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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仍在實施針對性措施以減低社交接觸和採取預防感染措施，本中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並按衛生防護中心及機
構服務指引安排活動。故此有關安排也可能因疫情進展而有所更改，最新消息請密切留意：
中心網頁︰https://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ycyc/hk 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Acyis

登記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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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
 
 
 
 

下載會員申請表連結

【新會員】網上登記⽅法
1. 到連結下載會員申請表
2. 填寫申請表及簽署
3. 將申請表電郵cycyc.yfc@hkm.salvationarmy.org
    或 Whatsapp ⾄ 69077175
4. 稍後將會聯絡你核對⾝�完成⼊會⼿續

登記新會員/�續會須知
2021-22年度的會藉將於2022年3⽉31⽇到期，
現先邀請⼤家登記續會/優先登記成為2022-23年度新會員，
會費全免，讓你們能掌握本中⼼最新活動資訊! 

【現有會員】
 
 
 
 

進⼊填寫續會連結

報名重要日期
17/3(四) ⾄ 22/3(⼆) 10pm 報名登記期
*活動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
23(三) ⾄ 24/3(四) Whatsapp發出活動取�通知

【現有會員】網上續會⽅法
1. 到連結填寫續會申請表
2. 填寫申請表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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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連結

【Google form】



會員報名須知
活動報名及收費

1. 報名時請出示有效之會員証(或提供有效的會員號碼)。

2. 通訊內之費用為會員收費，如參加者對收費有任何疑問，可向本單位�詢。

3. 報名前請自行安排時間，以免活動相撞，本中心不設留位服務及電話報名。

4. 一經報名及繳費後，費用不會退還，亦不可由他人代替參加。

5. 繳費後，請保留所有繳費收據，本單位須於活動開始時，要求所有參加者出示繳費收據作登記。

6. 戶外活動參加者，如未滿15歲，需由家長簽署同意書，並於活動前繳交。

7. 凡參加任何長期班組之會員，必須於上課前按月全數交費，並於前一個月的一號至二十號期間繳交學費

     作留位之用，否則中心有權不准學員上課。除有特別事故未能如期繳費，需於該月兩星期前向負責職員提

     出申請，否則該位置將會作棄權論，中心將會安排其他輪候者報讀，學位將被取代，而不會另行通知。

8. 如遇天氣問題，請參閱本中心颱風或暴雨警告指引。

9. 本單位在活動或課程進行期間可能安排拍攝及攝錄，作活動宣傳、檢討及教材之用，如有問題，請向本單

      位提出。

活動更改/取消、退款安排

1.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單位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參加者所繳交的費用，會全數退回。

2. 凡取消之班、組及活動，中心將個別聯絡參加者到中心取回退款。(一般需時約三星期)

3. 如活動在過程中因客觀事故(如：導師病假、突發性停電)未能如期進行，本單位會安排補課或改期，惟所繳

     費用恕不退還。

4. 如因私人事故退出或缺席活動/課程，本單位將不會作出退款或補堂。

5. 如單位通知活動退款，退款者須於原定活動開辦日期後兩個月內，憑繳費收據前往本單位辦理退款手續，

     逾期恕不受理。

6. 本單位保留一切更改興趣班、活動、課程及退款決定的權利。 3



集合啦！升中同學會
⼩組透過⼀系列的網上遊戲，促進組員之間的溝通，從⽽認
識新朋友，並提升社交技巧。另外，⼩組亦期望協助組員就

升中早作準備，以在未來迅速適應新環境。。
 

⽇期：1/4、8/4、22/4、29/4(逢五、共4節)
時間：4:00pm-5:30pm
對象：⼩六學⽣(8名)

負責同事：陳梓嵐 (嵐sir)(註冊社⼯)

「棋」間限定�-�暑期社交網聚
透過⼯作員帶領及Gartic.io、boardgamearena等網上平

台，每節與⼤家各式各樣的社交遊戲，
如不同的�遊、猜猜畫畫、誰是卧底等。

⼩組期望透過⼀系列的網上遊戲，讓⼤家除了在家中減壓解
悶外，亦期望⼤家在遊戲中能互動交流，從⽽提社交技巧。

 

⽇期：6/4、13/4、20/4、27/4(逢三、共4節)
時間：4:30pm-5:30pm
對象：12-15歲(8名)

負責同事：陳梓嵐 (嵐sir)(註冊社⼯)

英語導師開⼼陪你玩
渣打義⼯伴讀計劃

為了讓⼩朋友在假期裡仍然能有機會與他⼈聯繫接
觸，⼀班渣打英語義⼯哥哥姐姐將會和⼩朋友進⾏
有趣的網上互動遊戲，學習英語⽣字和⽇常英⽂字
句，希望能讓組員以愉快的⽅式在家提昇英語能

