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th x Board Game 
⽇期: 3/5/2022 – 28/6/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3:3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9
對象: 15-24歲
費⽤: $20 (會員)
名額: 6
內容: ⾃⼰⼀個係屋企打機⼜點⽐得上同其他⼈⼀⿑玩board game吸引同刺激
呢！快d黎參加《YOUTH X BOARD GAME 》，⼤家⼀⿑感受board game既魅⼒啦！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3人籃球revival
⽇期: 7/5/2022 – 25/6/2022 (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 – 下午4:30
地點: 區內球埸
堂數: 8
對象: 12-24歲
費⽤: $20 (會員)
名額: 10
內容: 透過3⼈籃球訓練，促進青少年的⾝⼼健康及抗逆⼒。 (*優秀者會被邀
請組成3⼈籃球隊，參加區內舉⾏的3⼈籃球⽐賽)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踩單車‧追飛機
⽇期: 8/5/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東涌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70 (會員)

名額: 6

內容:由東涌踏單⾞⾄機場維修區，尋找拍攝巨⼤的⾶機。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Nerfgun 激戰日
⽇期: 15/5/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150 (會員)
名額: 6
內容: 集⿑⼈⾺，準備彈藥，於中⼼內進⾏Nerf Gun⼤戰，職員將帶領參加者
利⽤Nerf Gun進⾏遊戲。歡迎⾃備Nerf Gun。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荃灣闖蕩
⽇期: 22/5/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荃灣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50 (會員)

名額: 6
內容:⾹港每區都有不同的特⾊景點，我地闖蕩系列今次帶⼤家去荃灣。荃灣區除了是
⼈⼝密集的住宅區外，也新興了不少具質素的⽂青⼩店、⼯作坊體驗、⼈氣打卡熱點
和必⾷美⾷等。 今次特意挑選了有趣的地點和活動，同⼤家闖蕩荃灣。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飛鏢大激戰
⽇期: 29/5/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20 (會員)

名額: 6

內容:學會⾶鏢技巧，互相⽀持和⿎勵，學習積極正⾯的思維。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以愛還愛
⽇期: 5/6/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6

內容: 製作禮物包，⼀同把⼼意送到社區，將暖意發放。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芬蘭木棋指導員訓練課程
⽇期: 12/6/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1

對象: 18-24歲 (會員)

費⽤: $450 已包括指導員證書費⽤

名額: 6

內容:國際認可！芬蘭⽊棋指導員課程。課程由《⾹港⽊棋總會》教練提供。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旋風球體驗日
⽇期: 26/6/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Zomm

堂數: 1

對象: 12-24歲

費⽤: $20 (會員)

名額: 6

內容: 旋⾵球⽐賽⽅式類似網球或排球，以10-12⽶闊的禁區分隔兩隊場區⽽
⾮球網，旋⾵球的特⾊為變化球，以上飄、側彎、曲墜等多變的球路進攻，
對⼿需要以球拍將球接穏，考驗球⼿的反應⼒以及把握⼒。團體賽中的場
區⼗分廣闊，需要六位球員互相掩護，保護陣地。單打賽缺少了隊友的協
助，挑戰個⼈技巧和準確的判斷⼒。

查詢: Carl Sir (註冊社⼯)

巴打絲打就出社工實習⋯⋯之疑惑
⽇期: 3/5/2022  - 10/5/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8:00 – 下午9:15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2

對象: 18-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20

內容:提升青少年對青少年中⼼及⾧者中⼼的認識, 加強青少年對社⼯實習的
準備。

查詢: 昶 Sir (註冊社⼯)



女生宿舍(5月)

⽇期: 18/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 – 下午5:3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1

對象: 14-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6

內容: ⼀⿑Hea住⾏⽔塘打卡，讓你置⾝於⼀⼤⽚⽵林之間，輕輕鬆鬆遊河背。

查詢: 昶 Sir (註冊社⼯)

香港深度遊-河背水塘

⽇期: 16/5/2022 – 30/5/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5:30 – 下午6:3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60 (會員)

名額: 8

內容: 只屬於⼥⽣的⼩天地，⼀⿑同細MISS製作不同的⼿作，分享⼼中的⼩
秘密。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女生宿舍(6月)
⽇期: 6/6/2022 – 27/6/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5:30 – 下午6:3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4

對象: 10-24歲

費⽤: $80 (會員)

名額: 8

內容: 只屬於⼥⽣的⼩天地，⼀⿑同細MISS製作不同的⼿作，分享⼼中的⼩
秘密。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派對食物show time
⽇期: 6/5/2022 – 20/5/2022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5:30 – 下午6:3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120 (會員)

