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粽義」遊南丫

日期: 14/5/2022

時間: 上午11: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及流水響

節數: 1節

對象: 6-12歲會員及其家長

費用: $20 (會員)

名額: 10個家庭

內容: 流水響水塘又稱為「森林中的天空之鏡」，湖水間倒影出一排落羽松
和白千層，難度屬於「BB級路線」系列，全程2小時，適合一家大小打咭慢
遊。

備註: 1)需填寫戶外責任聲明書

查詢: 張文昶先生 (註冊社工)

日期: 28/5/2022、4/6/2022

時間: 上午11:00 – 中午12:00及上午9: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及南丫島

節數: 2節

對象: 6-12歲會員及其家長

費用: $20 (會員)

名額: 12個家庭

內容 : 一期一會的親子義工又再出動，今次是2022年的第一次探訪，我們
會為長者送上小小的心意，於義工訓練時一起製作，探訪日為偏遠地區長
者送上溫暖，完成探訪後親子可以一起漫遊南丫島，提昇親子之間的關係。
(探訪機構規定參加者需完成兩劑疫苗才可探訪) 

備註: 1)需填寫戶外責任聲明書

查詢: 張文昶先生 (註冊社工)

親子系列



日期: 28/5/2022 (星期六) (登山簡介會) 4/6/2022(星期六) (登山活動)

時間: 上午11:00 – 中午12:00 (登山簡介會)  中午12:30-下午5:30 (登山
活動)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戶外地點待定)

節數: 2節

對象: 8-12歲

費用: $50(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Yama」是日文「山」的發音，Yama Style我們可以稱之為「山系」
造型風格。而Yama Children當然並非只有造型風格，而是透過行山活動，
從而培養兒童的自理能力及堅毅的品格。

備註: 1)參加者需出席登山簡介會，以了解戶外活動安排 2)需填寫戶外責
任聲明書

查詢: 樊浩軒先生 (註冊社工)

日期: 16/5/2022 – 6/6/2022 (逢星期一)

時間: 上午11:00 – 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4節

對象: 6-8歲

費用: $200(會員)

名額: 4名

內容: 小組借助 LEGO® 學習STEM當中的科學(S)、技術(T)、工程(E)和數
學(M)，令因難的概念變得容易掌握。同時亦為小朋友提供探索的空間，
培養他們不同的潛能，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查詢: 樊浩軒先生 (註冊社工)

8-12歲系列

6-8歲系列



日期: 2/6/2022 (星期四)

時間: 下午4: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1節

對象: 6-12歲

費用: $20(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端午節除咗食粽之外，重可以有咩做？答案就係玩住過！今次齊來
玩住過端午會同大家玩轉傳統節日，以遊戲重新認識端午節！

查詢:樊浩軒先生 (註冊社工)

6-12歲系列

日期: 11/6/2022 – 25/6/2022

時間:  下午2:30 – 下午3:3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3節

對象: 6-8歲會員

費用: $40 (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 如果想接觸唔同類型嘅桌遊，或者喺新手想體驗一下?呢個活動一定
啱你!活動中，會透過桌遊訓練團隊合作及溝通技巧。

查詢: 黃熙然先生 (Tim Sir)



日期: 14/5/2022 – 28/5/2022 (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 – 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3節

對象: 6-12歲

費用: 免費 (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星期六一齊來玩電子遊戲啦，每次都會進行小型比賽，從中學習團
體合作和體育精神，又可以識吓新朋友！

查詢: 羅明明姑娘 (Bell Miss)

日期: 5/5/2022 – 26/5/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5:00 – 下午6:0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4節

對象: 6-12歲

費用: $30 (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想食甜點但又想健康？我全部都要喎，咁呢個小組幫緊你，今次邀
請甜點導師同大家一齊整健康甜點，同大家一齊食得健康啲。

查詢: 張文昶先生 (註冊社工)



日期: 4/6/2022 – 18/6/2022 (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 – 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3節

對象: 7-12歲 (會員)

費用: $30

名額: 6名

內容: 新一季小紙張大製作又來了！利用一張平平無奇的紙，製作出不同
的手工及立體模型，訓練小朋友的專注力及耐性。

查詢: 羅明明姑娘 (Bell Miss)

日期: 14/5/2022 – 28/5/2022

時間:  下午2:30 – 下午3:3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3節

對象: 7-12歲會員

費用: $20 (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 雖然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樂器可以購買得到，但是覺位小朋
友有沒有想過自己都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樂器呢?在制作樂器過程中，不但可
以了解到不同樂器的發聲原理，還可以激發大家天馬行空想像力，制造出一
個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樂器。

查詢: 黃熙然先生 (Tim Sir)

7-12歲系列



日期: 21/5/2022

時間:  下午2: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1節

對象: 8-12歲會員

費用: $120 (會員)

名額: 4名

內容 : 相信咁多位小朋友你地一定有砌過模型呢，不過你有冇試過自己賺
錢再自己出去買呢？機會嚟啦飛雲，等我地一齊出去買，一齊翻嚟砌啦！
活動中會讓小朋友以遊戲形式獲得獎賞，亦會一同出發購買模型以及返回
中心拼砌。

備註: 1) 填寫戶外

查詢: 羅軒銘先生 (Ming Sir)

日期: 11/6/2022 – 18/6/2022

時間:  上午11:00 – 下午12:15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3節

對象: 8-12歲會員

費用: $30 (會員)

名額: 6名

內容 : 一般的桌遊對你來說已經太簡單？是時候挑戰更高難度了！自問聰
明的你，一定不能錯過！讓小朋友遊玩難度較高的桌遊，從而訓練思維，
團體合作和專注力。活動亦會視乎疫情，有機會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查詢: 羅軒銘先生 (Ming Sir)

8-12歲系列



日期: 10/5/2022 – 31/5/2022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4: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4節

對象: 小五及小六 (懷疑或已評估為自閉症譜系障礙之學童及社交技巧較弱
之學童) 

費用: $200 (會員)

名額: 4名

內容: 新的身份、新的朋友、新的師長、新的環境…由小學升上中學真是
有不少挑戰。因此小組會透過不同活動協助小朋友建立正面的想法和掌握
適當的技巧，從中亦會教授升中的小知識，以順利過渡這段轉接期！

查詢: 樊浩軒先生 (註冊社工)

日期: 11/5/2022 – 1/6/2022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4: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Zoom

節數: 4節

對象:小一至小三 (懷疑或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費用: $200 (會員)

名額: 4名

內容: 小組透過多元介入手法，如繪本、桌上遊戲及小手工等，讓小朋友
學習分辨不同的情緒，並從中學習表達及處理情緒的方法！

查詢: 樊浩軒先生 (註冊社工)

特殊學習需要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