⼒。有興趣的你⼀定要報名參加！
 
 

⽇期：12/4、13/4、19/4、20/4 
(逢⼆、三、共4節)

時間：8:00pm-9:00pm
對象：6-12歲(基層家庭/確診SEN兒童優先)(10名)

負責同事：徐綺� (⼗四姑娘)(註冊社⼯) 及 
�安逸 (�Sir)

 

關顧自己
與他人

很少機會與他人接觸感到孤單，就讓
我們一起來Do Something，利用網上
科技或活動，和不同的人互動交流

Do Something ⾏動‧聯繫
今個假期跟⼤家⼀起Do Something! 讓⼤家可在家繼續探索、

保持與⼈聯繫，對抗疫帶來的不良影響。
關顧自己關顧自己

與他人與他人
精神精神
健康健康

加強抗逆力加強抗逆力  
抵禦逆境抵禦逆境

休閑及休閑及
探索探索

4註⁚除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以Zoom進⾏。



「耆兒之旅」共學ART�ZONE�3.0
1) 以拇指琴x氣球造型薈跨代實⽤作品

2) 進⼀步認識⾳樂與情緒之關係，⾊彩賦予成⻑之意義
3) 促進不同年齡⼈⼠彼此關顧，重拾⼈與⼈之共處之溫

度，將跨代及跨齡感情拉近藉以分享家庭不同家庭⼩故事。
備註⁚活動物資可安排到中⼼索取或郵寄

 

⽇期：2/4、9/4、7/5 (六，共3節)
時間：4:30pm-5:30pm

對象：5歲以上兒童及其⽗⺟或祖⽗⺟(8名)
負責同事：⿆寶華 (⿆姑娘)(註冊社⼯)

「煮」家⼈傾吓偈
1)學習營養常識，認識何謂均衡飲⾷

2) 分享美好的下午，合⼒炮製健康美味營養餐
3)分享親⼦⼼法

 

⽇期：6/4 及13/4(逢三，共2節)
時間：3:30pm-4:30pm

對象：家⻑(6名)
負責同事：⿆寶華 (⿆姑娘)(註冊社⼯)

樂融融⼤使
1) 跨代家庭義⼯與⻑者⼀同推⾏義⼯服務

2)⻑幼配合以創意思維⼀同改良以好好玩之⼿語遊樂操、
懷舊遊戲或⼼意物品，以不形式發放為准區發放正能量

3)以愛⼼關注⾝邊之⻑者及家庭，帶予關愛及慰問
 

⽇期：2/4、9/4、7/5、14/5、21/5、 28/5
(六，共六節)

時間：10:00am-11:00am
對象：5歲以上兒童及其⽗⺟或祖⽗⺟(8名)

負責同事：⿆寶華 (⿆姑娘)(註冊社⼯)

升中⼦⼥溝通家⾧⼯作坊
家⻑⾯對踏⼊「⾵暴期」的⼦⼥需要適應⼀套全新的⽅式與
⼦⼥相處。期期透過活動讓家⻑表達即將⾯對⼦⼥升中轉變
的擔憂，同時分享中學⽣活的轉變，⼦⼥步⼊⻘春期的⾝⼼

變化及需要，與及與⻘少年相處的相處之道。
 

⽇期：25/3 (星期五)
時間：8:00pm-9:45pm

對象：⼩五、⼩六學⽣家⻑(10名)
負責同事：�安逸 (�Sir)

管教SEN孩⼦家⾧講座
疫情下，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無法外出活動及放電，有機會
影響到兒童在家的專注程度及情緒控制，家⻑⾒到兒童上

ZOOM不專⼼，⼜會 覺得困擾和束⼿無策。
是次講座會提供家⻑管教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資訊及管教⼩
貼⼠，還會提供⼀些在家都能做到提升專注⼒遊戲，讓家⻑

在家都能與孩⼦⼀起參與。
 

⽇期：14/4 及 21/4（逢四，共2節）
時間：7:30pm-8:45pm

對象：6⾄9歲懷疑或確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之家⻑(10名)

負責同事：�曉彤 (�姑娘)(註冊社⼯)

在家幫助孩⼦管理情緒家⾧⼯作坊
孩⼦⻑期在家不能外出，缺乏學習社交的場景和機會，培養
⼩朋友正確表達情緒的重任都落在⽗⺟⾝上。希望透過活動
讓家⻑了解如何在家中引導孩⼦管理⾃⼰的情緒，分享提⾼

孩⼦社交能⼒的⽅法。
 

⽇期：8/4 (五)
時間：10:30am-12:15am

對象：6-10歲兒童家⻑(10名)
負責同事：�安逸 (�Sir)

關顧自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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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30am-11:45am
對象：媽媽會員(8名)

負責同事：徐綺� (⼗四姑娘)(註冊社⼯)

