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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介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自1976年成立，是本港大型的綜合性社會服務機構，以創新
的方式、關愛及以人為本的精神為基層及弱勢社群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本會現時共有超過
50個服務單位，服務範圍遍佈全港，由幼兒到長者，從家庭、學校以至職場，服務人次每
年超過二百萬。

 • 專業輔導服務
  *個人及小組輔導
  *就業輔導
  *駐校輔導服務 (中、小學 )

我們的使命、願景、價值我們的使命、願景、價值
使命

實踐耶穌基督傳揚福音
和服務人群的精神

願景
以人為本、關心弱勢社群
與時並進、銳意變革創新
邁向卓越、處處顯出關懷

核心價值觀
我們致力實踐以下價值：
誠信為本  群策群力  卓越效能
全人關懷  社會參與  公義仁愛

中心簡介
本中心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服務轄下之服務單位，於1983年成立，並於1998年12月
正式轉型為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本中心結合中心為本服務、外展工作及駐校服務手法，以
靈活彈性調配人手的綜合方法，為本區兒童、青少年及家長提供更全面及多元化的優質
服務。

主要服務對象
本港居民居住或就讀於上水區6-24歲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員。

宗旨
以耶穌基督宣揚福音和服
務人群的精神，為青少
年提供全面及多元化之服
務，讓青少年建立自己，
發揮潛能，服務社區。

目標
基於以上信念，讓青少年
在合適環境下成長，抒發
心聲，不愛標籤、獨立思
考、明辨是非、能面對逆
境、有聆聽福音的機會。

針對範圍
家庭功能、
學校支援、
青少年成長。

服務
學校輔導工作、發展
訓練、社區教育、
青少年系統支援、建
立社區網絡、生命教
育、義工服務。

服服
務務
內內
容容

 • 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活動
  *歷奇體驗及探索
  *團隊合作及解難訓練
  *領袖才能訓練
  *多元智能培訓
  *遊戲治療輔導服務
  *預防及發展性計劃及活動

 • 社區為本服務
  *義務工作訓練
  *社區資源諮詢
  *興趣及技能訓練

 • 家庭為本服務
  *家庭生活及親職教育
  *家庭活動

 • 資訊及教育
  *多媒體電腦學習

中心人事變動資訊中心人事變動資訊

活動統籌員黃雅真姑娘及
半職高級活動助理何雋逸
先生於2月份入職，分別 
負責青少年服務及辦公室
行政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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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制度及福利會員制度及福利

會員制度
 •  個人會員：
   6-24歲之兒童及青少年 

(必須為香港居民 )
 •  家庭會員：
  1. 申請人須為年滿1 8歲或以

上之家長或監護人
  2. 家庭成員中最少一位是在

申辦會籍時年齡介乎6 - 2 4
歲的香港居民

  3. 家庭成員須為兩代或同住
的隔代，直系親屬而其中
最少有一位是年齡介乎
6-24歲。

  4. 人數不限
 •  費用：
  1.個人會員：每年港幣15元
  2.家庭會員：每年港幣30元

福利
 •  一咭通行，可參與本會屬下其
他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的活動

 •  可參與中心各類服務、活動及
享用設施

 •  可按時收到中心通訊及最新
消息

 •  可以會員價報名參加指定活動

申請會籍手續
 •  填妥會員申請表格
 •  帶同身份証明文件 (如身份
証、出世紙或學生手冊 )

 •  繳交費用
 •  帶同以上資料交回本中心辦理

終止及退出會籍
 •  有效會籍為期一年，到期不續証者，均作自行退出論。
 •  會員如欲退出會籍，請以書面提出或填寫退出會籍申請表，連同會員証
交回本中心處理。但所繳付之費用恕不退還。

 •  若服務使用者對職員或其他人構成滋擾、危險或蓄意破壞中心公物，中
心有權要求服務使用者終止及退出服務。

補領會籍方法
 •  會員如遺失會員証，請填妥會員申請表及繳交港幣5元手續費，補領會員
証；唯有效期則會按遺失會証之有效期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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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之安排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之安排
一般而言，將有以下安排：

警告 /信號 單位開放
單位內

課程、活動
單位以外
活動

水上、
野外活動

雷暴警告    (註1 )  (註2 )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註3 )  (註3 )  (註4 ) 

1號熱帶氣旋警告     (註2 )
3號熱帶氣旋警告    (註5 ) 

8號或較高熱帶氣旋警告  (註6 )  (註6 )  
照常開放或活動繼續進行   暫停開放或活動取消 /延期

註1： 若單位以外活動是在室內進行，則會繼續；若為戶外活動，負責職員可考慮實際天氣情
況，決定是否繼續進行。

註2： 當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或1號熱帶氣旋警告時，所有正在進行中的水上活動需立即終
止。而野外及未開始的活動，負責職員需考慮實際天氣情況，決定是否繼續進行。

註3： 若單位已開放或在單位內已開始的課程、活動將會繼續，並鼓勵服務使用者留在單位，
直至較安全情況或家長陪同下才可離開。

註4： 若單位以外活動已開始，負責職員先安排使用者留在安全地方，及按實際情況決定活動
是否需要暫停或取消，在較安全情況下才返回單位。

    回單位後使用者仍獲得充份照顧，直至環境安全或家長陪同下才可離開單位。
註5： 若單位以外活動已開始及在室內進行，負責職員可考慮實際天氣情況，決定是否繼續

進行。
註6： 當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改掛8號或較高熱帶氣旋警告時，以策安全，未開始的