名額: 4

內容: Let’t go party，⾷物好重要，與細Miss⼀起製作不同類型的派對⾷物，與
朋友歡聚時隨時露返兩⼿。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動動動起來!!!(5月)
⽇期: 12/5/2022 – 26/5/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5:00 – 下午6:0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8

內容: 與細Miss⼀同動起來，活動會透過在室內進⾏帶氧舞蹈/動作，讓⾝體
動起來，成為更健康的⼈。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動動動起來!!!(6月)
⽇期: 9/6/2022 – 23/6/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5:00 – 下午6:0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8

內容: 與細Miss⼀同動起來，活動會透過在室內進⾏帶氧舞蹈/動作，讓⾝體
動起來，成為更健康的⼈。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大埔打卡之旅
⽇期: 14/5/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及⼤埔海濱公園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10 (會員)

名額: 3

內容: 踏⼊⼤埔區，探索海濱公園不同的打卡點，⽽細Miss影靚相既技術都
唔錯嫁，想影靚相、睇靚景，絕不能錯過。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大圍打卡之旅
⽇期: 18/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及⼤圍⾞公廟體育館

堂數: 3

對象: 10-24歲

費⽤: $10 (會員)

名額: 3

內容: 今次我地踏⼊⼤圍，有冇想過⼤圍⾞公廟體育館居然有⼀個⽇系庭院
⾵既打卡點，⽽細Miss影靚相既技術都唔錯嫁，想影靚相、睇靚景，絕不能
錯過。

查詢: 細 Miss (註冊社⼯)



Party time(4-6月)
⽇期: 14/5/2022 – 25/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 – 下午3:0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4

對象: 10-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6

內容: 提供電⼦遊戲社交平台，讓青少年學習合作與溝通。

查詢: Janet Miss 

Soul Art –油畫篇
⽇期: 11/6/2022 – 25/6/2022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30 – 下午4:30

地點: 本中⼼/Zoom

堂數: 2

對象: 10-24歲

費⽤: $20 (會員)

名額: 8

內容: 畫畫其實唔難，只要控制好⽀筆同調好隻⾊。Janet miss會同⼤家由零
開始，構圖、起稿到配⾊，逐步完成畫作。

查詢: Jant Miss 



木結他班(5月)
⽇期: 5/5/2022 – 26/5/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4:00 – 下午7:00

地點: 本中⼼

堂數: 4

對象: 10-24歲

費⽤: $270 (會員)

名額: 9

內容:⾒⼈彈結他好有型?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嚟學吓結他啦，學結他唔難既，
下⼀個係街頭表演既，可能就係你。

查詢: 駿Sir

木結他班(6月)
⽇期: 2/6/2022 – 30/6/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4:00 – 下午7:00

地點: 本中⼼

堂數: 5

對象: 10-24歲

費⽤: $270 (會員)

名額: 9

內容:⾒⼈彈結他好有型?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嚟學吓結他啦，學結他唔難既，
下⼀個係街頭表演既，可能就係你。

查詢: 駿Sir



木箱鼓班(5月)
⽇期: 3/5/2022 – 31/5/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5:00 – 下午6:00

地點: 本中⼼

堂數: 5

對象: 10-24歲

費⽤: $180 (會員)

名額: 4

內容: 想增強你既拍⼦感同節奏感? ⽊箱⿎係⼀個好好既媒介，訓練你既拍
⼦同⼿腦協調。

查詢: 駿Sir

木箱鼓班(6月)
⽇期: 7/6/2022 – 28/6/2022  (逢星期⼆)

時間: 下午5:00 – 下午6:00

地點: 本中⼼

堂數: 4

對象: 10-24歲

費⽤: $180 (會員)

名額: 4

內容: 想增強你既拍⼦感同節奏感? ⽊箱⿎係⼀個好好既媒介，訓練你既拍
⼦同⼿腦協調。

查詢: 駿Sir



香港深度遊-彎曲山
⽇期: 12/6/2022 (星期⽇)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本中⼼及⾺鞍⼭

堂數: 1

對象: 10-24歲

費⽤: 免費 (會員)

名額: 6

內容:唔知⼤家有冇聽過彎曲⼭呢? 彎曲⼭其中⼀個景點⼜名港版天空之城，
其中⼀段嵐林宛如世外桃園，亦好似到國外旅遊⼀樣。⼤家有興趣的話，
我地⼀⿑發掘吓⾹港同既隠世秘景。

查詢: 駿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