隨着第五波疫情來襲，一系列社交距離及檢測措施相繼實施及收緊，各位作為照顧者的媽媽們，
妳有沒有……

 星期三組
⽇期：6/4、13/4、

20/4、27/4
(逢三、共4節)

 星期四組
⽇期：7/4、14/4、

21/4、28/4
(逢四、共4節)

疫情⼜到，留係屋企困獸⾾？
無論幾忙幾⾟苦，都要留時間俾⾃⼰ME TIME！
Me TIME就是只想著⾃⼰，只為⾃⼰想，只做⾃⼰。
本⼩組引導⼤家⽤簡單的線條和步驟，繪畫出⾃⼰⼼中的世界，
並覺察和照顧⾃⾝狀態，了解ME TIME的重要性。
只需簡單⼯具，就能展開⼀趟輕鬆繪畫之旅，好好擁抱疲累⾃⼰，把⼒量帶回⽣活。
⾃備⼯具：每堂需預備⽩⾊圖畫紙(89mm X 89mm)、⼀枝黑⾊⾛珠筆/原⼦筆、⼀枝鉛筆

看得⾒的媽媽
⼀直以來，⼥性都被視為天⽣的照顧者，但好像

沒有⼈看到媽媽的⾟酸、需要和⼼事。
是次活動希望可以提供⼀個空間，讓媽媽們圍爐
取暖，分享作為照顧者的壓⼒。是次更會邀請過

來⼈(朋輩家⻑輔導員)⼀起分享，
互相⿎勵和⽀援彼此。

如有，不妨告訴我們，
我們願意傾聽�的⼼聲！
有興趣的媽媽會員(育有6-24歲的
兒童/⻘少年)，可填寫以下問卷，
讓我們了解你的困擾，更可與中⼼
社⼯電話聯絡(23515321)。

...覺得壓力無從宣泄，有苦難言？

...覺得好大壓力？擔心仔女學業？

精神健康精神健康
照顧者精神健康意⾒調查

除了填寫問卷外，�更可報名參與4⽉舉辦的線上活動
「看得⾒的媽媽」，與媽媽們分享疫情下的照顧兩⼆事。 
我們期待收到�的回覆！
⚠問卷截⽌⽇期：2022年4⽉23⽇23:59。
⚠如有任何爭議，救世軍⽵園⻘少年中⼼將保留⼀切最終決定權。
⚠有關問卷及⾯談�所提供的�容，只會⽤作研究⽤途，
    所有個⼈資料亦將嚴加保密。

 
...增加了家庭磨擦？

...減少了自我放鬆的時間？

填寫問卷填寫問卷

⽇期：12/4 及 19/4(逢⼆、共2節)
時間：10:30am-11:45am

對象：家⻑(育有6-24歲的兒童/⻘少年)(8名)
負責同事：徐綺� (⼗四姑娘)(註冊社⼯)

媽媽的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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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社交遊戲⾾⼀番(2022年4⽉)
⼩組會透過網上互動活動和遊戲，帶領組員認識4位
「情緒主⾓」，讓⼩朋友了解情緒種類和來源，學習⾃
⾝的情緒如何影響⾝邊的⼈，從⽽知道如何正確的表達
情緒，做個有同理⼼的孩⼦！

⽇期：2/4、9/4、23/4、30/4(逢六、共4節)
時間：4:00pm-5:00pm

對象：6-8歲(從未參與會員優先參加)(10名)
負責同事：�安逸 (�Sir)

啱me�Hub�Go�Gym�Get�Dream�2
⼀起在睡前做輕量運動、拉筋伸展、分享近況，放鬆⾝⼼，

讓你有⼒量前⾏。
 

⽇期：6/4、13/4、20/4、27/4 (逢三、共4節)
時間：8:00pm-9:30pm
對象：12-24歲(8名)

負責同事：嚴義⽂ (嚴sir)(註冊社⼯)

啱me�Hub�
⾃我使⽤⼿冊:如何提升執⾏動機

學習數個提升效率技巧，改善做事總是提不起勁，或者
半途⽽廢帶來的不安感。

 

⽇期：30/3 (三) 
時間：7:30pm-9:00pm
對象：12-24歲(8名)

負責同事：嚴義⽂ (嚴sir)(註冊社⼯)

啱me�Hub⾃我使⽤⼿冊:�理財觀
⼀探我們的價值觀如何影響到我們使⽤⾦錢的態度，讓
⾃⼰的資源花在有意思的事上，有助減低個⼈不善管理

錢財帶來的焦慮
 

⽇期：17/4 (⽇)
時間：2:30pm-4:00pm
對象：12-24歲(8名)

負責同事：嚴義⽂ (嚴sir)(註冊社⼯)