課程、活動將取消 /延期，並會勸喻服務使用者盡快返回家中。另請家長考慮地區之天
氣、道路及交通情況，盡快前往本單位接回子女。

a. 當天文台發出8號或較高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本單位會暫停開放。而單位
內課程、活動及單位以外的活動將會全部取消。

b. 當天文台發出除下8號或較高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後兩小時，本單位將回復正
常開放運作，而有關課程、活動是否如常舉行，一般情況則按上表列作出安排，單位亦可按
實際情況而作出更改決定，以單位最後公佈為準。

c. 以上安排，只作一般情況參考，任何情況下，負責職員可按實際天氣及使用者安全情況而作
出最後決定；服務使用者 /家長須考慮各自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等情況，決定是否前往
本單位。

d. 所有課程、活動因各種天氣影響而暫停 /取消 /延期，本單位均不會安排補課或退款予參
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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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個港
台節目，名為「香港故事—忘
憂‧日常」 ( 2021年11月 )，當中分
享了一班小朋友的笑話平台—「小
篤笑」，聽著他們有趣的笑話，看著
他們彎彎的腰果眼，不禁會心微笑。
原來小朋友是參加了一個說笑話的活
動，當中有一位家長分享，當周邊的

朋友都希望訓練子女十項全能，文武雙全時，她卻讓孩子去講笑話，希望他能掌
握生活中的快樂與從容：「說笑話沒有好與壞的標準，不用以既定的框框去衡量他
叻或唔叻」、「因為很自由，所有很快樂」。而活動發起人的信念也相當有意思：
「笑好像很無用的一件事，但每次去到人生最低點、最難捱，應該是笑才會幫到
你。」此時此刻聽進心裡，也實在有難以言喻的共鳴。

笑，的確極具感染力。只要身邊人笑，自己也會不知不覺中跟着笑，相反亦然。原
來在英美等地，喜劇早已納入於學校的正規課程之內，英國更設有大學碩士課程。
當中除了教授技巧外，最重要是培育孩子以幽默的角度去看世界、看事情，成為人
生態度，能夠學懂幽默面對人生，我相信能幫助自己度過不少難捱的時刻。

而「正向心理學 ( Positive Psychology )」更擴闊了我們對「幽默感」的定義：我們
每個人都擁有「二十四項性格強項 ( Character Strengths )」，亦是我們的正面素
質，它不但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感受和行為，也是讓我們表現和邁向最美好自我的
關鍵，當中「幽默感」也是二十四項性格強項之一。「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沙
利文博士 ( Martin Seligman )提出，當我們了解自己的強項與美德，並加以有效運
用和發揮時，我們就會感受到正面的情緒，能建立美好及豐盛的生命。「幽默感」
包含了活潑有趣，為別人帶來笑容及快樂的能力。擁有幽默感的人喜歡大笑和逗別
人快樂，為別人帶來歡笑。值得注意的是，「幽默感」並不單是指講笑話或「攪
笑」，而是指一個人能以有趣好玩及具想像力的態度去面對生命。 (香港正向教育
( Positive Education Hong Kong ) 2016 )

根據研究，孩子在嬰兒時期已經懂得對
幽默的事情作出反應。在家抗疫的我們
更需要創建和培育幽默感這項正面素
質，為自己也好，為孩子也是，唯有這
樣我們才可以走更長更遠的路。大家不
妨配合孩子不同的喜好和發展階段，靈
活地運用以下的秘方來創造幽默感的家
庭氛圍，笑一笑，世界可以更美妙。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
計劃統籌主任 白志慧姑娘

笑一笑笑一笑
世界可以世界可以

更更美美妙妙

資料來源：
 「香港正向教育 ( Positive Education Hong Kong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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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託管服務
簡介

宗旨
課餘託管服務 (課託服務 )旨在為因工作
或其他原因，而暫時未能在課後時間照
顧子女的家長，提供照顧服務。

服務對象
就讀小學的香港居民

課餘託管服務收費減免計劃 (減免計劃 )
減免計劃下，社署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豁免全費、減免半費或3分1費
用減免，讓其使用課託服務。符合申請豁免或減免條件如下：

1.以下計劃受惠人士—
 ⅰ 學生資助事務的學生資助計劃 (即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上網費津貼計劃 )；
 ⅱ 在職家庭油貼辦事的在職家津貼；及 /或
 ⅲ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

2. 家庭每月收入未超過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家庭入息中位數 ) 100%

服務內容
功課輔導、個人成長小組 /
活動、家長指導及會面。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3時30分至7時正

申請手續
‧ 可親臨本中心索取課餘託管服務申請
表，填寫後交回本中心。

‧ 合符申請資格的參加者，將接獲電話約
見面試 (家長與申請之子女均須出席 )

‧ 面試後，若申請者人數超過名額，會由
職員甄選，申請者將接獲電話通知。

申請時段
全年均可申請 
(視乎學額安排 )

查詢
如欲查詢申請詳情，請致電2673 2120
與負責職員朱嘉敏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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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棉棉品格情緒小組

提升參加者情緒管理能力

內容： 透過遊戲、體驗活動、短片分
享，讓參加者學習認識情緒特
質，如何察覺自己的情緒變化及
學習情緒管理。

日期： 23/4, 30/4, 21/5, 28/5, 4/6 
(星期六 )

時間：11:30am-12:15pm
堂數：5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小學生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黃家耀先生
備註： 先登記，工作員

聯絡確認後才繳
交活動費。

開心家庭聚一聚：拍學生相

支援基層家庭

內容： 一個學期的結束意味著下一個新
階段即將開始，如果你是中小學
生，暑期後一定需要學生相交不
同申請表，不妨考慮下來中心影
半打學生相準備開學用。

日期： 25/6 (星期六 )
時間：3:30pm-5:45pm
堂數：1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基層中小學生家庭
名額：15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黃家耀先生
備註： 基層家庭 

