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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包, 
獅頭製作班

⼩⼩漫畫家

 

12/7-2/8/2022, 逢星期⼆(共4節)
14:30-16:00

$400
6⾄12歲

21/7, 4/8 - 18/8/2022, 星期四(共4節))
14:30-16:00

$400
6⾄12歲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和諧粉彩

體驗班

素描精英

俄羅斯娃娃

⼯作坊

⽪⾰⼿作坊形象設計相架

幸福摩天輪

西洋書法

苔蘚盆景

⼯作坊

親⼦流彩畫

體驗班

12/7-2/8/2022, 逢星期⼆(共4節)
16:00-17:30

$400
6⾄12歲

25/8 (星期四), 26/8/2022 (星期五)
(共2節)14:30-16:00

$120
6歲或以上

 

5/8/2022, 星期五(1節)
14:30-16:00

$60
6歲或以上

 

19/8/2022, 星期五(1節)
11:00-12:30

$60
6歲或以上

 

26/8/2022, 星期五(1節)
11:00-12:30

$60
6⾄12歲

 

16/7/2022, 星期六(1節)
14:00-18:00

$300
6歲或以上

 

23/7/2022, 星期六(1節)
11:00-12:30

$300
6歲或以上

 

13/8/2022, 星期六(1節)
10:30-12:30

$150/對
6歲或以上(親⼦)

 

20/8/2022, 星期六(1節)
11:00-12:30

$250/對
6歲或以上(親⼦)

 

繽紛夏⽇空

間智能�

2022�

12/8/2022, 星期五(1節)
14:30-16:00

$60
6歲或以上

 

可愛動物錢箱

A1

A2

A3

A4

A12

A11

A10

A9A8

A7

A6

A5

*包材料費*�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B5
感官⼤挑戰

10/8-31/8/2022,�逢星期三�(共4節)
11:00-12:30
$240�

年齡：6⾄12歲
�
B6

歷奇體驗班
8/7-29/7/2022,�逢星期五�(共4節)

11:00-12:30
$400�

年齡：6⾄12歲
�
B7

反轉腦朋友
5/8�-26/8/2021,逢星期五�(共4節)

16:00-17:30
$240�

年齡：6⾄12歲
�
B8

遊戲達⼈
10/8(三),13/8(六),�17/8(三),
20/8/2022(六)(共4節)

15:00-16:30
$240�

年齡：6⾄12歲
�
�

B1
芬蘭⽊柱體驗坊

11/7-1/8/2022,�逢星期⼀�(共4節)
14:30-16:00
$400�

年齡：6⾄12歲
�
B2

好⾝⼿躲避盤
11/7-1/8/2022,�逢星期⼀��(共4節)

16:00-17:30
$400

年齡：6⾄12歲
�
B3

桌遊達⼈
9/8�-30/8/2022,逢星期⼆�(共4節)

16:00-17:30
$240

年齡：6⾄12歲
�
B4

奇趣扭氣球
12/7-2/8/2022,�逢星期⼆�(共4節)

15:00-16:30
$400

年齡：6⾄12歲
�

2022�
運

動智能

繽紛夏⽇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2022�
⾄

愛甜品

C1 
香濃濃朱古力曲奇
6/8/2022，星期六

15:00-16:30
$120

 
C2

甜絲絲麵包布丁
9/8/2022，星期二

15:00-16:30
$80

 
C3

QQ彈芋圓
13/8/2022，星期六

15:00-16:30
$80

 
C4

香噴噴杯子蛋糕
20/8/2022，星期六

15:00-16:30
$80

 

資格: 6歲或以上

 
C5

脆卜卜牛油鬆餅
23/8/2022，星期二

15:00-16:30
$120

 
C6

軟棉棉心太軟
27/8/2022，星期六

15:00-16:30
$120

*包材料費*

繽紛夏⽇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環保清潔劑工作坊環保清潔劑工作坊

2022�繽紛夏⽇
�

環
保篇

參加者從活動中了解環
保概念及利用日常的蔬
果製造清潔劑的方法,培
養參加者慳錢惜食愛地
球的好習慣。參加者需
自備2個橙及1個膠樽。

⽇期 : 27/8/2022, 星期六
時間 : 11:00-12:30
地點 ：      本中⼼會址 

 (九⿓通州街９３號⼆樓)

費⽤ ：      $20

資格 :        六歲或以上

報名⽅法 : 掃描QR code報名登記

查詢電話 :  2153 9472 或

                  whatsapp 9726 2003

*包材料費*



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舉⾏⽇期  / 期間

(⽇/⽉/星期)
時間 活動簡介 節數 收費 報名資格

最少開班⼈

數

 空間智能        

A1
*素描精英               
(星級導師:年糕飯)

12/7-2/8, 逢星期⼆ 14:30-16:00

教授素描的技巧，介紹素描⽤具、基本

運⽤技巧及可素描物件的特⾊。另外，

也可讓參加者發揮創意及想像⼒，並加

強參加者的專注⼒。

4 $400 6⾄12歲 6⼈

A2
*西洋書法               
(星級導師:年糕飯)

