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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一員，又為
一建基香港之基督教服務組織，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之基督精神，聯合同道，推廣天國，致力倡導及培育青年肩負
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眼世界；並通過多元化服務、全人發展、
對弱群之承擔及推動從個人至社會修和；努力建設一個文明、
有愛心的香港。
The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is a Christian service 
or organization based in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global 
YMCA movement. The Association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ivil and compassionate Hong Kong through uniting 
people with the same spirit to extend the Kingdom of God; 
fostering youth leadership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keen concern for the motherland and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multiple service programmes based on wholistic 
personal growth, commitment to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reconciliation extending from self to society.

本會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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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透過多元化工作手法，為我們
的兒童、青少年、家長及會友提供優質
及專業的服務，以培育兒童及青少年全
人發展，促進和諧家庭為己任，共同發
展一個關懷、有愛心的社區。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children, 
youths, parents and our members 
through diversified approaches. We 
aim at promoting family harmony 
and developing a community filled 
with love and care by fostering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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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職員架構
Centre Personnel Structure

新同工介紹
Greeting New Colleagues

3 4

隊員 Team Members

Hola! 我是 Jocelyn，大家可以叫我晴 Miss，今年剛剛畢業，很高興可以加入青年分隊，請各位多多指教。我最鐘意西班牙文同打壁球。Quiero jugar contigo! 快 d 黎揾我啦～

協調幹事 / 會所主任：
Coordinating Secretary/ Centre-in-charge: 

兒童及家庭分隊
Children & Family Team

隊長：* 袁惠儀 (Circle Miss)  
Team Leader:*YUEN Wai-yee, Circle

* 鄺綺雯 (Yeeman Miss)
*KONG Yee-man, Yeeman

* 廖樂鳴 (Esther Miss)
*LIU Lok-ming, Esther

* 劉芷茵 (Yannie Miss)
*LAU Chi-yan, Yannie 

* 劉俊傑 ( 傑 Sir)
*LAU Chun-kit, Adan 

謝金燕 (CoCo Miss)
TSE Kam-yin, CoCo

青年分隊
Youth Team

隊長︰ * 周國輝 ( 輝 Sir)
Team Leader: *CHOW Kwok-fai, Fai 

* 王蓉 ( 蓉 Miss)( 學校社工 )
*WONG Yung (School Social Worker)

* 方梓匡 ( 學校社工 )
*Fong Tsz-hong (School Social Worker)

* 李振成 ( 成 Sir)
*LI Chun-shing 

* 柳國基 ( 基 Sir)
*LAU Kwok-ki

* 姚依琦 (Kay Miss)
*YU Yi-ki, Kay 

殷婉晴 ( 晴 Miss)
YAN Yuen-ching, Jocelyn

外展家庭服務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 吳培謙 ( 謙 Sir)
*NG Pui-him, Him

* 嵇慧芯 ( 芯 Miss)
*KAI Wai-sum, Candy

支援同工
Supporting Staff

胡潔萍 (Catherine Miss)
WOO Kit-ping, Catherine 

文職同工
Administrative Staff

活動助理
Programme Assistant

李啟仁 (Kenny Sir)
LI Kai-yan, Kenny

劉偉烈 ( 烈哥哥 )
LAU Wai-lit, Ricky 

梁筠兒 (Queenie 姐姐 )
LEUNG Kwan-yi, Queenie

* 為註冊社工
*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 施文欣 (Phoebe Miss)
* SEE Man-yan, Phoebe

隊員 Team Members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本會 ) 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
( 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 ) 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 / 郵寄 / 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
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
(jordan@ymca.org.hk) 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781 1411 與本會所職員聯絡。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kept are accurate and secured.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your name, email address, etc) may 
be used by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s of sending you organizational updates, fundraising appeals, event 
invitations, survey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materials to you via telephone/post/electronic mails.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communication from us, please email your Chinese and English full name, together with your membership 
number and telephone number to Jordan Centre at jordan@ymca.org.hk.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2781 1411.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會友申請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會籍類別
Membership
Categories

會費
Membership fee 會籍詳情

Membership details一年
1-year

三年
3-year

五年
5-year

普通會友
Ordinary Member $30 $80 $130 年齡為 18 歲或以上

Any individual 18years old or above.
少年會友

Youth Member $20 $60 $100 年齡為 18 歲以下
Any individual aged below 18years old.

優惠會友
Concessionary

Member
$20 $60 $100

年滿 60 歲或以上 或肢體傷殘者 / 智障者 或 領取綜合援助者
Any individual 60 years old or above, or who ar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or person with 
disability.

家庭會友
Family Member $50 $140 $230

夫婦二人或 
父母連同不多 4 名 18 歲以下的子女為一會籍單位
a couple or the father and mother and their children under 18 years old 
(maximum 4 children).

永遠會友
Life Membership $5000 此乃永久會籍，須一筆過繳付費用

Membership is granted for life with one-off payment.

贊助會友
Supporting

Membership
 $1000 (per year)

連續入會五年可自動成為永遠會友，年費 $1000
Membership is valid for one year. Membership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Members for five years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Life 
Members after the fifth year.

退會辦法 Membership withdrawal

1. 如需退會，應以書面致函本會，本會收到退會申請後會進行有關處理，並會發出正式通知函件予有關會友說明會籍終止的生效日期。 
If you wish to cancel your membership, you will need to inform the Association in writing. Upon receiving your cancellation 
notification, the Association will then issue you with an official notice which includes the date on which your membership will 
officially become inactive.

2. 會費不會全數或按比例退回給退會的會友。 
Neither full nor prorated refunds will be given to those who cancel their memberships.

3. 退會者如想再次加入本會為會友，須重新填寫申請表格及繳交會費。 
If you wish to restart your membership after it has been cancelled, you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new membership application 
and pay the requisite membership fee in full.

1. 有興趣加入成為本會會友者，須填寫會友申請表格並即時繳交會費。 
Anyone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member is required to fill in 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and pay the requisite 
membership fee.

2. 本會收取會費後會發出會證及正式收據。會籍亦同時生效。每名會友均會獲發會證一張。 
After receiving the completed form and the fee, the Association will issue a new member with their membership 
card, give them an official receipt and activate their membership. Each member will receive a membership card.

3. 會友在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時或使用本會設施時須出示有效會證。 
Members must present a valid membership card in order to take part in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Association or to 
use the Association’s facilities.

4. 如遺失或損壞會證，可親臨本會所申請補發會證及繳交補發會證費用 HK$10。而有關會籍之到期日將維持不變。 
Members will need to pay HK$10 to obtain a replacement membership card. The validity period for the replacement 
membership card will remain unchanged.

活動／訓練程序報名須知
Notes on Training Course/Programme and Activity Enrollment
報名流程 Enrollment Procedures：
1. 凡活動 / 訓練程序之參加者必須為本會會友，會友證之有效期須覆蓋所參加活動 / 訓練程序之整個時段； 

All activities, programmes & training courses are for members only, whose membership must be valid and 
cover the full period of the activities, programmes or training courses attended;

2. 參加者必須為 6-24 歲青少年或其家庭成員，參加者如未滿 6 歲或逾 24 歲者，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之家庭成員為
本會會友。 
if the participant is under the age of 6 or over 24, he/she must be affiliated with a family member aged 6-24 
holding valid YMCA's membership.