中小學生

5G科技遊
啟發思維，認識及掌握科技

內容： 參觀天際100-5 G科技，體驗5 G
科技，啟發對 5 G科技應用的 
想像。

日期： 25/6 (星期六 )
時間：10:00am-1:00pm
堂數：1堂
地點：天際100
對象：小四至中二學生
名額：20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郭國富先生

躲避盤訓練

提升團隊合作的意識

內容： 躲避盤又返嚟啦，無論你係新手
定老手，如果想顯顯身手，歡迎
參加我地每週的恆常集訓。

   1. 躲避盤的基本投擲訓練
   2. 安全意識
   3. 比賽規則
日期： 29/4-24/6 (逢星期五 )
時間：7:00pm-9:00pm
堂數：9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彩園邨球場
對象：小三至中二學生
名額：20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郭國富先生

兒
童
成
長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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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Lego牆小組
透過製作LEGO牆及清除分類，學習專
注

內容： 此小組為長期的小組，每季將延
伸活動

   1.LEGO牆製作 (季度主題 )
   2.LEGO清除及分類
日期： 7/5-25/6 (逢星期六 )
時間：4:15pm-5:45pm
堂數：8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郭國富先生

FUN FUN復活兔
認識復活節，提升小朋友的能力感

內容： 復活節將至！一齊認識復活節的
起源，閱讀小故事，製作毛巾兔
子與復活蛋吧！

日期： 9/4 (星期六 )
時間：3:00pm-4:00pm
堂數：1堂
地點：ZOOM
對象：初小學生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朗宜姑娘
備註： 請自備材料：正方形毛巾 (建議

大小：3 0×3 0 c m )、橡皮圈三
條、衣夾三個、紙張、顏色筆、
剪刀及雙面膠紙

愛地球：和諧粉彩x繪本小組
1.提升兒童的社交能力
2.以和諧粉彩和繪本的手法，增強兒童對不同社交情境的理解

內容： 你喜歡大自然嗎？一起讀讀愛護大自然的繪本讀物，一齊創作色彩柔和的
畫作。

日期： 21/5, 28/5, 4/6, 11/6 (星期六 )
時間：2:30pm-4:00pm
堂數：4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小學生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 許康莉姑娘、 

朱朗宜姑娘、 
梁月韻姑娘

備註： 同時段有快樂家庭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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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共情社交小組

提升參加者社交技巧

內容： 透過活動、遊戲透參加者認識自
己，培養良好的社交態度

日期： 7/5, 21/5, 28/5, 4/6, 11/6, 
18/6 (星期六 )

時間：11:30am-12:30pm
堂數：6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8-10歲特殊學習需要兒童
名額：4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嘉敏姑娘

童樂童行成長小組

加強參加者個人品格特質

內容： 透過活動、遊戲透參加者認識自
己，培養良好品格

日期： 7/5, 21/5, 28/5, 4/6, 11/6, 
18/6 (星期六 )

時間：2:00pm-4:00pm
堂數：6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自肥企劃的參加者之兒童
名額：6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嘉敏姑娘

兒童繪本小組

提升參加者溝通技巧

內容：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認識情緒
表達

日期： 21/5, 28/5, 4/6 (星期六 )
時間：10:30am-11:30am
堂數：3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8-12歲兒童
名額：6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嘉敏姑娘

Sunny Side玻璃窗裝飾小組
1. 增強兒童的協作及溝通能力
2. 提升兒童的能力感

內容： 夏日快到了，約埋朋友仔一齊設
計玻璃畫作，繪畫中心玻璃窗，
增添陽光歡樂氣息！

日期： 6/5, 13/5, 20/5 (星期五 )
時間：4:00pm-5:30pm
堂數：3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小學生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許康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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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肥企画」簡介：

此活動由邦民日本財務全力贊助，為基層家長提升生活技能，解決日常生活的簡
單家居維修問題，唔使下下揾師傅上門維修。項目包括：油漆、水喉、木工、電
鑽及電批、地板。

時間：2:00pm-4:00pm
地點：本中心 (彩玉樓 )
對象： 基層家長會員：6人 (每個活動 )  

中心家長會員：6人 (每個活動 )
名額：12人 (每個活動 )
費用： 免費
職員：郭國富先生

活動名稱 內容 日期 堂數

自肥企画
油漆

1. 認識油漆
2. 批灰技巧
3. 實習油漆

7/5, 21/5
(星期六 ) 2堂

自肥企画
水喉

1. 維修水龍頭、花灑及 
水箱竅門

2. 去水隔器更換

28/5
(星期六 ) 1堂

自肥企画
木工

1. 安裝銖鎖
2. 安裝門鉸
3. 大門五金

4/6
(星期六 ) 1堂

自肥企画
電鑽及電批

1. 認識常用電批 
及電鑽

2. 使用方法

11/6
(星期六 ) 1堂

自肥企画
地板

1. 做法及地板 
常見種類

2. 簡易維修

18/6
(星期六 ) 1堂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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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繪本小組

提升參加者親子溝通技巧

內容：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認識情緒
表達

日期： 11/5, 25/5, 8/6, 22/6 (星期三 )
時間：10:30am-11:30am
堂數：4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6-8歲之家長
名額：5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嘉敏姑娘

快樂家庭家長小組

1. 認識建立快樂家庭的元素；
2. 認識正向家人相處的原則及技巧；
3. 透過遊戲及角色扮演，提升參加者運
用正向相處技巧的信心。

內容： 快樂家庭由自己做起，有研究顯
示有高學歷、高收入亦不一定有
快樂的家庭。那麼，要有甚麼
元素有助家庭可以獲得多些快樂
呢？在小組中彼此交流一些資訊
及分享一些實用的心得。