12/7-2/8, 逢星期⼆ 16:00-17:30

教授西洋書法和繪畫⽔彩的技巧，讓參

加者了解繪畫的⼯具及顏⾊的運⽤。其

次，讓參加者發揮創意及想像⼒，並加

強參加者的專注⼒。

4 $400 6⾄12歲 6⼈

A3
*⼩⼩漫畫家            
(星級導師:年糕飯)

21/7, 4/8 - 18/8, 星期
四

14:30-16:00

教授繪畫漫畫的技巧，讓參加者了解繪

畫的⼿法及顏⾊的運⽤。其次，讓參加

者發揮創意及想像⼒，並加強參加者的

專注⼒。

4 $400 6⾄12歲 6⼈

A4 俄羅斯娃娃⼯作坊
25/8 (星期四), 26/8 (星

期五)
14:30-16:00

教授運⽤塑膠彩繪畫的技巧，讓參加者

了解繪畫的⼯具及顏⾊的運⽤。其次，

讓參加者發揮創意及想像⼒，並加強參

加者的專注⼒。

2 $120 6歲或以上 6⼈

A5 和諧粉彩體驗班 5/8, 星期五 14:30-16:00
教授運⽤和諧粉彩的使⽤，讓參加者透

過繪畫舒緩壓⼒, 加強專注⼒及發揮創
意。

1 $60 6歲或以上 6⼈

A6 可愛動物錢箱 12/8, 星期五 14:30-16:00
發揮創意, 製作獨⼀無⼆的可愛錢箱, 培
養儲蓄好習慣。

1 $60 6歲或以上 6⼈

A7 平安包, 獅頭製作班 19/8 星期五 11:00-12:30
透過製作平安包及獅頭⾯具, 提升參加者
專注⼒、⼿眼協調。

1 $60 6歲或以上 6⼈

A8 形象設計相架 26/8, 星期五 11:00-12:30
發揮創意, 設計有趣創意的相架, ⾃⽤或
送給最敬愛的親⼈。

1 $60 6⾄12歲 6⼈

A9
*⽪⾰⼿作坊            
(星級導師: 勝哥哥)

16/7, 星期六 14:00-18:00
透過製作⽪⾰製品，鍛鍊參加者的專注

⼒及創意，訓練⼿部⼒度協調。
1 $300 6歲或以上 6⼈

A10
*苔蘚盆景⼯作坊      
(星級導師: 勝哥哥)

23/7, 星期六 11:00-12:30

利⽤不同種類的苔蘚植物製作迷你盆景,
創造屬於⾃⼰個⼈⾵格的作品。參加者

可以認識各種不同植物的特性, 也可加強
參加者的專注⼒及發揮創意。

1 $300 6歲或以上 6⼈

A11 幸福摩天輪 13/8, 星期六 10:30-12:30

⿎勵親⼦合⼒拼砌電動摩天輪, 既可以保
留⽊製⾵味, 亦可以塗上⾃⼰喜愛的顏
⾊。接駁電源後可以不停地轉動, 頓成⼀
個有趣的家居擺設。

1
$150/
對

6歲或以上 4對

A12
*親⼦流彩畫體驗班   
(星級導師: Johnny
Han)

20/8, 星期六 11:00-12:30

流彩畫(Fluid Art) 是⼀種以液態顏料在
畫布上來創作的繪畫藝術。參加者不但

無須經驗, 便可以畫出⼀幅獨⼀無⼆的畫
作,  ⽽且過程療愈,還可以增進親⼦關
係。

1
$250/
對

6歲或以上 4對

包材料費包材料費包材料費

網站: Http:// www.hkyca.org.hk
Facebook: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

Instagram: hkyca_ngo

歡

迎
使
⽤消
費劵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地點 ： 本中⼼會址  (九⿓通州街９３號閣樓/⼆樓)
 查詢電話 : 2153 9472 whatsapp 9726 2003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只限會員(可即時⼊會,年費$20)