啱me�Hub
⾃我使⽤⼿冊:�⾃我認識九型⼈格

從九型⼈格⼯具及與社⼯互動，慢慢掌握個⼈特質和反
應機制，有助應對情緒困境

 

⽇期：27/3 (⽇)  
時間：2:30pm-4:00pm
對象：12-24歲(8名)

負責同事：嚴義⽂ (嚴sir)(註冊社⼯)

Draw�All�You�Can
無需要藝術底⼦。

準備⼀個寧靜的空間，⼀⽀ maker 及⼀張A4紙就可以參與。
以三個簡單步驟，運⽤黑⽩線條與對⽐。

逢星期⼆晚聚⾸，讓⼤家陪伴著⼤家，透過藝術創作讓⽣活的
壓⼒隨著墨⽔釋出。

 

⽇期：12/4、19/4、26/4(逢⼆，共3節)
時間：8:15pm-9:45pm

對象：16-24歲⻘年(12名)
負責同事：程志遠(程Sir)(註冊社⼯)

                                    旺盛的精力，來自健康的身體；愉快的笑聲，
                                    是精神健康的標誌。 - 網絡
面對大量不確定的因素，就讓我們一起來Do Something，練習
有效舒壓技巧，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來應對。

精神健康精神健康

7註⁚除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以Zoom進⾏。



SOLA親⼦特別露營
SOLA今期玩 ： 在  家  露  營

就係咁⽭盾！今時今⽇仲有�係無可能？
⼀家⼈最緊要�埋⼀⿑！�都開⼼玩⼀餐！

今次要反轉整個屋企！
挑戰⼤家搬晒全屋床單被鋪⾃製帳幕！

挑戰⼤家⼀家幾⼝迫埋晒同⼀張床扮去露營！
程Sir會準備好活動，由你�準備好⼼情，開開⼼⼼過兩⽇

⼀夜：復活節假期親⼦露營！
「開學」前狂歡⼀晚！

 

⽇期：16-17/4 (六、⽇)
時間：2:30pm - 翌⽇ 4:00pm

對象：6-12歲及其家庭成員(10個家庭)
負責同事：程志遠 (程Sir)(註冊社⼯)

SOLA⾃然學堂
⾜不出⼾體驗⼤⾃然，精彩節⽬包括：
-種「⾷」挑戰             -五感⾃然體驗       
-嘉賓分享⼤⾃然知識     -⾃然⽇記

SOLA KID
時間：2:30pm-

3:45pm
對象：6-9歲⼩⼀⾄⼩

三學⽣(12名)

SOLA Teens
時間：4:30pm-

5:45pm
對象：9-12歲⼩四⾄

⼩六學⽣(12名)

⽇期：31/3、7/4、12/4、14/4、19/4、
         26/4 (逢⼆及四，共6節)
負責同事：程志遠(程Sir)(註冊社⼯)

森林探險之旅-跟動物⼀⿑做運動
疫情之下，家⻑要照顧⼤⼈⼩朋友⾝⼼疲累，是時候放下煩
惱，同⼩朋友⼀⿑抖抖氣！此⼩組希望藉簡單伸展運動鬆⼀

鬆，強⾝健體，促進親⼦時光。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備瑜珈墊。

 

⽇期：2/4、9/4、23/4、30/4(逢六、共4節)
時間：11:00am-12:00nn

對象：親⼦(⼩學⽣)(6對親⼦)
負責同事：徐綺� (⼗四姑娘)(註冊社⼯)

親⼦運動鬆⼀鬆�(4⽉)
疫情下困在家中，感到�悶、精⼒無處發洩？家⻑與⼦⼥⼀

起在家中合⼒做運動，⼀同「放電」吧！
⼩組透過家居親⼦運動的形式，讓⼤家享受親⼦時光，亦期
望家庭成員之間從中能�學習互相欣賞，從⽽促進親⼦關

係，強化家庭凝聚⼒。
 

⽇期：6/4、13/4、20/4、27/4(逢三、共4節)
時間：8:00pm-9:00pm

對象：9-12歲及其家⻑(5個家庭)
負責同事：陳梓嵐 (嵐sir)(註冊社⼯)

SOLA家⾧⼩聚��之�「童」⾏⼤⾃然
分享及交流

- 疫情下如何與孩⼦保持與⼤⾃然聯繫
- 隱世親⼦郊遊路線 及 準備⼯作

- 家⻑五感⾃然體驗
報名需知：⾮講座！要開Cam交流！有少少功課！

 

⽇期：31/3 及 7/4 (逢四，共2節)
時間：8:15pm-9:45pm

對象：家⻑(20名)
負責同事：程志遠 (程Sir)(註冊社⼯)

加強抗逆力加強抗逆力  
抵禦逆境抵禦逆境

感到很多事都未如自己所願，又覺得解決唔
到，就讓我們一起來Do Something，齊齊突
破思維框框，尋找可行的way out!