3. 參加者請預先填妥「活動 / 訓練程序報名表」或「家庭活動報名表」，並攜同有效之會友證辦理報名手續。上述表
格可於本會所網站 : http://jdc.ymca.org.hk/ 下載或於會所接待處索取。18 歲以下參加者之申請表必須獲家長 / 監
護人簽署作實； 
please complete the “Programme/Activity/Family Activity Enrollment Form”, and bring a valid 
membership card(s) to enroll. All form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Jordan Centre website: http://jdc.ymca.
org.hk/ or obtained at the reception. For participant aged under 18, enrollment form must be signed by a 
parent/guardian;

4. 參加者可以現金、八達通、支票、易辦事 (EPS)（$100 或以上）、信用卡 (VISA/MASTER)（$200 或以上）繳交活
動 / 訓練程序費用，支票抬頭請寫上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或“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cash, octopus card payment and cheque are accepted regardless of the amount of transaction. EPS is 
available for transactions $100 or above. Credit card payment (VISA/MASTER) is available for transactions 
$200 or above. Please make the cheque payable to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and write the activity/
programme/training course title and your name on the back of your cheque;

5. 參加者出席第一節活動 / 訓練程序時，必須出示收據及會友證，並請妥善保存收據，直至活動或訓練程序結束； 
please bring the receipt and membership car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each activity/programme/training 
course. As well, please keep all receipts for records until the end of the activities/programmes/training 
courses;

6. 參加者請自行留意活動 / 訓練程序日期及時間，本會所恕不作另行通知； 
no reminder regarding any activity/programme/training course will be given;

7. 缺席者將不獲退款或補堂； 
absentees will not receive refund or make-up lesson;

8. 所列出之活動 / 訓練程序費用只供參考之用，一切費用以本會所報名時公布為實。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本會所
職員。 
fees depicted in the brochure/newsletter are preliminary. All updates will be posted on the notice board at 
the centre. Phone-call or walk-in inquiry is welcome.

注意事項 Notice：
1. 活動 / 訓練程序之相片 / 影片，本會所有可能作服務推廣及網上媒體宣傳之用，參加者如不允許使用有關相片 / 影片，

請於活動前以書面形式向本會所提出申請； 
Photographs or videos taken during activities/programmes/training courses are for reports and/or 
promotion purposes which may be published on social media. Please contact us in writing prior to the 
activities/programmes/training courses for permission to withdraw photographs and videos;

2. 個別教授之訓練程序，如鋼琴、小提琴研習坊等，學費會以該月上課之堂數計算（即以本會所之開放日計算）。考
慮到學員及服務提供者的個別需要，學員每月最多可請假一節，該節無須繳費；惟學員必須於每月 20 號或之前繳
交下月費用，並同時確定下月請假日期，否則一概不接受減免申請； 
for private tuition, such as piano and violin classes, fees are charged based on the numbers of lesson each 
month. (All classes are operating dur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Jordan Center). For friendly practice, “one 
lesson” only can be cancelled each month and please inform us on or before 20th of each month for any 
anticipated absence next month. No fees will be waived for any notice thereafter;

3. 所有活動 / 訓練程序必須於開課前 7 天繳費作實，逾時繳費者，本會所有權終止其參與權利。 
please settle the payment 7 day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activities/programmes/ training courses, for any 
participant who misses the due date of payment, Jordon cent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suspend the enrollment 
until the payment has been made, or to terminate the enrollment.5 6



活動 / 訓練程序改期、取消或退款安排：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Rescheduling/Cancellation and Refund

1. 報名一經作實，一般情況下本會所不會安排退款； 
Once the enrollment procedures have been completed, no refunds will be given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2. 活動或訓練程序繳費作實後，不可轉讓。請勿自行轉換參加者； 
no swapping can be made for any successful enrollment. If any participant cannot attend the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the enrolled quota cannot be substituted by another person;

3. 一次性之活動（例如 : 日營、宿營、旅行、參觀等），如因惡劣天氣影響或特殊情況而未能如期舉行，
本會所將盡可能另訂日期，如本會所未能另作安排，將作退款處理； 
one-off programmes (e.g. day-camp, overnight camping, sightseeing, etc.) that are cancell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clement weather or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may be rescheduled if 
possible. Refund without charge will be proceeded if no reschedule can be made;

4. 兩節或以上之活動 / 訓練程序，如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影響而未能如期舉辦，恕不補堂或退款； 
no make-up classes will be offered for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that have lasted for 2 sessions 
or more and cancell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clement weather or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5. 如因人數不足，有關活動 / 訓練程序未能成辦，將作退款處理。請會友於接獲退款通知後 7 天內，攜同
收據正本，到本會所辦理有關手續（入會費除外）； 
refund will be arranged while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 is cancelled due to the inadequate 
enrollment. Please bring the receipts for arranging refunds within 7 days of rescheduling notice, 
except the membership fees;

6. 如因特殊原因未能參與有關項目，會友必須於活動開辦 14 天前提出書面申請；如退款申請獲批，須繳
交 $50 行政費（以每人每項計算處理）；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necessitate withdrawal of enrollment, a written request of 
refund before 14 days the start of the activity /programme / training course may be considered. 
An administration fee of HKD$50 per person for each program will be charged for an approved 
refund;

7. 以現金、八達通、易辦事 (EPS) 或支票付款，而退款金額於 $1,000 以下者，可以現金退款辦理，如退
款額高於 $1,000 或有關付款之支票未能兌現者，須以支票辦理退款手續，支票抬頭人必須為年滿 18 歲
參加者或年齡未滿 18 歲參加者之父母或其監護人； 
cash refund is available for payment made by cash, Octopus, EPS or cheques whose refund 
amount is under HKD $1,000. For the payment made by unclaimed cheque, or refund amount 
over HKD $1,000, only cheque refund is available. The cheque can be made payable to parents, 
guardians or participants aged 18 or above;

8. 以信用卡付款者，退款辦理將經由信用卡中心退還予信用卡持有人，有關退款簽署必須與信用卡背面之
樣式相同； 
for the payment made by credit card, refund will be credited to your account through the card 
center, credit card signature will be required;

9. 如需辦理退款手續，必須出示正本收據；若有遺失者須先以書面申報，方可繼續辦理退款手續。 
written application of re-issued receipt is required for refund procedure if the original receipt is 
lost, refund will then be further proceeded.

本會所保留隨時修訂以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Jordan Cent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terms above. All matters and disputes are 

subject to the final decision of Jordan Centre.

目的：	 	 透過舉辦特定活動支援基層家庭的身心需要，促進正面成長。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needs of grassroots 

   families with individualized family programmes 

服務對象：	 	 擁有 6歲至 24歲兒童及青少年之基層家庭。

Target:	 	 	Grassroots	families	with	children	or	youth	aged	6-24.