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舉⾏⽇期  / 期間

(⽇/⽉/星期)
時間 活動簡介 節數 收費

報名資

格

最少開

班⼈數

 運動智能        

B1 芬蘭⽊柱體驗坊 11/7-1/8, 逢星期⼀ 14:30-16:00
認識芬蘭⽊柱的基本動作，包括基本握法和投擲⽅法，認識計分

⽅法、安全事項以及進階技巧演練等。
4 $400 6⾄12歲 6⼈

B2 好⾝⼿躲避盤 11/7-1/8, 逢星期⼀ 16:00-17:30
是次活動會學習躲避盤的基本動作，包括投擲、接盤等動作，認

識⽐賽規例、安全事項以及進階戰術訓練等。
4 $400 6⾄12歲 6⼈

B3 桌遊達⼈ 9/8 -30/8,逢星期⼆ 16:00-17:30

透過不同的桌遊，讓同學多元發展，學習不同技能。在桌遊中，

參加者能⾃由表達⾃⼰的感受，想法和意⾒，從⽽改善參加者的

⾏為、情緒及社交困難，達致最理想的成⻑及發展,提升溝通技
巧，如何有技巧地表達。

4 $240 6⾄12歲 6⼈

B4 奇趣扭氣球 12/7-2/8, 逢星期⼆ 15:00-16:30
運⽤氣球扭出各種不同可愛的、有趣的造型的同時，訓練參加者

的⼿部肌⾁，增強參加者的思考⼒、創造⼒和專注⼒。
4 $400 6⾄12歲 6⼈

B5 感官⼤挑戰 10/8-31/8, 逢星期三 11:00-12:30
利⽤多種的⽣活物品，如聲⾳、玩具等，刺激參加者的感官，讓

⼩朋友擴闊想象，⿎勵他們多留意⾝邊事物，提升主動性及培養

他們的⾃主學習態度。

4 $240 6⾄12歲 6⼈

B6 歷奇體驗班 8/7-29/7, 逢星期五 11:00-12:30
是次活動會學習及認識歷奇各種活動的技巧、安全事項, 提升個
⼈能⼒和⾃信⼼。

4 $400 6⾄12歲 6⼈

B7 反轉腦朋友 5/8 -26/8,逢星期五 16:00-17:30
透過活動教授各種思考訓練、腦筋急轉彎、解難⼩玩意、反應技

巧及邏輯思考⽅法等，讓學⽣活⽤⾃⼰的⼩腦袋，完成不同的挑

戰，培養學⽣對思考的興趣以及找到適合⾃⼰的⽅法。

4 $240 6⾄12歲 6⼈

B8 遊戲達⼈
10/8(三),13/8(六),
17/8(三), 20/8(六) 15:00-16:30

由中⼼經驗豐富的導師帶領, 讓⼩朋友認識適量遊戲的重要, 提
升⾃信⼼和 社交能⼒。

4 $240 6⾄12歲 6⼈

 ⾄愛甜品        

C1
⾹濃濃朱古⼒曲

奇
6/8, 星期六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120 6歲或以上 6⼈

C2 甜絲絲麵包布丁 9/8, 星期⼆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80 6歲或以上 6⼈

C3 QQ彈芋圓 13/8, 星期六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80 6歲或以上 6⼈

C4 ⾹噴噴杯⼦蛋糕 20/8, 星期六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80 6歲或以上 6⼈

C5 脆⼘⼘⽜油鬆餅 23/8, 星期⼆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120 6歲或以上 6⼈

C6 軟棉棉⼼太軟 27/8, 星期六 15:00-16:30
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製作甜品的技巧，⼀嘗擔任廚師的滋味，並

培養⾃理能⼒及學習清潔地⽅。完成品還可帶回家和家⼈分享。 

備註 :  請⾃備圍裙及⻝物盒。
1 $120 6歲或以上 6⼈

 環保        

D1
環保清潔劑⼯作

坊
27/8, 星期六 11:00-12:30

參加者在活動中了解環保概念及利⽤⽇常的蔬果製造清潔劑⽅

法,培養參加者慳錢惜⻝愛地球。參加者需⾃備2個橙及1個膠
樽。

1 $20 6歲或以上 6⼈

包材料費包材料費包材料費

報名登
記表格報名登
記表格

網站: Http:// www.hkyca.org.hk
Facebook: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

Instagram: hkyca_ngo

歡

迎
使
⽤消
費劵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只限會員(可即時⼊會,年費$20)

 地點 ： 本中⼼會址  (九⿓通州街９３號閣樓/⼆樓)
 查詢電話 : 2153 9472 whatsapp 9726 2003



申請成為會員

歡迎任何⼈⼠到本中⼼詢問處申請成為

⾹港⻘少年輔導協會會員。

⼊會⼿續簡單，申請⼈只須填寫《會員申請表》，

並出⺬⾝分證明⽂件及繳交會費即可。

費⽤：$20

有效期：⼀年(由申請⽇期起計⾄往後⼀年)

備註：

1.�請留意⼋號熱帶氣旋訊號或黑⾊暴⾬警告。如訊號於課程開始前兩⼩時內仍然⽣效，

課程及活動將會取消，恕不另⾏補課，警告訊號除下兩⼩時後開始的所有課程會回復正

常上課，已取消的課程則不會恢復上課。於黑⾊暴⾬警告訊號期間，中⼼活動將會繼續

進⾏。於三號颱⾵訊號時，中⼼課程仍會如期上課；學員應視乎個⼈情況⾃⾏決定出席

與否，惟中⼼不會為缺席者安排額外補堂。中⼼會於警告訊號除下兩⼩時後回復運作。

2.�當天⽂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活動照常舉⾏。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活動之性

質及參加者體⼒需要等因素下，本中⼼會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

3.�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向本中⼼職員查詢，電話：2153�9472�/�2153�9473。

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
請注意，為保障各會員及參加者的安全，當遇上颱⾵、暴⾬及酷熱天氣警告訊號時之服務安排

報名需知

報名⽅法：

1.�登記成為會員。

2.�參加者可掃描報名登記表格之⼆維碼(QR�Code)。

3.�參加者可致電本中⼼電話(2153�9472)或Whatsapp(9726�2003)以查詢活動詳情

及預約報名。

4.�成功報名之參加者,�會於活動舉辦⼀星期前收到中⼼職員通知繳費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