8註⁚除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以Zoom進⾏。



⾃⼰玩具⾃⼰整（親⼦版）
疫情在家，孩⼦常常上網、玩⼿機及打機？家中的玩具也已
經玩到很悶？⼩組會讓親⼦⼀起⽤⽣活⽇常⽤品製作不同年
代的玩具⼩玩意，藉此增加親⼦間的溝通話題，製作完成後

⼜能在家⼀起玩樂，享受親⼦共樂時光。
需⾃備物資：汽球、麵粉、繩⼦、⾐夾、剪⼑、⽊顏⾊等

（ 將於每節⼩組前通知所需物資）
 

⽇期：6/4、13/4、20/4、27/4 (逢三，共4節)
時間：2:30pm-3:30pm

對象：6-8歲學童及其家⻑(5對親⼦)
負責同事：�曉彤 (�姑娘)(註冊社⼯)

親⼦Family�Time�-�復活節DIY
⼈⽣第⼀個提早的暑假，⼜正值復活節，是次活動系列在享
受在家家庭樂(Family Time)同時，學習不同的DIY⼿作，為
家中增添節⽇氣氛及⾊彩，度過⼀個不⼀樣的復活節暑假。

利⽤不同物料制作不同的復活節裝飾。
(需⾃備物資：剪⼑、⽊顏⾊、⽩膠漿等)

 (將於每節⼩組前通知所需物資）
 

⽇期：1/4 及 8/4 (逢五，共2節)
時間：10:30am-11:30am

對象：6-24歲及其家庭成員(10個家庭)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童」你玩摺紙
在疫情下，兒童未能上學及外出，很少運⽤到⼩肌⾁及⼿指
⼒，⼩組會透過教授不同的摺紙及⼩⼿⼯，讓學童在創作的
過程中，提升⼿眼協調及⼩⼿肌⾁的靈活度，亦可把⾃⼰的

創作與其他朋友分享。
需⾃備物資：摺紙、剪⼑、⽊顏⾊、⽩膠漿

 

⽇期：1/4、8/4、22/4、29/4 (逢五，共4節)
時間：3:00pm-4:00pm

對象：6-8歲(10名)
負責同事：�曉彤 (�姑娘)(註冊社⼯)

⼩⼩配⾳員
有無時候詞不達意，原來同⼀句�話⽤上不同聲線和語氣，
會讓聆聽者接收到不同訊息，是次活動學習配⾳員的技巧，
包括聲⾳及語調的變換，�話速度及情感，訓練情緒的表達

能⼒及溝通技巧。
 

⽇期：1/4、8/4、22/4、29/4 (逢五，共4節)
時間：2:30pm-3:30pm
對象：8-12歲(10名)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時間⼤管家(2022年4⽉)
在家網課令⼩朋友失去由學校⽣活建⽴的⽣活規律，做事�
拉，重要的事情總是放在⼀天的最尾急趕完成。透過⼩組互
動活動希望讓⼩朋友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亦�得為事情

訂⽴優先次序，有序的完成⾃⼰的責任。
 

⽇期：31/3、7/4、14/4、21/4 (逢四、共4節)
時間：11:15am-12:15pm

對象：8-12歲(10名)
負責同事：�安逸 (�Sir)

加強抗逆力, 抵禦逆境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免費，
及以ZOOM網上形式進⾏活動，參與
活動過程需要問啓裝置的視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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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英語畫⼀畫�(E-H)
在疫情下，兒童的學習動機及社交能⼒漸漸薄弱，⼩組
會透過教授繪畫容易上⼿的畫作及學習其⽣字，建⽴兒
童學習語⽂的動機，亦可與他⼈分享各⾃的畫作及想

法，訓練表達能⼒。

初⼩
時間：2:30pm-

3:30pm
對象：6-8歲⼩⼀⾄

⼩三學⽣(10名)

⾼⼩
時間：3:45pm-

4:45pm
對象：9-12歲⼩四
⾄⼩六學⽣(10名)

⽇期：6/4、13/4、20/4、27/4 (逢三，共4節)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英語動畫4⽉
「英語動畫」系列，將會精選英式⼝⾳的兒童動畫故事，

參加者可鬆愉快地學習英語，並從中了解社交禮儀。
 

⽇期：22/4 及 29/4(逢五、共2節)
時間：6:00pm-6:45pm

對象：6-11歲(8名)
負責同事：司徒淑萍 (Ella Miss)

英語故事�三
「英語故事」系列，將會搜集適合⾼⼩程度的英⽂故事，
讓參加者享受精彩故事之餘也同時增強英語理解能⼒。

 

⽇期：22/4 及 29/4(逢五、共2節)
時間：5:00pm-5:45pm

對象：8-14歲(8名)
負責同事：司徒淑萍 (Ella Miss)