日期： 21/5, 28/5, 4/6, 11/6 (星期六 )
時間：2:30pm-4:00pm
堂數：4堂
地點： 本中心 (彩麗樓 ) /

ZOOM
對象：小學生家長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黃家耀先生
備註： 同時段舉辦：愛地球：和諧粉

彩x繪本小組，歡迎小學生子女
參加。

6A正向親子相處家長組 (中學篇 )
1. 認識與青少年相處的宜與忌；
2. 認識正向親子相處的原則 ( 6A原則 )及
技巧

內容： 步入青春期的子女，應如何與他
們溝通相處？如何相處能保持良
子親子關係之餘，又能發揮保護
子女的作用？透過認識正向親子
相處原則，讓初中家長更有信心
與青春期子女相處。

日期： 30/4, 21/5, 11/6 (星期六 )
時間：7:30pm-9:00pm
堂數：3堂
地點： 本中心 (彩麗樓 ) /

ZOOM
對象：初中學生家長
名額：10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黃家耀先生

親子遊戲夜桌遊篇

1. 認識自己及家人的優點及長處；
2. 學習互相欣賞；
3. 共同經歷快樂親子時光。

內容： 遊戲活動是拉近親子關係的最佳
途徑，透過親子參與不同類形活
動，讓彼此更立體認識對方，並
共同經歷歡樂親子時光。

日期： 7/5, 4/6, 18/6 (星期六 )
時間：7:30pm-9:00pm
堂數：3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 小學生及其家人

(親子 )
名額：8人
費用： 免費
職員：黃家耀先生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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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一刻小組

建立家長同路人互助支援，以舒緩家長
的壓力及無助感

內容： 透過小組學習和加強管教特殊學
習需要 ( SEN )子女技巧

日期： 11/5, 25/5, 8/6, 22/6 (星期三 )
時間：9:30am-10:30am
堂數：4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特殊學習需要 ( SEN )之家長
名額：5人
費用： 免費
職員：朱嘉敏姑娘

春季生日會

分享成長的快樂，享受親子美好時光

內容： 無論已經生日或即將生日，只要
你是四至六月生日的小朋友，就
可以在家人陪同下製作簡易精美
蛋糕，共享愉快遊戲時間！

日期： 24/6 (星期五 )
時間：7:15pm-9:15pm
堂數：1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小學生及其家人
名額：6對親子，共12人
費用： 每位$20 (會員 )、 

每位$40 (非會員 )
職員：朱朗宜姑娘
備註： 4至6月生日的 (小學生 )可報名參

加；活動當日請自備食物盒。

唞唞—照顧者手作空間

1. 舒緩家長的照顧家庭之壓力
2. 增強家長自我關顧的意識
3. 提供平台讓街坊分享技能和手藝，互
相欣賞

內容： 手作的過程專注，是完全屬於自
己的時間，給自己一個放鬆休息
的空間，期待親手完成的作品！

日期： 6/4, 20/4, 4/5, 18/5, 1/6, 
15/6 (星期三 )

時間：10:00am-11:30am
堂數：6堂
地點： 本中心 (彩麗樓 ) /

ZOOM
對象： 家庭照顧者 

(中心會員 )
名額：10人
費用： 免費
職員：許康莉姑娘
備註： 1.此活動由香港哥爾夫球慈善基

金有限公司贊助
    2.「唞唞」系列：每季每名會員

限報一個活動。

唞唞—照顧者伸展班

1. 舒緩家長的照顧家庭之壓力
2. 增強家長自我關顧的意識

內容： 勤勞照顧家庭的您辛苦了，齊齊
伸展，舒緩疲勞筋腱，愛自己由
愛護身體做起。

日期： 13/4, 27/4, 11/5, 25/5, 8/6, 
22/6 (星期三 )

時間：10:00am-11:30am
堂數：6堂
地點： 本中心 (彩麗樓 ) /

ZOOM
對象： 家庭照顧者 

(中心會員 )
名額：15人
費用： 免費
職員：許康莉姑娘
備註： 1.此活動由香港哥爾夫球慈善基

金有限公司贊助
    2.「唞唞」系列：每季每名會員

限報一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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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學堂—親子端午糉子製作工作坊
1. 促進親子溝通，營造優質親子相處時間及機會
2. 提供平台讓街坊分享技能和手藝，互相欣賞

內容： 向街坊偷下師，端午節一家人一齊包豐富餡料的糉子！
日期： 27/5 (星期五 )
時間：4:00pm-5:30pm
堂數：1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小學生及其家長 (中心會員 )
名額：10人
費用： 免費
職員：許康莉姑娘
備註： 此活動由香港哥爾夫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開心家庭聚一聚：拍開心家庭照

享受溫馨快樂家庭時光。

內容： 相片能把溫馨美好時光留下
來。在往後的日子，隨時回味
一番。中心邀請攝影義工，為
基層家庭拍攝開心家庭照，為
大家保留開心視覺記憶，讓日
後與家人好好回味。

日期： 23/4, 30/4 (星期六 ) (拍照 )  
6/5 (星期五 )取相重聚日

時間： 3:30pm-5:45pm 
7:00pm-8:00pm

堂數：3堂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 基 層 中 小 學 生 

家庭
名額： 每次兩個家庭，

共4個家庭
費用： $20 (每家庭 ) (會員 )、 

$40 (每家庭 ) (非會員 )
職員：黃家耀先生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是直系家庭及基

