專注力的兒童。 

 

(活動由中心資深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3-7歲兒童 
$ 450 (會員) 

$ 500 (非會員) 

** 暑暑暑暑 期期期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治治治治 療療療療 師師師師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HVS- 
WTC-19-00053 

 
 夏日大探索 

 

7-9/8/2019 星期三至五 

(共 3節)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透過暑假中一連三日的歷險，當中包括邏輯推理，書寫活動，感知遊戲及故事創作等豐富的活動，提昇學童敘述能力，思考推測，手眼協調及寫畫能力，令學童成為一名心思細密，眼明手快的探險家。 

 

(活動由中心言語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設計及帶領) 

5-7歲兒童 

 

1. 能運用三詞或以上的完整句子 (例 : 爸爸食餅，妹妹戴緊帽，擺杯喺枱上面) 

 

2. 能抄寫七劃或以上的中文字(例: 花) 

$630(會員) 

$660(非會員)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暑暑暑暑 期期期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親親親親 子子子子 參參參參 觀觀觀觀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JGC 
WTC-19-00054 

 
 
 
 
 

 參觀救護消防站 

 

 
31/7/2019 星期三 

 (共 1節) 上午 10:15-     中午 12:30 

透過參觀消防局及救護站，讓兒童親身接觸消防員及救護員，藉此了解他們的日常工作，亦能認識救火及急救工具，擴闊兒童的生活經驗。 

 集合時間：上午 10:15 解散時間：中午 12:30 地點︰西灣河消防局和救護站 

      (地址：香港西灣河惠亨街 20-22號)  

 集合／解散地點：西灣河鐵路站(B出口) 

 注意事項︰ 

1. 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同行，照顧兒童安全。 

2.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的衣著，並自備個人物品。 

 

3-12歲兒童 及家長 

 

(每名兒童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1位位位位家長陪同) 

$40 (會員) 

$50 (非會員) 

(每對親子收費) 

JGC 
WTC-19-00055 

 
 
 
 
 參觀新世界第一巴士廠 

 

1/8/2019 

 星期四 

(共 1節) 上午 10:15- 下午 12:00    

透過參觀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了解巴士廠的運作，認識不同型號的巴士，擴闊學童視野，豐富兒童的生活體驗。 

 集合時間：上午 10:15 解散時間：下午 12:00 活動地點：新巴車廠 

         (地址：香港柴灣創富道 8號) 

 集合／解散地點：杏花村鐵路站 注意事項： 

1. 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同行，照顧兒童安全。 

2. 請參加者穿著輕便的衣著，並自備個人物品。 

 

3-12歲兒童 及家長 

 

(每名兒童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1位位位位家長陪同) 

$ 40 (會員) 

$ 50 (非會員) 

(每對親子收費) 

** 周周周周 六六六六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精精精精 叻叻叻叻 寶寶寶寶 貝貝貝貝 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CHEST- 
WTC-19-00056 

「畫出真我」   兒童繪畫班 

(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繪畫是大部份幼兒的興趣，對他們的身體而言是手眼腦的活動，在社交層面就是表達自己，和外界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在藝術方面就是磨練美感，找尋愛好、專注、堅持、執著、自信。 

 導師會用圖、影片、示範、問答加強兒童思考觀察，然後再小組及個別指導技巧和傾談，有分享環節幫助兒童鞏固學習經驗以及加強社交表達，鼓勵兒童原創。 

 注意事項： 

1. 請自備畫袋、手袖及圍裙 

 

(活動導師鄺 sir擁有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素描及繪畫文憑，並於香港樹仁學院輔導及心理學系畢業，具多年教授特殊需要兒童繪畫班經驗)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8歲兒童 

(能跟從指令的  兒童) 

$ 600 (會員) 

$ 66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57 

「畫出真我」   兒童繪畫班 

(2019F)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4-8歲兒童 

(能跟從指令的  兒童) 

$600 (會員) 

$660(非會員) 

** 周周周周 六六六六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健健健健 體體體體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JGC- 
WTC-19-00058 

跆拳小高手 

(進階班-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上午 9:00-10:00 

跆拳道注重品格培養，鍛鍊兒童的紀律、耐力、尊師重道及群體合作精神；透過訓練鍛鍊體能、專注力及手腳的靈活性，助學童強健體魄。 

 注意事項： 

1.  舊生可獲優先報名，否則名額將由新生取代。 

2.  組員必須穿著道袍上課，請家長於第一堂自備 

   道袍費用$350交予導師代為購買，導師將於第 

   二堂派發道袍。 

 

(本活動由經驗跆拳道教練---黎 sir設計及帶領)  

4-7歲兒童 

(舊生除外) 