服務地區：	 	 油尖旺區，其中尤以文匯街、文英街、文苑街、文蔚街、文昌

	 	 	 街至文成街範圍內的樓宇（俗稱八文樓）為主

Service areas:  Yau Tsim Mong District, mainly residences in Man Wui 

   Street, Man Ying Street, Man Yuen Street, Man Wai Street, 

   Man Cheong Street to Man Shing Street (Man Wah Sun 

	 	 	 Chuen	-	8	Blocks	of	Buildings).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種類及申請資格
“Family Service Outreaching” 

Membership & Eligibility

申請家庭需成為中心會友
Applicants (family as a unit) 

must be YMCA’s Members

外展家庭服務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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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運動小組
半津家庭會籍

“Half Grant” Membership
凡獲批以下政府津貼之家庭，均
可以半津家庭資格報名參與中心
活動：
Families currently receiving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allowances are eligible for “Half 
Grant” membership:
• 學生資助計劃 ( 半額 )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Half grant)

• 在職家庭津貼 ( 半額 )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Half grant)

全津家庭會籍
“Full Grant” Membership

凡獲批以下政府津貼之家庭，均可
以全津家庭資格報名參與中心活動：
Families currently receiving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allowances 
are eligible for “Full Grant” 
membership: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綜援 )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 學生資助計劃 ( 全額 )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ull grant)

• 在職家庭津貼 (3/4 免或全額 )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3/4-rate or Full grant)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可以：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Membership benefits:
•  參加佐敦快訊「外展家庭服務」版面內之小組及活動 

To participate in groups and activities held by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 以優惠價報名參加本中心的小組及活動（需要視乎個別活動 / 小組是否設有優惠名額 

To enjoy a discount for the groups and activities held by Jordan Centr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 number of quotas)

申請辨法 How to Apply
• 申請人須填妥外展家庭服務會員登記表（可向本會所職員索取）及攜同有關証明文件到

本中心櫃台辦理有關手續，本會所職員將會作核實及審批。 
To fill out the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available at counter) and bring along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to the counter 
for verification and approval.

•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或逾 24 歲者，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之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 
If the participant is under the age of 6 or over 24, he/she must be affiliated with a 
family member aged 6-24 holding valid YMCA's membership.

外展家庭服務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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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系列

1910/F01

目的： 透過學習伸展運動，舒緩及改善常見痛症。同時，讓參加者放鬆
心情，調節生活節奏。

內容︰ 由伸展運動導師教授伸展運動技巧
日期︰ 10/10、17/10、24/10、31/10、7/11、14/11、21/11、28/11、

5/12/2019 ( 逢星期四 )
時間︰ 10:15am- 11:45a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長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9 節

$9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9 節
名額︰ 1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備註︰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及帶備足夠食水

好「煮」意俱樂部

目的： 透過每星期一聚小組活動，讓組員認識更多街坊鄰里，建立社區
內社交網絡，並讓家長在此平台分享鬆一鬆、減減壓，發揮助人
自助的精神。

內容︰ 小食甜品製作、手工藝製作等
日期︰ 12/10、19/10、9/11、16/11、23/11、14/12/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11:00am- 12: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長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2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6 節

$6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6 節
名額︰ 12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備註︰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1910/F02



兒童「義」補團－
英文遊戲小組 1910/F03

11 12

兒童學業支援系列

目的： 透過活動，提升參加者英語學習興
趣，建立自信心。

內容︰ 由義工教授簡單英語、英語遊戲等
日期︰ 12/10、19/10、9/11、16/11、

23/11、14/12/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11:00am- 12: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5-12 歲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2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6 節

$6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6 節
名額︰ 18 名
負責
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鄺綺雯 (Yeeman Miss)

備註︰ 本活動最後一節，將安排參加者進
行戶外實踐服務。

伴你高飛－
英語拼音小組 1910/F04

目的： 透過活動，提升參加者英語朗
讀能力，建立自信心。

內容︰ 教授英語拼音技巧
日期︰ 9/10、16/10、23/10、

6/11、13/11、20/11、
4/12、11/12、18/12/2019 
( 星期三 )

時間︰ 6:00pm- 7: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三至小四兒童 ( 外展家庭服

務會員 )
費用︰ 免費
名額︰ 10 名
負責
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伴你高飛 - 課後支援小組 1910/F05

目的： 為基層家庭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及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提
升他們學習效能，及在德智體群各方面的發展。同時培養良好品格，
以達至全人發展。

內容︰ 課後支援、英語基礎學習、社工成長小組、課外學習活動
日期︰ 由 9 月中旬開始，逢星期一至五 ( 公眾假期、學校長假及特別日子除外 )
時間︰ 星期一至四 04:00pm-6:00pm、星期五 04:00pm-9: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全津家庭 )
費用︰ 免費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為確保資源運用得宜，如參加者每月出席率未達 7 成，將有機會被

取消參加資格。
2. 如本活動報名人數多於 10 人、將會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如有興趣
參加請向負責同工查詢。

兒童才藝發展

好有「品」－舞蹈義工小組 1910/F06

目的： 透過訓練舞蹈，提升參加者身體協調能力。同時，安排表演機會，提
升參加者自尊感。

內容︰ 教授參加者舞蹈技巧及參與公開表演
日期︰ 12/10、19/10、26/10、2/11、9/11、16/11、23/11、

7/12、14/12/2019 ( 星期六 )
時間︰ 4:30pm- 6: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二至小六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9 節

$9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9 節
名額︰ 1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廖樂鳴 (Esther Miss)
備註︰ 本活動後期，將安排參加者進行公開表演，詳情由負責同工向參加者

公布。

快樂小魔星 1909/F07

目的： 透過以「魔術」形式與小朋友互動，小朋友在學習魔術技巧的同時，
培養出個人自信和良好的表達能力。

內容︰ 學習不同魔術的技巧、互動體驗。
日期︰ 7/9、21/9、28/9、12/10/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4:15pm-5:1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0 歲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4 節

$4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4 節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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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列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

友，請於報名時申報。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9月份大館及懲教博物館之旅 1907/F08

目的： 透過參觀大館及懲教博物館，讓各家庭認識香港歷史古蹟及懲教服務在香
港的發展及演變，提升對香港的歸屬感，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參觀大館及懲教博物館。同時，遊覽赤柱、中區及共進午餐。
日期︰ 7/9/2019 ( 星期六 )
時間︰ 9:30am-5:00pm
地點︰ 赤柱、中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2. 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左鄰右里互相園地－ 10 月份秋季探索元朗之旅 1910/F09

目的： 透過與家人體驗親子農莊活動，讓家庭共渡歡樂周末，一起經歷新的體
驗，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團體活動、體驗親子農莊活動、親子藝術互動等。
日期︰ 5/10/2019 ( 星期六 )
時間︰ 9:30am-5:00pm
地點︰ 元朗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半津家庭：成人：$60、4 至 12 歲兒童：$30、3 歲或以下：免費

全津家庭：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0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鄺綺雯 (Yeeman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此活動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2.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膳食。
3. 請穿著輕便服裝及帶備足夠食水。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1 月份梅窩瀑布之旅 1911/F10

目的： 透過遊覽梅窩，讓各家庭共度歡樂周末，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與家人及鄰里一同遊覽梅窩，共進午餐。
日期︰ 3/11/2019 ( 星期日 )
時間︰ 8:45am-5:00pm
地點︰ 離島區
集散地點︰ 中環 6 號碼頭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7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將乘坐渡輪往返梅窩

2.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3. 本活動由旭日集團贊助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 12 月份冬季黃昏營 1912/F11