層家庭；
   2.參加者必須出席分享重聚日

開心家庭聚一聚：親子足球機比賽

1. 透過親子合作活動，提升正向親子溝通
情況；

2. 共享歡樂親子時光。

內容： 親子組隊一齊發揮家人溝通合作精
神，參加足球機比賽，將親子關係
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比賽活動包
括： ( 1 )賽前賽制簡介及親子溝通
培訓； ( 2 )抽時間及隊伍對戰。除
了比冠、亞、季軍外，還有親子關
係獎項，包括：親子默契大獎、有
愛有效溝通大獎、互相鼓勵大獎。

日期： 6/5, 13/5, 20/5, 10/6, 17/6, 
24/6 (星期五 )

時間：7:30pm-9:00pm
堂數：6堂
地點： 本中心 (彩麗樓及

彩玉樓 )
對象： 小學生及其家人

(親子 )
名額：6對親子，共12人
費用： $10 (每位參加者 ) (會員 )、 

$30 (每位參加者 ) (非會員 )
職員：黃家耀先生
備註： 小學生及其家人；親子二人組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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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報名前請自行核對課程之日
期、時間，以免相撞；所有興
趣班之報名，一經繳費作實，
本中心將不接受改班、轉班或
退出之申請。

2. 請保留收據，直至興趣班完
結。首次出席興趣班請帶備收
據，以作核實。

3. 請各學員留意已報名之興趣班
的開課日期，以免錯過上課的
機會，而本中心亦不會安排個
別通知。

*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親臨本中心
或致電2673 2120與興趣班負責職
員聯絡

親子體驗課程
職員：朱朗宜姑娘職員：朱朗宜姑娘

親子地壺球
內容： 地壺球由冰壺運動演變而來，是一項要求精準、策略、專注力、溝通及逆

境智能的運動。地壺球非常講求隊友間的默契、互信和溝通，能有效提升
親子關係，促進親子溝通。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小學生及其家長
備註： 一、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課堂期間有地壺球提

供，學員請穿著輕便運動服及運動鞋上課，並自備足
夠食水。

    二、 名額為6對親子，如兄弟姊妹希望一同參與，可先向職
員留名。若最後名額未滿，會再安排報名。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親子地壺球
小組

21/4, 28/4, 12/5, 19/5 (四 )
(暫停5/5 ) 7:00pm-8:00pm 4堂 6對親子

( 12人 )
每位$360 (會員 )

每位$380 (非會員 )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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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
內容： 本課程與Glitter Dance Studio合辦。透過芭蕾舞的舞步和音樂訓練孩子的節

奏感和身體協調，讓他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培養對芭蕾舞的興趣。導師
會因應學員之進度推薦他們應考英國皇家芭蕾舞之考試，考取國際認可之
證書。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K2或以上學生
備註： 學費不包括服裝費及考試費，服裝可經由導師代購。導師會於首堂為學員

評估，並按其能力及進度重新編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芭蕾舞 ( Pre-School ) A 
4-5月

23/4, 30/4, 7/5 (六 )
(暫停16/4 ) 10:00am-10:50am 3堂 10人 $240

芭蕾舞 ( Pre-School ) A 
5-6月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10:00am-10:50am 6堂 10人 $480

芭蕾舞 ( Pre-School ) B 
4-5月

14/4, 21/4, 28/4, 5/5, 
12/5 (四 ) 3:40pm-4:40pm 5堂 10人 $400

芭蕾舞 ( Pre-School ) B 
5-6月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四 ) 3:40pm-4:40pm 7堂 10人 $560

幼兒跆拳道
內容： 跆拳道訓練不但可以強身健體，臨危自衛，更可以鍛練個人意志力、忍耐

力、紀律、自信心及合群精神。本課程由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任教，學員
可通過考試，獲推薦升級。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K2至K3學生
備註： 學費不包括服裝費及考試費，服裝可經由導師代購。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幼兒跆拳道A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2:00pm-3:00pm 9堂 14人 $630

幼兒跆拳道B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5:00pm-6:00pm 9堂 14人 $630

幼兒跆拳道C 
4-6月

22/4, 29/4, 6/5, 13/5, 20/5, 27/5, 10/6, 
17/6, 24/6 (五 )

(暫停3/6 )
7:00pm-8:00pm 9堂 14人 $630

幼兒恆常課程
職員：朱朗宜姑娘職員：朱朗宜姑娘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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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繪畫班
內容： 教授兒童各種繪畫技巧及運用各種顏料，並學習色彩協調，透過繪畫啟發

兒童好奇心，發揮其美術潛能。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K2至K3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幼兒繪畫班A 
4-6月

20/4, 27/4, 4/5,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三 )
3:40pm-4:40pm 11堂 8人 $715

幼兒繪畫班B 
4-6月

20/4, 27/4, 4/5,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三 )
4:50pm-5:50pm 11堂 8人 $715

趣味黏土捏一番
內容： 課程以黏土作媒界教授學童製作不同主題的作品，如卡通人物、食物、動

物等作品。在學習黏土的過程可加強訓練小朋友觀察力和鍛鍊手部小肌
肉，並創作出一件獨一無二的作品。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K2至K3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趣味黏土捏一番
4-6月

21/4, 28/4, 5/5, 12/5,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四 )
3:40pm-4:40pm 11堂 8人 $770

珠心算初階班
內容： 透過手撥及腦算的訓練，讓學童掌握一套快速的計算方式，培養他們的思

考力，集中力及記憶力。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K2至K3已學懂1-10的學童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請自備文具及五珠算盤。新生需以$58購買習