Pokémon畫⼀畫
在疫情下，⼩朋友未有渠道建⽴興趣或地⽅進⾏活動，
⼩組會透過教授繪畫簡易Pokémon，建⽴兒童繪畫興

趣、學習顏⾊的配搭及専注⼒訓練。更可與他⼈分享⾃
⼰喜愛的Pokémon 及發揮創意，創作個⼈化⾊違或

MEGA進化。

初⼩
時間：2:30pm-

3:30pm
對象：6-8歲⼩⼀⾄

⼩三學⽣(10名)

⾼⼩
時間：3:45pm-

4:45pm
對象：9-12歲⼩四
⾄⼩六學⽣(10名)

⽇期：7/4、14/4、21/4、28/4 (逢四，共4節)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推理要在晚餐後
⾷完飯有咩做? 睇電視? 撳⼿機? 鐘意推理、懸疑遊戲既
你就可以⼀同參與，活動會介紹不同的網上推理遊戲及⼀同

體驗，及分享⼤家既推介。
 

⽇期：7/4、14/4、21/4、28/4 (逢四，共4節)
時間：8:30pm-9:45pm

對象：12歲 ‒ 15歲(10名)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天⿊請閉眼
每⼈都有不同的能⼒，但如何去發揮及展現都需要技巧，狼
⼈殺活動需求資訊分析能⼒、�話技巧、團隊合作與換位思

考能⼒。⼀同嚟參與依場⾾智⾾⼒既狼⼈活動。
 

⽇期：1/4、8/4、22/4、29/4 (逢五，共4節)
時間：8:30pm-9:45pm

對象：12歲 ‒ 15歲(10名)
負責同事：�穎恆 (Peter Sir)

感到每天的生活重覆且沒有變化缺乏新意，就讓我
們一起來Do Something，帶些一新玩意給大家，
讓大家發掘新興趣。

休閑及休閑及
探索探索

10註⁚除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以Zoom進⾏。



編程體驗��4⽉
Scratch 是⼀款由⿇省理⼯學院(MIT)設計開發的⼀款簡
易編程⼯具。孩⼦從遊戲設計過程中訓練邏輯分析及獨
⽴思考。此活動使⽤Scratch英語官⽅網站進⾏, 參加者
將學習英語指令及編寫程式。活動分(⾼⼩)及(初⼩)級別

�容以設計圖像及簡單遊戲為主。
備註： 以Zoom形式進⾏活動，參加者需額外預備多⼀部

可上網之裝置（如電腦或平板）作編寫程式⽤。

初⼩
時間：5:15pm-

6:00pm
對象：6-8歲(8名)

⾼⼩
時間：6:15pm-

7:00pm
對象：9-14歲(8名)

⽇期：23/4 及 30/4(逢六、共2節)
負責同事：司徒淑萍 (Ella Miss)

⼩眼睛暢遊⼤地球II(2022年4⽉)
⼩組會透過 Google Earth 和 刺激的問答遊戲，帶領組員如
親臨實景般到世界不同地⽅遊�，了解不同國家的地理特點
和名勝景點。希望讓⼩朋友舒解⻑期不能外出的鬱悶，愉快

的認識世界！
 

⽇期：2/4、9/4、23/4、30/4 (逢六、共4節)
時間：11:15am-12:15pm

對象：6-10歲(10名)
負責同事：�安逸 (�Sir)

多元智能星期六��-�線上和你聚(4⽉份)
多元智能星期六⼜⼜⼜復活啦！今次轉為上網同⼤家玩唔同既
遊戲，例如：線上�遊、線上畫板、猜猜畫畫等等。
各位只需要按時間加⼊就可以即時玩，仲唔快啲星期六⼀⿑安
在家中⾾智⾾⼒開發創造⼒？

⽇期：9/4、23/4、30/4 (六、共3節)
時間：11:00am-12:30pm // 2:30pm-4:00pm
對象：不限               負責同事：陳⼦軒 (軒sir)

居家抗疫—安在家中做⼿⼯
係屋企�得出街，悶到快⽣菇！！
咁就⼊黎跟住陳sir⼀起做⼿⼯，係屋企慢慢做，
⼜可以同屋企⼈⼀⿑做。

⽇期：25/3、8/4、22/4 (五、共3節)
時間：2:30pm-3:30pm            對象：不限
負責同事：陳嘉驥 (驥SIR)

開⼼遊樂埸
每個星期都會在facebook 公佈不同趣味題⽬，既可動動腦
筋，⼜可增進知識，不⽤報名，歡迎隨時隨地參與!