目的： 透過黃昏營活動及燒烤，讓各家庭共度歡樂周末，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親子活動、燒烤。
日期︰ 7/12/2019 ( 星期六 )
時間︰ 2:00pm-9:00pm
地點︰ 待定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半津家庭：成人：$60、4 至 12 歲兒童：$30、3 歲或以下：免費

全津家庭：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活動 開始接受報名日期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9 月份大館及立法會之旅 3/8/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0 月份秋季探索元朗之旅 7/9/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1 月份梅窩瀑布之旅 5/10/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2 月份冬季黃昏營 4/11/2019



集會日期：每月第三個星期五
集會時間：8:00pm-9:30pm
集會地點：佐敦會所

集會內容：義工訓練、盟友聚會、籌備服務
對　　象：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街坊義工聯盟

只要你有心想出一分力！

只要你肯付出寶貴既時間！

歡迎你加入我地

      「街坊義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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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家庭月會－
親子運動體驗日 1910/F12

目的： 透過每月家庭聚會，讓家
庭聚首一堂，互相認識。

內容︰ 親子運動、親子遊戲、茶
點分享

日期︰ 26/10/2019( 六 )
時間︰ 11:00am-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佐敦區內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0/ 位；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3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

11 月家庭月會－
親子廚房 1911/F13

目的： 透過每月家庭聚會，讓家
庭聚首一堂，互相認識。

內容︰ 親子合力製作甜品、茶點
分享

日期︰ 30/11/2019( 六 )
時間︰ 11:00am-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免費
名額︰ 3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12 月家庭月會－ YM 飯堂歡度冬至聖誕夜 1912/F14

目的： 透過 YM 飯堂活動，讓街坊有機會聚首一堂的同時，亦可讓大家把愛與
關懷送到社區。

內容︰ 社區關懷行動、晚飯分享、表演、集體遊戲
日期︰ /12/2019 ( 六 )
時間︰ 5:00pm-9:00pm
地點︰ 佐敦會所、佐敦區內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0/ 位；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5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的家

庭成員為本會會友，請於報名時申報。



Let’s Jam! Music Band for Children

Service for Ethnic Minorities

Wetland Adventure - 
Autumn Trip to Hong Kong Wetland Park 1910/C02

Objectives: Come and explore the nature and get surrounded by wildlife!
Content: Visit Hong Kong Wetland Park
Date: 6/10/2019 (Sunday)
Time: 9:15pm – 1:15pm
Venue: Hong Kong Wetland Park
Assembly & 
Dismissal Point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Famili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aged 6-24
Fee: Adult (Aged 18 or above): $30

Children (Aged 3-17): $15
Children aged under 3: Free

Quota: 40 people
Contact Staff: LAU Chi-yan, Yannie

Barbeque – 
Autumn Trip to Shing Mun Country Park 1911/C04

Objectives: What’s so great about autumn? Let’s enjoy the weather and food together!
1. Encourage EM families to spend time together
2. Get to know other EM families in the area

Content: Visit Shing Mun Country Park (Reservoir), Barbeque, mass games
Date: 24/11/2019 (Sunday)
Time: 10:00 – 4:00pm
Venue: Shing Mun Country Park & Shing Mun Reservoir
Assembly & 
Dismissal Point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Famili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aged 6-24
Fee: $20 per person (Free for children aged under 3)
Quota: 40 people
Contact Staff: LAU Chi-yan, Yannie
Remarks: 1. Please bring your own food, food container and utensils

2. Basic equipment will be provided (i.e. Barbeque forks, gloves, coal)

End-of-year Celebration & Food Party 1912/C05

Objectives: 1. Encourage EM families to spend time together
2. Get to know different culture by sharing the festive food and joy 

with each other
Content: Sharing and making festiv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food, games, and 

more FUN!
Date: 22/12/2019 (Sunday)
Time: 2:45pm – 5:45pm
Venue: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Famili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aged 6-24
Fee: $20 per person (Free for children aged under 3)
Quota: 30 people
Contact Staff: LAU Chi-yan, Yannie
Remarks: Please bring your own food container and utensils

Cantonese Fun Group 1910/C03

Objectives: To improve Cantonese language for children,
Integrating in Hong Kong culture.

Content: Team Building games & Card games
Date: 5/10, 12/10, 19/10, 26/10/2019 (Saturday)
Time: 2:15pm-5:00pm
Venue: YMCA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children aged 6-12
Fee: $10 per person
Quota: 6 EM Children
Contact Staff: LAU Chun-kit,  Adan

Fun in “Toy” “Story” 1911/C06

Objectives: Learn Chinese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through handicraft, table 
games and storytelling.

Content: Play with clay, Group games, storytelling
Date: 7/11, 14/11, 21/11, 28/11 (Thursday)
Time: 3:30pm-4:30pm
Venue: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children aged 6-12
Fee: $10 (4 sessions)
Quota: 6 people
Contact Staff: TSE Kam-Yin, CoCo17 18

1910/C01

Objectives: Children get to learn some basic music theory and try to jam some 
music with other children. Children learn to pay attention to others’ 
parts

Content: Basic rhythm and music theory, use of different music instruments
Date: 14/10, 21/10, 28/10, 4/11 (Monday)
Time: 4:45-5:45pm
Venue: Jordan Centre
Target: EM children aged 6-12
Fee: $10 (4 sessions)
Quota: 4 people
Contact Staff: LAU Chi-yan, Yannie



LIFE-E(Environment)
活動篇號：1912/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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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交換市集

內容：玩具交換市集、手創玩具 DIY

日期：29/12/2019 ( 星期日 )

時間：3:00pm-5:00pm

地點：佐敦會所

對象：6-9 歲

費用：$10/ 位

負責同工：鄺綺雯 (Yeeman Miss)、

吳培謙 (謙 Sir)

備註：

1.	每位小朋友需帶1-3份玩具作交換之用；

2.	基於衛生考慮怒不接受毛公仔；

3.	玩具須運作正常及沒有破損；

4.	請先幫玩具進行簡單清潔。

屋企 d玩具已經玩厭咗？

有無已經唔再玩但仲好新嘅玩具？

聖誕收到好多不同既禮物但又唔岩玩？

小朋友你會想送佢去堆填區？

定想幫佢搵個新主人新屋企？

不如拎嚟試下同其他小朋友交換，

或者捐比有需要嘅小朋友玩，

等你曾經心愛嘅玩具唔駛去堆填區啦！

聖誕日營之探索自由。港
LIFE-L(ReLationship)

活動編號︰ 1912/C08

目的： 趁著假期的來臨，讓兒童一同慶祝普天同慶的日子，並且
走訪香港東南西北，在發掘和認識香港不同的一面之餘，
也在與同輩相處時學習自理、社交及與人溝通。

內容︰ 大埔一日遊(香港鐵路博物館)、屯門一日遊(定向活動)、
年終大派對(食物製作、大食會、交換禮物、遊戲等) 

日期︰ 27/12, 30/12, 31/12/2019 ( 星期五、一、二 )

時間︰ 9:30am-5:30pm

地點︰ 大埔、屯門、佐敦會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兒童

費用︰ $850( 三天 )，$320( 單日每天 )
半津：$290( 三天 )，$100( 單日每天 )
全津：$140( 三天 )，$50( 單日每天 )