$840 (會員) 

$900 (非會員) 

JGC- 
WTC-19-00059 

跆拳小高手 

(進階班-2019F)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上午 9:00-10:00 

4-7歲兒童 

(舊生除外) 

$840(會員) 

$900 (非會員)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JGC- 
WTC-19-00060 

跆拳小高手 

(初階班-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上午 10:00-11:00 

跆拳道注重品格培養，鍛鍊兒童的紀律、耐力、尊師重道及群體合作精神；透過訓練鍛鍊體能、專注力及手腳的靈活性，助學童強健體魄。 

 注意事項： 

1. 舊生可獲優先報名，否則名額將由新生取代。 

2. 有興趣者可先填報名表輪候。 

3. 組員必須穿著道袍上課，請家長於第一堂自備道袍費用$350 交予導師代為購買，導師將於第二堂派發道袍。 

 

 

(本活動由經驗跆拳道教練---黎 sir設計及帶領) 

 
 

4-7歲兒童 

(舊生除外) 

$840 (會員) 

$900 (非會員) 

JGC- 
WTC-19-00061 

跆拳小高手 

(初階班-2019F)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上午 10:00-11:00 

4-7歲兒童 

(舊生除外) 

$840(會員) 

$900 (非會員) 

JGC- 
WTC-19-00062 

攀石無難度 

(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2:15-3:15 

由專業攀石導師教導兒童基本攀石技巧，藉以訓練兒童專注力及身體協調。 

 注意事項： 

1. 參加者宜穿著俗稱「白飯魚」之運動鞋進行活動。 

2. 此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參與，照顧兒童安全。(每名兒童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1位位位位家長陪同) 

 
 

(本活動由新攀石教練---張 sir設計及帶領) 

 

3-8歲 能跟從指令 的兒童 

$510 (會員) 

$570 (非會員) 

JGC- 
WTC-19-00063 

攀石無難度 

(2019F)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JGC- 
WTC-19-00064 

攀石無難度
(2019G)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2:15-3:15 

由專業攀石導師教導兒童基本攀石技巧，藉以訓練兒童專注力及身體協調。 

 注意事項： 

1. 參加者宜穿著俗稱「白飯魚」之運動鞋進行 活動。 

2. 此活動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參與，照顧兒童 安全。(每名兒童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1位位位位家長陪同) 

 
 

(本活動由新攀石教練---張 sir設計及帶領) 

 

3-8歲 能跟從指令 的兒童 

$510(會員) 

$570 (非會員) 

JGC- 
WTC-19-00065 

攀石無難度
(2019H)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 周周周周 六六六六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義義義義 工工工工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CHEST 
WTC-19-00066 

 
 
 義樂無窮(三)﹕ 齊齊賀中秋 

 

31/8/2019 星期六 

(共 1節) 上午 10:30-11:30 

中秋將至，心源畫會之義工為兒童舉辦中秋慶祝活動，設計及帶領兒童一同製作中秋小手工。透過與義工的互動，提升兒童的社交技巧，並擴闊他們的生活經驗。 

 

(本活動由心源畫會之義工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4-8歲兒童 
$20(會員) 

$30 (非會員) 

** 周周周周 六六六六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音音音音 韻韻韻韻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CHEST- 
WTC-19-00067 

唱遊小跳豆 

(2019E) 

6/7-3/8/2019 星期六 

(共 5節) 下午 4:00-5:00 

透過教授中文及英文兒歌，並配合音樂、樂器、簡單舞步及遊戲等等，提昇兒童對音樂節奏、聆聽指令、模仿動作、與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 

 
 

*課程內容會因應兒童之學習能力而有所調節。 

(活動由任職主流幼稚園老師---周老師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3-6歲兒童 
$325 (會員) 

$375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68 

唱遊小跳豆 

 (2019F) 

17/8-28/9/2018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4:00-5:00 

3-6歲兒童 
$390(會員) 

$450 (非會員) 



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環翠中心東翼 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香港柴灣環翠村澤翠樓 130-141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號地下 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查詢及報名: 2889 391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人數及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周周周周 六六六六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語語語語 文文文文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 

JGC- 
WTC-19-00069 

英語無限 Fun 

(2019E)  

3/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8節) 下午 2:15-3:15 

學習外語對年幼學童是一大挑戰，死記硬背的方式往往事倍功半。小組以簡單遊戲、唱遊及舞步等輕鬆活動，讓小朋友在愉快氣氛下學習英語，提昇小朋友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小組內容豐富，包括： 

1. Scenario Learning & Role Play  

(情景學習及角色扮演) 