作一本。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珠心算初階班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2:00pm-12:50pm 9堂 8人 $675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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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Trinity英語會話
內容： Tr inity GESE (聖三一國際口語考試 )由英國聖三一學院舉辦，是具聲望及

國際認可的會話及聆聽考試，每年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700,000多人參加
Tr in i ty評估。課程以遊戲，故事及歌曲等形式，進行會話練習及聆聽測
驗，讓學生能流暢及準確地運用英語！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K2至K3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習作費，請自備文具。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Fun Trinity英語會話
4-6月

12/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二 ) (暫停5/4 )

4:50pm-5:50pm 12堂 8人 $1500

奧數達人 (幼兒 )
內容： 運用腦筋推理及有關數學的技巧與運算，培養他們的思考力，集中力及記

憶力。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K2至K3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請自備文具。新生需以$58購買習作一本。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奧數達人 (幼兒 )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4:45pm-5:45pm 9堂 8人 $630

手指快算法
內容： 手指快算法結合兒童好動，好奇之心理特點，採用形象化思維方式提高兒

童運算速度。兒童在玩中學，學中樂，手巧心靈。不用任何工具，利用小
手運算。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K3至小一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請自備文具。新生需以$58購買習作一本。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手指快算法
(幼兒 )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2:15pm-3:15pm 9堂 8人 $630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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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課程
內容： 由劍橋大學英文考試院 ( Cambridge ESOL )設計的國際認證測驗，全球每年

超過55個國家共計310000人次參加本次測驗。課程分為Starter、Mover、
Flyer三個級別，每完成一個級別可考取由劍橋大學發出的官方證書。課程
專為提升學童聽，說，讀，寫的全方位能力而設，是個持之以恆的課程！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習作費，請自備文具及木顏 

色筆。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對象 名額 費用

劍橋英語課程
Starters

(幼兒篇 ) A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1:00am-11:50am 9堂

K2至K3
學生

8人 $855

劍橋英語課程
Starters

(幼兒篇 ) B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2:00pm-12:50pm 9堂 8人 $855

劍橋英語課程
Starters

(兒童篇 )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0:00am-10:50am 9堂 K3至小一
學生

8人 $855

Q&A時間：
Phonics英語拼音、Trinity英語會話及劍橋英語有何分別？ 
我該如何挑選？

‧ Phonics英語拼音主要學習音節拼讀方式，幫助學童易於讀出生字及串字，
有效改善學童英語說話及默寫技巧。

‧ Trinity英語會話重點放在說話及聆聽兩方面，以遊戲、圖片、故事及歌曲等
形式，進行會話練習及聆聽測驗。

‧ 而劍橋英語更著重全方位發展，透過類似英語課的形式，提升學童聽說讀
寫的綜合能力。

‧三個課程各有不同，家長應視乎小朋友的需要，報讀合適的課程！

這些英語班組大概要學多久呀？

學習並不能一步登天。以拼音班為例，除了44個音標發音，學童還需要掌握
拼讀技巧，整個課程需要接近1.5年的時間。而聖三一國際口語考試及劍橋英
語考試更劃分不同等級，是長期的課程，需要學童持之以恆地學習。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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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內容： 跆拳道訓練不但可以強身健體，臨危自衛，更可以鍛練個人意志力、忍耐

力、紀律、自信心及合群精神。本課程由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任教，學員
可通過考試，獲推薦升級。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6-12歲
備註： 學費不包括服裝費及考試費，服裝可經由導師代購。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跆拳道A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3:15pm-4:45pm 9堂 12人 $720 (會員 )

$740 (非會員 )

跆拳道B 
4-6月

22/4, 29/4, 6/5, 13/5, 20/5, 27/5, 
10/6, 17/6, 24/6 (五 )

(暫停3/6 )
8:15pm-9:45pm 9堂 12人 $720 (會員 )

$740 (非會員 )

兒童恆常課程
職員：朱朗宜姑娘職員：朱朗宜姑娘

Phonics英語
內容： 課程著重於教授兒童以26個英文字母所組成的44個音節，透過準確的發音

及讀音，提升英語水平，讓他們從小打好英文基礎。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習作費，請自備文具及木顏

色筆。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對象 名額 費用

Phonics英語
拼音中階班I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3:30pm-4:30pm 9堂
K2至小一
已學懂A-Z
單音的學童

8人 $855

Phonics英語
拼音初階班B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2:15pm-3:15pm 9堂
K2至小一
學生

8人 $855

Phonics英語
拼音初階班A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4:45pm-5:45pm 9堂 8人 $855

Fun Phonics英語
拼音 (幼兒 )

4-6月

12/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7/6, 14/6, 21/6, 
28/6 (二 )

3:40pm-4:40pm 12堂 K2至K3
學生

8人 $1140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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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繪畫班
內容： 教授兒童各種繪畫技巧及運用各種顏料，並學習色彩協調，透過繪畫啟發

兒童好奇心，發揮其美術潛能。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對象：6-12歲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兒童繪畫班
4-6月

21/4, 28/4, 5/5, 12/5,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四 ) 4:50pm-5:50pm 11堂 8人 $715 (會員 )

$735 (非會員 )

芭蕾舞
內容： 本課程與Glitter Dance Studio合辦。透過芭蕾舞的舞步和音樂訓練孩子的節

奏感和身體協調，讓他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培養對芭蕾舞的興趣。導師
會因應學員之進度推薦他們應考英國皇家芭蕾舞之考試，考取國際認可之
證書。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備註： 學費不包括服裝費及考試費，服裝可經由導師代購。導師會於首堂為學員