名額︰ 25 名【優惠：8名】

負責同工︰ 劉芷茵 (Yannie Miss)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費、午膳及活動費用；
2. 請穿著輕便服裝、自備足夠禦寒衣物、食水、毛巾、防

曬及防蚊用具和雨具；
3. 請 31/12 之參加者帶備一份價值 $30 的禮物作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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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服務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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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參加者學習以不同生活層面實踐愛護環境之理念，並在
海岸清潔義工服務中認識並思考與環境的關係。

內容︰ 環保手作、遊戲活動、影片播放、義工服務
日期︰ 小組活動：5/11、12/11、19/11/2019 ( 逢星期二 ) 

海岸清潔義工服務：23/11/2019( 星期六 )
時間︰ 小組活動：4:45pm-5:45pm

海岸清潔義工服務：9:00am-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馬鞍山海星灣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8-12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同工︰ 劉芷茵 (Yannie Miss)
備註︰ 馬鞍山海星灣為海洋環境管理跨部門工作小組優先處理海上垃圾地點之一。

1911/C09

兒童及家庭分隊是本會所其中一個服務分隊，於區
內提供服務。本年度，我們將透過一系列的服務以
達致以下的四項目標，並貫穿於兒童的成長系統之
中，以兒童為本回應孩子的成長需要。
In response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needs, 
the Children & Family Team’s focus of this 
year is on the 4 objectives below:

Environment
提 升 孩 子 與 環 境 建
立正向連結，學習愛
護環境、關心社會，
細 心 觀 察 和 欣 賞 身
邊事物。
Environment – Build 
a close connection 
b e t we e n  c h i l d re n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understanding 
n a t u r e ,  c a r i n g 
f o r  s o c i e t y  a n d 
appreciating things 
around them.

ReLationship
鼓勵孩子與他人建立
社交和人際關係，學
習與人相處和溝通，
主動關心身邊的人。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Encourage children to 
build social relationships 
by developing essent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learning to care 
about others.

Family
協 助 孩 子 與 家 人
建立和諧的家庭生
活，讓家人之間的
愛和關懷成為孩子
生 命 中 鞏 固 的 後
盾。
Family – Facilitate 
a  h a r m o n i o u s , 
loving and caring 
relationship within 
family.

I(Myself)
協助孩子自己建立
良 好 品 格 和 價 值
觀，同時發展不同
興趣、發揮潛能和
培 養 良 好 生 活 習
慣。
I(Myself ) – Build 
children’s characters 
and core values, 
explore interests, 
unfold potentials and 
establish good habits 
in daily lives.

戶外活動篇

地球拯救隊

LIFE-E(Environment)

目的： 讓小朋友學習如何在野外環境下，懂得自立和應變緊急事情，加強小朋友的
解難能力，挑戰自我。同時，亦可從旅程中，嘗試與他人合作和溝通，體驗
戶外露營的樂趣。

內容︰ 戶外露營、原野烹飪、團體訓練活動及野外遊戲
日期︰ 簡介會：13/12/2019 ( 星期五 )

露營日：24-25/12/2019 ( 星期二至三 )
時間︰ 簡介會：7:30pm-8:30pm

露營日：1:00pm- 翌日 1:00pm
地點︰ 待定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7-12 歲
費用︰ $300 / $80( 半津 ) / $50( 全津 )
名額︰ 15 名【優惠：5 名】
負責同工︰ 鄺綺雯 (Yeeman Miss)、嵇慧芯 ( 芯 Miss)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車費、膳食及活動費；

2. 所有參加者必須出席簡介會。

1912/C10
小野人「童」闖聖誕大露營

LIFE-L(ReLationship)/LIFE-I(Myself)

成長發現號
Growth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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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活動篇

1909/C70A
1909/C70B

中秋燈籠工作坊

LIFE-L(ReLationship)

目的： 透過親手製作精美的立體聖誕卡
送給親人和朋友，寫下對他們的
祝福和表達對彼此的愛，與他們
一同分享和感受節日氣氛！

內容︰ 一同學習製作立體聖誕卡
日期︰ 14/12/2019 ( 星期六 )
時間︰ A 組：11:00am-12:00pm

B 組：4:00pm-5: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
費用︰ $100
名額︰ 每組各 10 名
負責
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12/C11

立體聖誕卡工作坊 A/B

LIFE-L(ReLationship)

目的： 透過親手製作聖誕甜品送給親人
和朋友，表達對他們的愛，與他
們一同分享和感受節日氣氛！

內容︰ 一同學習製作聖誕曲奇捧
日期︰ 15/12/2019 ( 星期日 )
時間︰ A 組：2:00am-3:30pm

B 組：4:00pm-5: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
費用︰ $150
名額︰ 每組各 10 名
負責
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備註︰ 請自備圍裙及手袖。

1912/C12

聖誕甜品工作坊 A/B

LIFE-L(ReLationship)

兒童活動篇

目的： 透過遊戲、故事和肢體運動，讓
參加者學習聆聽和專注力。

內容︰ 遊戲、故事和肢體運動
日期︰ 個別預約
時間︰ 每節 45 分鐘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懷疑有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的

小學生 ( 適合未經評估或正輪侯評
估或正輪侯治療者 )

費用︰ $400( 共 4 節 )
名額︰ 每時段 1 人，共 2 人
負責
同工︰ 袁惠儀 (CircleMiss)

備註︰ 有興趣參加者須先行填寫報名表
或致電預約負責職員，面見評估
後才可繳費參加

1909/C13

專注ONE ON RUN(第十四期)

LIFE-I(Myself)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不同的情緒及學習

正確表達情緒技巧，並從中提升
參加者的社交能力。

內容︰ 小組不同遊戲及內容。
日期︰ 4/9、11/9、18/9、25/9/2019

 ( 逢星期三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7-11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劉俊傑 ( 傑 Sir)

1909/C14
情緒控制至叻星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不同的理財基礎遊戲，使參
加者增加對於金錢的認識及概念，
明白管理金錢及財產的重要性。

內容︰ 透過多樣不同的理財遊戲，使參加
者從小組中學習。

日期︰ 23/9、30/9、14/10、21/10/2019 
( 逢星期一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7-11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劉俊傑 ( 傑 Sir)

1909/C15
運用「財」學識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全方位的查案方法，搜集現
場證物，利用現場環境綫索等協
助查案，學員化身成為福爾摩斯，
從中培養好奇心、求知欲和自信
心，並增強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

內容︰ 觀察力訓練、解碼學練習、探險體
驗等。

日期︰ 8/10、15/10、22/10、
29/10/2019 ( 逢星期二 ) 

時間︰ 3:30am-4: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謝金燕 (CoCo Miss)

1910/C16
小小偵探齊破案

LIFE-I(Myself)

目的： 同家人去賞月時候，除了食月餅之外，當然不少得玩燈籠啦！快來 DIY
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燈籠帶去賞月啦！

內容︰ DIY 燈籠製作
日期︰ 8/9/2019 ( 星期日 )
時間︰ A 組 : 2:00pm-3:00pm

B 組 : 4:00pm-5: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
費用︰ $100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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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製作不同國家之特色小食，
了解不同地方之文化，學習以接
納的尊重不同文化，擴闊兒童之
眼界。