⽇期：每個星期三          時間：3:15pm
對象：不限   負責同事：陳嘉驥 (驥SIR)

居家抗疫—搵下有咩玩
留係屋企�野做，打機打到悶，想搵吓有咩新玩意，
跟陳sir⼀⿑玩下新野，可能會搵到新興趣。

⽇期：2/4、30/4(六) (六、共2節)
時間：6:00pm-7:00pm         對象：不限
負責同事：陳嘉驥 (驥SIR)

休閑及探索

<-即時參與活動，不⽤報名!
活動zoom link將於活動當天
在facebook發放!

11註⁚除註明外，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以Zoom進⾏。



DSE學業⽀援站
「DSE學業⽀援站」為各位同學在準備⽂憑試的道路上提供學業⽀援。活動透過義⼯導師的協助，

為⼤家解答學業上的疑難。除此之外，社⼯亦會在場提供減壓錦囊及情緒⽀援，讓⼤家以最佳的狀態迎接⽂憑試。
*活動以開放形式進⾏，有意參加者能�即⽇報名，出席六節當中的任意節數。

*活動每節都會以不同學科為主題，敬請留意。
 

中國語⽂：29/3(⼆)、6/4(三)；
English Language：30/3(三)、7/4(四)；

數學：31/3(四)、8/4(五)。。
⽇期：29/3、30/3、31/3、6/4、7/4、8/4(星期⼆⾄五、共6節)

時間：7:30pm ‒ 9:00pm
對象：中五⾄中六學⽣(中六學⽣優先) (每場8名)

負責同事：陳梓嵐 (嵐sir)(註冊社⼯)

DSE攻略分享班
由社⼯及⽂憑試過來⼈與⼤家分享，

講解應試攻略及溫習⼼得外，亦會介紹抒緩壓⼒的⽅法，
讓⼤家能�在緊張的氣氛下都能�保持好⼼情。

活動期望透過社⼯及過來⼈的分享，協助⼤家準備⾃⼰，
以最佳的精神、狀態應對⽂憑試。

 

⽇期：1/4/2022(星期五)
時間：7:30pm ‒ 9:00pm

對象：中五⾄中六學⽣(中六學⽣優先)(10名)
負責同事：陳梓嵐 (嵐sir)(註冊社⼯)

啱me�Hub�DSE考前圍爐
留個地址給我，啱me Hub會為你寄上DSE限定的減壓良⽅，

在活動時間⼀⿑練習使⽤，讓⾃⼰休息⼀會，
也和同路⻘年傾下計，
⼀起分擔下考試壓⼒。

⽇期：10, 17/4/2022(星期⽇)
時間：4:00pm-5:30pm

對象：DSE應屆考⽣(6名)
負責同事：嚴義⽂ (嚴sir)(註冊社⼯)

DSE 支援DSE 支援

12註⁚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於網上平台(Zoom)進⾏。註⁚所有活動都是 免費 及 於網上平台(Zoom)進⾏。



主題︰興趣班
時期及形式︰
2021年11月，於大堂以問卷形式與到訪者調�
結果簡述︰
從約50份回應當中，興趣班於以下舉行日期的
支持度最高的頭3位是星期六下午 (25%)、星期
六早上 (19%)、星期日下午(17%)。而最感興趣
的班組題目頭3位為DIY 藝術(31%)、運動
(19%)、烹飪(18%)。

主題︰整體中心服務
時期及形式︰
2022年3月，以網上問卷形式邀請會員填寫
結果簡述︰
從約46回應中，100%表示接受中心服務後對
自己/家人都有正面影響。其中部份意見為︰”
欣賞救世軍青年中心嘅職員對小朋友很有耐
性和有好專業嘅教導 ”、”謝謝各位職員及
社工安排”、”希望能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家
庭”等。

回應︰
感謝大家100%的支持，將來疫情改善時如
能舉辧偶到服務必定以此為參考。此外竹
園社區中心地下已有水機方便各位使用；
充電及zoom空間將會配合自修室服務提
供，而暫未能在大堂提供。

救世軍⽵園青少年中⼼
年度會員意⾒收集及回應

各位會員，本中心致力提供更合適大家的服務，故此非常看重各位對本中心
的意見! 除了任何時候都歡迎各位的意見(以面見、電話、書信形式)外，2021-
22年度更就著不同主題進行了多次意見搜集，以下為一些結果及回應。

回應︰
本中心將設立更多藝術及運動活動於不同
熱門時段供各位參與，期待大家參加支持!