2. Story Telling (講故事聽英文) 

3. Vocab Fun (有趣遊戲學生字) 

4. Art in English (創意藝術學英語) 

5. Games/Activities (活學活用在遊戲) 

*課程內容會因應兒童之學習能力而有所調節 

(由海外回流經驗老師任教，Miss Ip曾於澳洲留學及工作，曾任職幼稚園及教育機構英語導師。課堂主要以英語授課，因應兒童之英語能力可能需要輔以少許廣東話作解釋。) 

4-7歲兒童 
$800 (會員) 

$880 (非會員) 

JGC- 
WTC-19-00070 

英語無限 Fun 

(2019F) 

3/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8節) 下午 3:30-4:30 

2-5歲兒童 
$800 (會員) 

$88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71 

英語拼音樂趣 

(初階班—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2:15-3:15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適合初學拼音的兒童，讓他們透過遊戲認識 26個大小楷英文字母，並以兒歌唱詠學習字母的基本發音。 

*如程度已達標，可參與中班課程。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適合已完成初班的兒童，讓他們認識 10 個元音字母，配合子音字母，學習英文生字。 

*中班先收報名表中班先收報名表中班先收報名表中班先收報名表，，，，經導師評估後再報名經導師評估後再報名經導師評估後再報名經導師評估後再報名 

 

(本活動由經驗 Phonics導師Miss Janice設計及帶領) 

 

 *此活動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2-8歲兒童 
$780 (會員) 

$840(非會員) 

CHEST- 
WTC-19-00072 

英語拼音樂趣多
(初階班—2019F)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2:15-3:15 

2-8歲兒童 
$780 (會員) 

$84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73 

英語拼音樂趣多
(中班---2019E) 

 

6/7-10/8/2019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2-8歲兒童 
$900 (會員) 

$960 (非會員) 

CHEST- 
WTC-19-00074 

英語拼音樂趣多
(中班---2019F) 

 

17/8-28/9/2019 

(14/9暫停) 星期六 

(共 6節) 下午 3:30-4:30 

2-8歲兒童 
$900 (會員) 

$960 (非會員)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為協康會兒童健樂會會員；而「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或家長資源中心會員，可以會員費用參加活動。 

2. 如參加者有經濟困難，可致電或親身聯絡社工 / 中心主任查詢有關減費事宜。 

3. 請於報名表上填寫同心家長會 / 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號碼，方便識別會員及非會員；如仍未續會者，請填妥同心家長會入會表 格並連同會費一併交回 ($50一年，$100 三年，請分開支票繳付，支票抬頭為協康會)。 

4. 協康會已正式啟用新的資料系統，活動報名手續必須依據系統的程序而進行，故此報名必須在活動舉行日前最少一星期完成，否則系統將不能接受報名。 

5. 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如參加者有食物敏感，，，，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或有特別事項需留意，，，，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請於報名表之「「「「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欄註明欄註明欄註明欄註明。。。。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1.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活動費用一併交回活動所屬活動所屬活動所屬活動所屬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或用郵寄方式交回。(切勿郵寄現金，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填上協康會，並於信封面註明兒童健樂會活動費用，期票恕不受理。郵寄報名日期以郵戳為郵寄報名日期以郵戳為郵寄報名日期以郵戳為郵寄報名日期以郵戳為準準準準) 除特別註明外，申請必須在付款後方會作實和受理。 

2. 開始報名日期為開始報名日期為開始報名日期為開始報名日期為 2019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4日日日日，，，，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原定名額，各中心將會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抽籤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佈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27 日，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一旦報名參加者一旦報名參加者一旦報名參加者一旦報名，，，，所有款項恕不退還所有款項恕不退還所有款項恕不退還所有款項恕不退還，，，，亦不亦不亦不亦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不被取錄者，中心會在抽籤後通知家長，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到活動所屬中心索回已繳交之費用，及後之一個月內需到中心索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 

4. 如活動尚有餘額，中心將以先到先得方法及繳費作實，各家長可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後致電各中心查詢活動餘額。 

5. 如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與各中心社工聯絡。 

6. 家長必須保留活動收據，以作退款或首日上課之用。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如有需要，中心職員於活動進行期間可能會拍攝照片，作為中心活動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責職員。 

2. 如欲閱覽各區中心之活動，或下載報名表，可瀏覽協康會網址：www.heephong.org 

3.     如參加者患有以下疾病或體溫高於(肛探-38 度/100.4 度、口探-37.5 度/ 99.5 度、耳探 38 度/100.4 度)便不可出席活動： 

1.  桿菌痢疾 2. 水痘 3. 霍亂 4. 白喉 5.  麻疹 

6.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 7. 流行性  腮腺炎 8. 小兒麻痺 9. 德國麻疹 10.猩紅熱 