評估，並按其能力及進度重新編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對象 名額 費用

芭蕾舞(Pre-Primary)
4-5月

23/4, 30/4, 7/5 (六 )
(暫停14/5 ) 11:00am-11:50am 3堂 6歲或以上

或已考獲
芭蕾舞

Pre-School 
Level 2

10人 $255 (會員 )

$275 (非會員 )

芭蕾舞(Pre-Primary)
5-6月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11:00am-11:50am 6堂 10人 $510 (會員 )

$530 (非會員 )

芭蕾舞 ( Primary )
4-5月

14/4, 21/4, 28/4, 
5/5, 12/5 (四 ) 4:50pm-5:50pm 5堂 7歲或以上

或已考獲
芭蕾舞

Pre-Primary

10人 $450 (會員 )

$470 (非會員 )

芭蕾舞 ( Primary )
5-6月

19/5, 26/5, 2/6, 
9/6, 16/6, 23/6, 

30/6 (四 )
4:50pm-5:50pm 7堂 10人 $630 (會員 )

$650 (非會員 )

芭蕾舞 ( Grade2 )
4-5月

23/4, 30/4, 7/5 (六 )
(暫停14/5 ) 1:00pm-1:50pm 3堂 9歲或以上

或已考獲
芭蕾舞
Grade1

10人 $300 (會員 )

$320 (非會員 )

芭蕾舞 ( Grade2 )
5-6月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1:00pm-1:50pm 6堂 10人 $600 (會員 )

$620 (非會員 )

芭蕾舞 ( Grade4 )
4-5月

23/4, 30/4, 7/5 (六 )
(暫停14/5 ) 12:00pm-12:50pm 3堂 11歲或以上

或已考獲
芭蕾舞
Grade3

10人 $330 (會員 )

$350 (非會員 )

芭蕾舞 ( Grade4 )
5-6月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12:00pm-12:50pm 6堂 10人 $660 (會員 )

$680 (非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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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數達人 (小學 )
內容： 運用腦筋推理及有關數學的技巧與運算，培養他們的思考力，集中力及記

憶力。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小一至小二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請自備文具。新生需以$58購買習作一本。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奧數達人
(小學 )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3:30pm-4:30pm 9堂 8人 $720 (會員 )

$740 (非會員 )

Hip Hop Jazz FUN
內容： 培養兒童對舞蹈的興趣，讓兒童學會基本舞步之餘，還能增強音樂節奏

感，肢體協調能力及自信心。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5-9歲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學員請穿著輕便運動服上課。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Hip Hop Jazz FUN A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4:45pm-5:45pm 9堂 8人 $765 (會員 )

$785 (非會員 )

Hip Hop Jazz FUN B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3:30pm-4:30pm 9堂 8人 $765 (會員 )

$785 (非會員 )

Fun Phonics英語拼音
內容： 課程著重於教授兒童以26個英文字母所組成的44個音節，透過準確的發音

及讀音，提升英語水平，讓他們從小打好英文基礎。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費用已包括習作費，請自備文具。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Fun Phonics英語
拼音 (初小 )

4-6月

22/4, 29/4, 6/5, 13/5, 20/5, 
27/5, 10/6, 17/6, 24/6 (五 )

(暫停3/6 )
7:00pm-8:00pm 9堂 8人 $855 (會員 )

$875 (非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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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恆常興趣班
職員：朱朗宜姑娘職員：朱朗宜姑娘

如有興趣參加瑜伽課程，請先到詢問處登記留名，待負責職員通知報名安排。

瑜珈班
內容： 在輕鬆及寧靜的環境中，學習各種瑜伽招式及呼吸法，令身體有適量運動

之餘，亦能在繁忙的生活中鬆弛神經，消除因壓力及憂慮過多而造成的種
種疾病。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對象：18歲以上
備註： 學員請穿著輕便運動服上課，課程已包括瑜珈墊及瑜珈磚。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費用

瑜珈班A 
4-6月

20/4, 27/4, 4/5,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三 ) 10:00am-11:30am 11堂 8人 $990

瑜珈班B 
4-6月

20/4, 27/4, 4/5, 11/5, 18/5, 25/5, 
1/6, 8/6, 15/6, 22/6, 29/6 (三 ) 11:45pm-12:45pm 11堂 8人 $660

珠心算
內容： 透過手撥及腦算的訓練，讓學童掌握一套快速的計算方式，培養他們的思

考力，集中力及記憶力。
地點：本中心 (彩麗樓 ) /ZOOM
備註： 課程由經驗豐富之導師任教，請自備文具及五珠算盤。新生需以$58購買習

作一本。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對象 名額 費用

珠心算中階班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0:00am-10:50am 9堂
小一至小二或
已完成珠心算
初階班之學生

8人
$720
(會員 )

$740
(非會員 )

珠心算進階班
4-6月

23/4, 30/4, 7/5, 21/5, 
28/5, 4/6, 11/6, 18/6, 

25/6 (六 )
(暫停14/5 )

11:00am-11:50am 9堂
小三至小四或
已完成珠心算
中階班之學生

8人
$765
(會員 )

$785
(非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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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歷史
跆拳道原名【跆牽】，起源於一千五百年前之【新羅】。三韓時代中，高麗、新羅
及百濟為爭奪領土，引發戰爭。當中最弱小的新羅為應付危機，君主貞興召集民
軍，訓練名為【花郎道】之武術。公元六六年，花郎道領袖成功統一朝鮮半島，然
而李代時期的韓國人民重文輕武，花郎道自此沒落。