內容︰ 認識文化風俗、學習互相尊重、製
作特色小食

日期︰ 8/10、15/10、22/10、
29/10/2019 ( 逢星期二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劉芷茵 (Yannie Miss)

備註︰ 請自備食物盒、圍裙及手袖

1910/C17
國際小煮廚

LIFE-E(Environment)

目的： 透過不同的遊戲及活動體驗，參
加者能夠更注意及關懷自己的內
在情緒和想法的處理，促進身心
靈健康發展。

內容︰ 互動遊戲、活動體驗等。
日期︰ 8/10、15/10、22/10、

29/10/2019 ( 逢星期二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
負責
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10/C18
身心腦精靈 B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與小朋友一起閱讀繪本，讓
小朋友不止是了解故事的情節內
容，而是一起理解繪本真正帶出
的意思，並在過程中發掘和培養
小朋友閱讀的興趣。

內容︰ 繪本閱讀、互動遊戲、藝術創作。
日期︰ 5/11、12/11、19/11、

26/11/2019 ( 逢星期二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11/C19
繪本聊天室

LIFE-L(ReLationship)/
LIFE-I(Myself) 目的： 10 歲之前的邏輯訓練是小朋友的

關鍵，活動透過進行不同的邏輯
思考訓練，可以使小朋友在學習
新事物上更能輕易掌握和適應，
提升小朋友的邏輯能力。

內容︰ 邏輯思考訓練
日期︰ 6/11、13/11、20/11、

27/11/2019 ( 逢星期三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11/C20
數一數二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各式的智力邏輯遊戲、學習
工具、桌上遊戲，提升學員對數
理邏輯的敏感度及興趣。

內容︰ 主要以輕鬆遊戲方式進行活動
日期︰ 7/11、14/11、21/11、

28/11/2019 ( 逢星期四 ) 
時間︰ 4:45p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謝金燕 (CoCo Miss)

1911/C21
數理探險隊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學習製作造型麵包，提高學員對食物製作之興趣、創意力及專注力，
同時能透過揉面來抒援壓力。

內容︰ 每堂會製作一款味道的麵包
日期︰ 2/12、9/12、16/12、23/12/2019 ( 逢星期一 ) 
時間︰ 4:45a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同工︰ 謝金燕 (CoCo Miss)
備註︰ 自備食物盒

1912/C23
麵包製作 -「搓」「搓」我是誰？

LIFE-I(Myself)

目的： 透過歷奇活動，增加自信心、團
隊合作和溝通能力。

內容︰ 團體活動及歷奇活動
日期︰ 2/12、9/12、16/12、23/12/2019 

( 逢星期一 ) 
時間︰ 4:45am-5:4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8-12 歲
費用︰ $400 / $80( 半津 ) / 

$40( 全津 ) ( 共 4 節 )
名額︰ 8 名【優惠：2 名】
負責
同工︰ 劉俊傑 ( 傑 Sir)

1911/C22

樂在「奇」中歷奇小組

LIFE-I(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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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目的： 在充滿歡樂的過節氣氛下，家
長和子女參與應節活動能夠增
加彼此的相處和互動機會，從
而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以及
創造正面美好的共同回憶。

內容︰ 親子集體遊戲、小食共聚等
日期︰ 14/9/2019 ( 星期六 )
時間︰ 2:00pm-4: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9 歲親子
費用︰ $200/ 對親子 

( 每加一名家庭成員 $50)
名額︰ 10 對親子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08/C79

親子星期天之中秋月團圓

LIFE-F(Family) 目的： 秋季最適合的親子活動一
定是野餐，只需帶一張野
餐布，自己和家人喜歡的
小食，便可以在草地上輕
鬆享受一個下午。過程中，
小朋友可以認識更多朋輩，
而大朋友可以與其他家庭
聊聊天，分享家中趣事。

內容︰ 集體遊戲、野餐等。
日期︰ 10/11/2019 ( 星期日 )
時間︰ 10:00am-4:00pm
地點︰ 香港佐敦谷公園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親子
費用︰ $200/ 一對親子

( 每加一名家庭成員 $50)
名額︰ 10 對親子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1911/C24
秋季追風去

LIFE-F(Family)

目的： 做義工一定汗流浹背「很辛苦」？一定要表演？其實有意義的義務工
作也包括與服務對象之間的交流和陪伴。
玩桌上遊戲 (Board Game) 都可以做義工 !
透過桌上遊戲 – 一個老少咸宜的媒介，
1. 對長者而言，不但能延緩長者腦退化，更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2. 對兒童來說，在激發他們的好奇心之餘，亦培養他們的「好耆心」– 

有關懷他人的愛心；
3. 讓家長陪伴子女學習關心長者，分享從遊戲中找到的快樂。

內容︰ 桌上遊戲、義工訓練、義工服務
日期︰ 義工簡介會︰ 7:30pm-9:00pm

服務日︰ 10:00am-12:00pm
時間︰ 義工簡介會︰ 26/11/2019( 星期二 )

服務日︰ 30/11/2019( 星期六 )
地點︰ 佐敦會所及長者中心
對象︰ 6-12 歲親子
費用︰ $100/ 位
名額︰ 6 個家庭
負責同工︰ 劉芷茵 (Yannie Miss)

1911/C25
桌遊義士之好。耆。心

LIFE-L (ReLationship)

目的： 透過製作聖誕蛋糕，增強親子間的互動和溝通，同時可與家人分
享增加節日氣氛。

內容︰ 親子一同學習製作聖誕蛋糕（7 吋蛋糕一個）
日期︰ 15/12/2019 ( 星期日 )
時間︰ A 組：2:00pm-3:30pm

B 組：4:00pm-5: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親子
費用︰ $300/ 一對親子 

額外 1 位報名收 $20，最多可加 1 位（不額外增添材料）
名額︰ 每組 4 個家庭
負責同工︰ 鄺綺雯 (Yeeman Miss)
備註︰ 請自備圍裙

1912/C26
親子星期天之聖誕蛋糕 A/B

LIFE-F(Family)

目的： 透過一同參加節誕聚會，增強親子間的互動，感受濃厚的節日氣
氛，同時創造快樂的共同回憶。

內容︰ 應節親子團體遊戲、交換禮物、大食會等。
日期︰ 22/12/2019 ( 星期日 )
時間︰ 2:00pm-4: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2 歲親子
費用︰ $200/ 一對親子 ( 每加一名家庭成員 $50)
名額︰ 25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備註︰ 每個家庭自備一份 $60-$100 的聖誕禮物。

1912/C27」
親子星期天之 FUNFUN 聖誕日

LIFE-F(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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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溫書又驚喺屋企專心唔到 ?!
You want to study at home but cannot concentrate with all the noise?
想同朋友共同奮鬥又無地方溫書 ?!
You want to work hard with your friends but can’t find a place to study?
佐敦會所現已增設自修室服務，
The Jordan Centre has now added a study room accommodation.
唔好「執輸」，快 D 拎埋啲書，一齊嚟佐敦會所溫習啦 !
Don’t miss out! Bring your books to study together at the Jordan Centre.
自修室．開放時間
Study room opening hours:
一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一般開放時段 ( 七月至八月暫停服務 )：
General opening hours from January to June and September to December 
(temporarily closed from July to August)

星期一 , 三至五 Mon, Wed, Thur & Fri 星期二 , 六 Tue & Sat
14:30-21:30 18:00-21: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特別安排（如個別時段暫停），將另行發出通告 
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Special arrangements (such as temporary closure at 
particular hours) will be announced separately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
Seats are limited,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使用者必須遵守使用守則及借用須知，詳情歡迎向本會所職員查詢。
Users must abide by the rules of use and user's instruc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staff.