11.結核病 12.傷寒 13.病毒性甲型肝炎 14.百日咳 15.手足口病 

4.  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會員或協康會家長資源中心會員 

5.  活動更改及退款安排： 

a) 若遇惡劣天氣，中心會視乎天氣情況決定是否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詳情可參閱下列「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指引。 

b) 若中心因本身理由而將個別活動或小組課堂延期或取消，致令參加者未能出席，中心將安排退款。 

c) 若因天氣關係而取消當日活動，中心將盡量安排補課。若參加者未能出席補課或因未能安排補課而致課堂取消，中心將按比例安排退款。 

d) 活動如須退款，各參加者請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到有關中心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退款退款退款，恕不另行通知。 
 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 

1. 當天文臺於上午 9：00前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會停止服務，直至風球或暴雨警告除下為止。若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在下午 2：00 或以前除下，中心將於兩小時內盡快恢復正常服務。若八號風球或黑色暴色警告在下午 2：00 後除下，當日中心將暫停服務。 

2. 在惡劣天氣下，中心會在活動前兩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天氣情況 
1號風球或 黃色暴雨警告 

3號風球或 紅色暴雨警告 

8號風球或 黑色暴雨警告 活動性質 / 活動形式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兒童、親子、棠棣或家庭活動 

� � � � � � 家長活動 � � � � � � 

�：代表活動如期舉行            �：代表活動延期或取消 如依照上述情況舉行或取消活動，中心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個別通知參加者。 

3. 若於活動前兩小時內懸掛雷暴警告，則所有水上活 動亦會取消。 

4. 除上述列舉之情況外，中心會視乎特別天氣情況、活動地區、以及活動性質，彈性決定是否將某項活動延期或取消，並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通知參加者。家長亦應視乎所在地區之天氣及路面情況而決定是否出席活動。 

5. 在活動進行期間，若天氣轉趨惡劣，中心會在安全情況下疏散參加者或暫留參加者在活動場地，直至天氣情況容許下，才安排參加者離去。 



 各區協康會可供報名中心各區協康會可供報名中心各區協康會可供報名中心各區協康會可供報名中心 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 協康會慶華中心   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 2-4樓           3158 8315 協康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 185號康樂商業大廈 1樓    2891 8011 協康會環翠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邨澤翠樓 102-113室及 130-141號地下 2889 3919 東九龍區東九龍區東九龍區東九龍區 協康會陳宗漢紀念中心  將軍澳尚德邨尚義樓地下 B 及 C翼     2178 2885 協康會裕明中心   將軍澳裕明苑裕昌閣地下      3590 5116 協康會王石崇傑紀念中心 九龍觀塘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2 及 5號    2755 8118 協康會順利中心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 2樓 109-112室    2342 5107 協康會油麗中心   九龍觀塘油塘道 9號油麗邨第五期停車場平台 5樓 2415 2077 西九龍區西九龍區西九龍區西九龍區 協康會長沙灣中心   九龍長沙灣道 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樓   2391 9696 協康會白田中心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瑞田樓 B座 3樓 3號    2778 8308 協康會海富中心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地下及一樓   2777 5588 協康會富昌中心   九龍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翼    2353 4001 新界東區新界東區新界東區新界東區 協康會譚杜中心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14-15號    2638 8863 協康會賽馬會中心   新界上水龍運街 2號北區社區中心 1樓    2670 4899 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  新界大埔富善邨善翠樓地下 1號     2662 9733  協康會天平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美樓地下 11-15號    2673 0189  協康會秦石中心   沙田秦石邨石玉樓地下 11-18A         2697 3620 協康會郭葉鍊洪中心     沙田沙角邨沙燕樓 3樓 12-16室     2648 9968 新界西區新界西區新界西區新界西區(荃葵青荃葵青荃葵青荃葵青、、、、東涌東涌東涌東涌) 協康會大窩口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邨富賢樓地下        2420 2222 協康會長青中心   新界青衣長青邨青葵樓地下 110-112室    2497 6262 新界西區新界西區新界西區新界西區(元朗元朗元朗元朗、、、、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協康會良景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智樓地下 5-8室     2454 0268 協康會水邊圍中心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號     2478 8739                               

       

2019 年年年年 7-9 月月月月份協康會活動報名表份協康會活動報名表份協康會活動報名表份協康會活動報名表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健樂會編號：_________ 同心家長會/家長資源中心編號：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 

 班組親子活動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備註 

    

    

    

    

總金額：   

 家庭活動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參加者姓名 年齡 
與兒童 關係 

費用 備註 

       

       

       

       

總金額：   中心專用：此欄由本中心填寫 

 

支票號碼  (                 )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回首頁返回首頁返回首頁返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