一九一零年，日本侵佔韓國，下令禁止習武。跆拳
道幾乎滅跡，只剩小部份人仍在荒郊訓練。同時，
很多韓國人因生活艱難而選擇到外地謀生，跆拳道
便改以其他武術的形式出現。日本結束統治後，數
以千計的韓人重返家園。受戰火的蹂躪，急於重建
國家的韓人令自衛術再次興起。從各地帶回的新技
巧融跆拳於一爐，形成今日的體系。

跆拳道的訓練
【跆】是指腳踢；
【拳】是指拳擊；
【道】是指方法及源自一種精神文化的心得。

由於腳比手長，力勁也比手大，所以跆拳道更著重於用
腳。它的腳法特別巧妙，對於腳法之苦練也特別講究。跆
拳道是一種有趣味性、有益身心的武術活動，可以強身健
體、臨危自衛之餘，精神上更可以鍛鍊學員的意志、忍耐
力、紀律、自信心及合群精神。

跆拳道的顏色帶
白帶＞黃帶＞黃綠帶＞綠帶＞綠藍帶＞藍帶＞藍紅帶＞紅帶＞紅黑帶＞黑帶 
( 黑帶再分為九段 )

學員在白帶至綠帶會集中學習基本腳法、套
拳、對策和體能訓練，為進階的訓練打好基
礎。而綠藍帶以上至紅黑帶會注重練習搏擊、
自衛術、擊碎等訓練。當學員考獲黑帶後，他
們會透過不同的理論及實踐練習，學習怎樣成
為一位出色選手及專業教練。

興趣班小知識
你知唔知…… 跆拳道篇

跆拳道精神

禮儀廉恥忍耐，克已百折不屈

興
趣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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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腿叔叔信箱服務

受訪學童背景資料受訪學童背景資料

受訪學童住屋類型受訪學童住屋類型

男, 52.3%女, 47.7%
性別

就讀年級 人數

初小 152
高小 263
總計 415

共回收了
415份問卷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會收到利是錢的 會收到利是錢的 
受訪學童人數受訪學童人數農曆新年會收到利是錢的受訪學童人數  

會, 95.4%

不會, 4.6%

收到利是錢的學童人數

利是錢我想這樣用利是錢我想這樣用

農曆新年是親友聚首一堂和互相拜年的好日子。當中「派
利是」是華人傳統的文化，是長輩對自己的一種祝福。

長腿叔叔「利是錢我想這樣用」的問卷調查，了解小朋友
對運用利是錢的想法。

調
查
發
佈
：
利
是
錢
我
想
這
樣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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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童每年收到利是錢的金額受訪學童每年收到利是錢的金額

利是錢由誰人保管及使用情況利是錢由誰人保管及使用情況

受訪學童如何運用利是錢？受訪學童如何運用利是錢？

每年收到利是錢的金額
$1000以下 36.6%
$1000至$1999 24.2%
$2000至$2999 12.4%
$3000或以上 11.6%
不清楚 15.2%

52.5%受訪學童
曾經使用過利是錢

收到利是錢後，受訪學童會交由誰人保管？收到利是錢後，受訪學童會交由誰人保管？

26.8%的受訪學童表示
由自己負責全權管理利是錢。

66.2%的受訪學童表示
交由父母保管利是錢。

高小學童

• 父母保管：61.8%
• 自己保管：30.7%
• 其他：7.5%

• 自己曾使用過：58.2%
• 家人曾使用過：38.8%

初小學童

• 父母保管：73.8%
• 自己保管：20.0%
• 其他：6.2%

• 自己曾使用過：42.8%
• 家人曾使用過：34.9%

第一位
儲蓄

25.9%

第二位
買玩具
16.5%

第三位
買書本 /送禮物給家人

11.2%

調
查
發
佈
：
利
是
錢
我
想
這
樣
用

26



受訪學童的家人如何運用學童的利是錢？受訪學童的家人如何運用學童的利是錢？

如可自由運用，受訪學童最想用利是錢……如可自由運用，受訪學童最想用利是錢……

受訪學童的儲蓄習慣及方法受訪學童的儲蓄習慣及方法

儲蓄方法

37.3%受訪學童表示
家人曾經使用過學童的利是錢

第一位
儲蓄

20.1%

69.7%
初小學童
有儲蓄習慣

83.3%
高小學童
有儲蓄習慣

存放錢罌
55.2%

交予家人保管
21.4%

第二位
買書本
11.9%

第三位
報名補習班

10.9%

送禮物給家人
12.0%

儲蓄
25.0%

買玩具
11.7%%

利是錢我想這樣用

調
查
發
佈
：
利
是
錢
我
想
這
樣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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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址：
上水彩園邨彩麗樓101-116號地下
電話：2673 2120　　傳真：2673 2158

彩玉樓分址：
上水彩園邨彩玉樓3樓平台329-336號
電話：2673 1159

機構網址：http://service.elchk.org.hk/
中心網址：https://ndit.elchk.org.hk/
電　　郵：ndit@elchk.org.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lchk.ndit/

中心開放時間表中心開放時間表
時間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上午 10:15-12:45 ★ ★

下午 2:30-5:45 ★ ★ ★ ★ ★

晚上 6:45-9:45 ★ ★ ★ ★ ★

★中心開放 (地點：上水彩園邨彩麗樓101-116號地下 )
  如新冠病毒疫情持續，中心只維持有限度服務，詳情請參閱社交平台/中心網頁上的中心通告。

中心於下列日期暫停開放

清明節 4月5日 星期二

耶穌受難節 4月15日 星期五

耶穌受難節翌日 4月16日 星期六

復活節星期一 4月18日 星期一

勞動節翌日 5月2日 星期一

佛誕翌日 5月9日 星期一

端午節 6月3日 星期五

督印人：許佩瑜  印刷份數：700份

Instagram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