自修室服務
Study Room Service

青年分隊服務主題
Youth Team Service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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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工作方面：分隊將會以「Y」「O」「U」「T」「H」作為來年度工
作目標。
The objectives for our Youth Team in this year are “Y”, “O”, “U”, “T”, “H”, which stand 
for the following:

透過不同接觸讓社區人士更可加深了解青年會於區內的服務，當中的
「Y」代表「YMCA」：希望在已開展的學校服務之餘，也加強推動和拓展，
包括：環保工作、青年義工運動等富有青年會特色的服務，以豐富青年人的生活
視野和提升其個人的生活的目標。來年更會積極進取地將青年會服務推廣至區內
未曾接觸的學校，讓更多區內人士認識到青年會的工作。

“Y”for“YMCA” – Other than strengthening the partnership with schools, 
we aim for providing services with YMCA features, likes organizing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nd volunteering movements to broaden the 
youth’s horizons and enrich their lives. Meanwhile, we are expanding our services to the 
schools we have not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and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know us.

「O」代表「Opportunity」：青少年有著不同的才華，但必須有一個公開
的平台讓他們展現，建立自信。透過不同的介入手法，讓青年人發揮所長之餘；
也能從中協助他們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為其職業生涯作出準備。

“O”for“Opportunity” – The youth possesses different talents but they 
need a platform that allows them to express their talents and build confidence. Hence, 
we strive to enable the youth to explore their potentials and prepare for their career 
paths. 

「U」代表「Unique」：每一位青少年都是獨特的，期望透過不同活動讓青
少年發掘他們的才能，學習接納、欣賞自己的不足和優勢，對自己有一個更立體
的認識；以建立正面而真實的自我形象。同時，也開闊青年人的胸襟，讓他們懂
得尊重和體諒別人的不同，以及不足，明白「和而不同」、「凹凸互補」的重要。

“U”for“Unique” – Every youth is unique. We hope that different activities 
can allow our youths to develop self-identity, gain self-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 
one’s merits and weaknesses, as well as learn to respect differences.

「T」代表「Technology」：科技日新月異，透過多媒體的學習及運用，讓
我們可以接觸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群組；其中希望透過試驗性的程序，探索網
絡輔導和接觸隱蔽青年的可行性。

“T”for“Technology” – With the use of technology, we hope our services 
can reach more youths in our community. We are also piloting our online counseling service.

「H」代表「Harmony」：青少年處於反叛期，在要求體現獨立和自主的時候，
容易與家人發生爭執及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故期望能在青少年群體中推廣和
諧共融的訊息，倡議包容和尊重的重要性。

“H”for“Harmony” – During puberty, it is common for young people to be 
confused about identity. Therefore, we hope to promote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and 
advocate respect and tolerance.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09/Y01
活動名稱︰ 體育前線 : 壁球訓練
目的︰ 鼓勵青少年多參與體育運動，鍛

鍊良好體魄及提升抗逆力。
內容︰ 認識壁球的技巧及規則
日期︰ 5/10、12/10、19/10、

26/10/2019 ( 逢星期六 ) ( 共 4 節 )
時間︰ 11:00am-12:00 pm
地點︰ 佐敦會所及佐敦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400
名額︰ 6 名
負責同工︰ 殷婉晴 ( 晴 Miss)
備註︰ 參加者需要穿著輕便服飾及帶備

食水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09/Y02
活動名稱︰ 甜絲絲
目的︰ 透過甜品和小食的製作，讓

青少年體驗烘焙的樂趣。
內容︰ 甜品和小食製作，例如朱古

力布朗尼
日期︰ 4/10、11/10、18/10、

25/10/2019 ( 逢星期五 ) 
( 共 4 節 )

時間︰ 7:30pm-9:30 pm
地點︰ 佐敦會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200
名額︰ 6 名 
負責同工︰ 殷婉晴 ( 晴 Miss)
備註︰ 參加者須自備食物盒’

青年活動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10/Y03
活動名稱︰ 桌遊無限 Fun
目的︰ 利用桌上遊戲作媒介，讓參

加者增強團隊合作和溝通技
巧。                              

內容︰ 認識及嘗試遊玩不同類型的
卡牌遊戲

日期︰ 14/10、21/10、28/10 及
4/11/2019( 逢星期一 )

時間︰ 7:30pm - 8: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40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姚依琦 (Kay Miss)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10/Y05
活動名稱︰ JD- 籃球義工小組
目的︰ 透過籃球訓練及義工服務，讓參

加者學習籃球的基本知識及技
巧，並從人學習到團隊合作精神
及溝通技巧。

內容︰ 球隊及體能訓練、練習賽、分享
日期︰ 5/10、12/10、19/10、

26/10、9/11、16/11、
23/11、30/11、7/12、
14/12/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10:15am-12:15pm
地點︰ 佐敦 / 油麻地區籃球場
集散地點︰ 佐敦 / 油麻地區籃球場
對象︰ 12-24 歲
費用︰ $50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周國輝 ( 輝 Sir)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10/Y04
活動名稱︰ 手作皮革 DIY
目的︰ 鼓勵青少年多發展不同的興

趣，認識皮革製作。
內容︰ 製作皮革製品，例如鑰匙包。
日期︰ 9/10、16/10、23/10/2019 

( 逢星期三 ) ( 共 3 節 )
時間︰ 7:30pm-9:30 pm
地點︰ 佐敦會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500
名額︰ 6 名 
負責同工︰ 殷婉晴 ( 晴 Miss)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11/Y06
活動名稱︰ 手作仔
目的︰ 利用藝術作媒介，鼓勵青少

年培養製作手工藝的興趣，
增強自信，欣賞自己。                                 

內容︰ 製作卡片、相框等
日期︰ 2 / 1 1 、 9 / 1 1 、 1 6 / 1 1 及

23/11/2019( 逢星期六 )
時間︰ 4:30pm - 6: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80 ( 共 4 節 )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姚依琦 (Kay Miss)

工作目標︰ YOUTH-U(Unique)
活動編號︰ 1910/Y07

活動名稱︰ 東坪洲之行
目的︰ 透過清潔活動，培育保護大自然

的公民責任及使命感；透過遠足
訓練，建立青少年的目標與毅力。

內容︰ 遠足活動及協助清理沿途垃圾
日期︰ 20/10/2019( 星期日 )
時間︰ 8:15am-6:00pm
地點︰ 東平洲
集散地點︰ 馬料水港鐵站
對象︰ 16-24 歲
費用︰ $20　( 交通及膳食費自備 )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柳國基 ( 基 sir)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垃圾袋及手套；