主題︰大堂設備及偶到活動
時期及形式︰
2021年12月，於大堂以問卷形式與到訪者調�
結果簡述︰
從約20份回應中，全部(100%)對中心目前現有
設施表示滿意；最期望頭2位的偶到活動為DIY
藝術(28%)及康樂(21%)。此外也有部份回應表
示期望中心能提供水機、充電、 zoom空間等。

回應︰
感謝你們認同我們的專業和耐心! 對我們同工
是一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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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About us)
服務簡介
本中心於1989年正式成立，為區內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提供成長性的支援，並以「家庭為基、社區
為本、跨代共融」為中心的服務理念。
服務目標
兒童及青少年能發展和發揮潛能，並成為關心、參與和倡導社區的一員，從而建立關懷社區，締
結互助和融洽的社區精神。
服務對象
家庭、兒童、青少年、家長及社區人士
 
服務內容
促進「跨代、跨界別」協作，建立和諧共融的社區支援網絡，提昇社區資本及促進社區共融
發揮家長朋輩網絡；以「工作為本」，發展貧困人士；
發展跨界別支援網絡：體會不同代群之文化，及解構三代既有負面印象，從多元角度予平台重塑
不同之代群動力故事。

為身處不利環境及有潛在危機家庭提供支援網絡
及早識別身處不利環境的家庭；
抗逆力弱、學業成績不逮、青少年及家長；貧困或低收入、綜援家庭；
在課餘缺乏成人照顧的兒童；
協助其孩子成長（提昇孩子能力及成就感）；
提供適切服務提昇家庭的生活動力。
 
支援區內青少年及其家庭之基本成長需要
發揮一套兒童情緒健康的配套計劃，以提昇區內家長對兒童情緒及精神健康的關注；
以成長挑戰模式作訓練，提昇青少年人之抗逆力；
從社區參與及義務工作的過程中，提昇青少年人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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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資格及程序
(About Membership)
2022-2023年度會員資格

本機構為政府資助的非牟利社會服務團體，配合社會
福利署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的會員資格最新修訂，
本機構屬下的政府資助青少年服務單位(青少年中
心、青少年綜合服務)，將於2018年4月1日起修訂會員
資格及會籍如下：

個人基本會員
◆ 凡年滿6-24歲的本港合法居民。
◆ 必須出示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
     (身份証 ／出世紙／舊會員証)。
聯繫家庭會員
◆ 基本會員的非6-24歲家庭直系
親屬或
主要照顧者。

申請手續：
◆ 填妥有關「會員申請表格」或「活動報名表格」。
◆  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如身份證、出世紙或學生
       手冊)。
 
個人資料
◆ 申請人所有提供資料，將作為申請本中心服務之
      用，資料將保密處理，如有需要，資料會被發予其
      他團體作申請服務之用，如營地、參觀機構等。
◆ 申請人有權�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

會員收費及會籍：
◆ 會員收費豁免。
◆ 如有遺失會員證，補證手續費為 
      $5。
◆ 2022-23年度會籍有效期為登記
     日期至2023年3月31日止。

會員福利
◆ 使用中心設施，如自修室及康樂設施等。

退會
◆ 可以隨時透過電話、書面或口頭通知退出服務，並
      向單位退回會員證。
◆ 逾期而不辦理續會手續視作自願退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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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Service Quality Standard)

原則一：資料提供
標準1：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形式，隨便時讓公眾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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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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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二：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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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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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環境。

原則三：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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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四：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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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須顧慮受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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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1:00 全 / / / / ☎      /
下午1:00-2:00 日 / / / /  /
下午2:00-6:00 休 ☎      ☎      ☎      ☎      ☎      ☎      
晚上6:00-7:00 息      /

晚上7:00-10:00  ☎      ☎      ☎      ☎      ☎      /

☎中⼼開放       ⾃修室開放       加開服務台時間 

本中心將於以下日期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2022年4月 5日 - 清明節              2022年4月15, 16日 - 耶穌受難節及翌日         2022年4月18日 - 復活節星期一

中心開放時間

救世軍⽵園綜合服務 ⽵園⻘少年中⼼
地址：九⿓�⼤仙⽵園南邨社區中⼼1-4樓
電話：2351 5321         傳真：2351 5303
電郵：cycyc.yfc@hkm.salvationarmy.org
中⼼網址：https://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ycyc
facebook: 救世軍⽵園綜合服務
編輯：嚴義⽂        督印：梁寶琼

前往方法一
乘港鐵於�⼤仙站下⾞，在A出⼝左轉，步⾏⾄「新光
中⼼M2 」側⼩巴總站，乘搭18或38M專線⼩巴經雅
⽵街於麗園樓⼩巴分站下⾞。
 

前往⽅法⼆
由慈雲⼭中⼼乘搭73號專線⼩巴⾄⽵園街市下⾞，進
⼊街市後乘搭電梯或步⾏⾄LG，左轉即達⽵園南邨社
區中⼼。
 

前往⽅法三
乘搭巴⼠103、2B、18、1、11K、11C、7M於⽵
園邨巴⼠總站或於⼜⼀城乘搭專線⼩巴72號、73號於
⽵園室�運動場下⾞，步⾏⾄對⾯的⽵園商場，步⾏或
乘搭電梯到LG，左轉即達⽵園南邨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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