2. 參加者能成為佐敦會所義工及
登記義工時數

個人成長
工作目標︰ YOUTH-U(Unique)
活動編號︰ 1911/Y08

活動名稱︰ 蒲台島之行
目的︰ 透過清潔活動，培育保護大自

然的公民責任及使命感；透過
遠足訓練，建立青少年的目標
與毅力。

內容︰ 遠足活動及協助清理沿途垃圾
日期︰ 16/11/2019( 星期六 )
時間︰ 9:00am-5:00pm
地點︰ 香港仔
集散地點︰ 香港仔碼頭
對象︰ 16-24 歲
費用︰ $20( 交通及膳食費自備 )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柳國基 ( 基 sir)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垃圾袋及手套

2. 參加者能成為佐敦會所義工
及登記義工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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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 YOUTH-U(Unique)
活動編號︰ 1910/Y09       

活動名稱︰ 油麻地 @ 拼貼卡
目的︰ 認識油麻地的另一個面貌
內容︰ 遊覽九龍鬧市中的小山丘 - 京士柏，

並製作立體拼貼卡
日期︰ 26/10/2019( 星期六 ) 油麻地半日遊

2/11/2019( 星期六 ) 拼貼卡工作坊
時間︰ 10:00am - 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 工作坊 )/

油麻地 ( 外出活動 )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2-24 歲
費用︰ $20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姚依琦 (Kay Miss)
備註︰ 參加者須自備攝影器材

工作目標︰ YOUTH-U(Unique)
活動編號︰ 1911/Y10

活動名稱︰ 夜空中的星
目的︰ 在石屎森林的市區包圍下，欣

賞香港另一種美，呼吸新鮮空
氣。

內容︰ 於嘉頓山拍攝日落及夜景
日期︰ 30/11/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5:00pm-8:00pm
地點︰ 嘉頓山
集散地點︰ 深水埗站 D 出口
對象︰ 12-24 歲
費用︰ $10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姚依琦 (Kay Miss)
備註︰ 參加者須自備攝影器材及電筒

工作目標︰ YOUTH-O(Opportunity)
活動編號︰ 1912/Y11

活動名稱︰ 聖誕遠足樂
目的︰ 讓青少年善用餘暇，透過青少年身體力行，走進本港不同的名山大川，挑戰

自我。
內容︰ 遠足活動 - 土地灣→打爛埕頂山→龍脊→馬塘坳→大浪灣
日期︰ 29/12/2019 ( 星期日 ) 
時間︰ 10:00pm-9:30pm
地點︰ 龍脊遠足徑
集散地點： 筲箕灣港鐵站
對象︰ 16-24 歲
費用︰ $ 10  (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及午膳 )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李振成 ( 成 sir )
備註︰ 參加者需填寫健康聲明以表明其健康狀況適合參與是次活動

挑戰自我

工作目標︰ YOUTH-H(Harmony)　　　　　
活動編號︰ 1910/Y12

活動名稱︰ 羅賓行動 ~ 街市菜餘回收 10-12/2019
目的︰ 透過食物回收及派發，加強青少年對環保惜食的關注，及關懷社區不同人仕的需要。
內容︰ 義工概念簡介，到街市收集菜餘，整理後再送給至有需要人仕。
日期︰ 2/10, 9/10, 16/10, 23/10, 30/10 ( 逢星期三 )

6/11, 13/11, 20/11, 27/11 ( 逢星期三 )
4/12, 11/12 ( 逢星期三 )
( 可選擇一日或多日參與 )

時間︰ 6:00-8:30pm
地點︰ 佐敦會所及佐敦區露天街市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集合 , 解散地點待定
對象︰ 13-24 歲之青少年
費用︰ 免費 
名額︰ 10 名
負責同工︰ 柳國基 ( 基 Sir) 及姚依琦 (Kay Miss)
備註︰ 1. 參加者需先登記成為本會會友；

2. 參加者能成為佐敦會所義工及登記義工時數

關懷社區

工作目標︰ YOUTH-H(Harmony)　　　　　
活動編號︰ 1910/Y13

活動名稱︰ 羅賓行動 ~1:1 學習
支援計劃 10-12/2019

目的︰ 提供簡單教學，減輕兒童及家長在學
習上的壓力，亦帶來關愛的感覺。

內容︰ 義教內容：校內功課學習，簡單英語
會話，遊戲時段
義工籌備小組內容：分享教學心得，
義工互相認識及建立團隊精神。

日期︰ 4/10, 11/10, 18/10, 25/10 ( 逢 星 期
五 )
1/11, 8/11, 15/11, 22/11, 29/11 ( 逢
星期五 )
6/12,13/12 ( 逢星期五 )

時間︰ 7:15-9: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16-24 歲 ( 中五或以上學歷 )
費用︰ 免費 
名額︰ 20 名
負責同工︰ 柳國基 ( 基 Sir) 及姚依琦 (Kay Miss)
備註︰ 1. 參加者需先登記成為本會會友；

2. 參加者能成為佐敦會所義工及登記
義工時數

工作目標︰ YOUTH-H(Harmony)　　　　　
活動編號︰ 1910/Y14

活動名稱︰ 家居大改造
義工策劃小組

目的︰ 透過不同小組活動，讓參加
者了解到區內家庭環境及現
況，教授有關義務工作的概
念，並由組員設計有關方案
以改善居住環境。

內容︰ 現況介紹、參觀劏房戶、策
劃及設計、分享

日期︰ 10-12/2019 ( 逢星期五 ) 
時間︰ 7:30pm-9: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 工作坊 )/

油尖旺區 ( 外出活動 )
對象︰ 12-24 歲
費用︰ 全免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周國輝 ( 輝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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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獎勵計劃

你可以透過參與以下 4 大主題的活動，深入了
解和探討世界性議題，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

貧窮 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

成為世界公民
參加方法好簡單 :

中學組 公開組

主題習作 1 份或相關文字報告
( 最少 300 字 )

活動時數 10 小時以上

主題習作 1 份或相關文字報告
( 最少 500 字 )

活動時數 10 小時以上

主題習作 1 份或相關文字報告
( 最少 600 字 )

活動時數 20 小時以上

主題習作 1 份或相關文字報告
( 最少 1000 字 )

活動時數 20 小時以上
（可累積銅章之 10 小時活動作計算）

主題習作及文字報告
(1000 字以上 )

重點撮要
(400 字以下 )

活動時數 40 小時以上
( 最少包括 2 個主題）

境外體驗或境外義工服務 1 項

小提示：
想知咩活動係可以參與「世界公民獎勵計劃」，

可以留意活動旁有無世界公民活動 LOGO，或

打電話黎問問啦 !

參加「世界公民終極
行 」 爭 取 高 達 港 幣

$100,000 資助

和平文化
多元

STEP 1：

1
只 要 你 係 15

至 25 歲青年會友就
可於本會所報名參加世
界公民主題活動，報名
即可同時申請參加「世

界公民獎勵計劃」! 2
主題習作及文字報告

(2000 字以上 )

重點撮要
(400 字以下 )

活動時數 40 小時以上
( 最少包括 2 個主題）

境外體驗或境外義工服務 1 項

按自訂目標，完成金、銀、銅要求：STEP 2:

STEP3:

3
成功獲得金章及年滿 18 歲，
即可組隊參加「世界公民終極
行」，提交海外考察體驗計劃
書，爭取高達港幣 $100,000
資助，親身完成你的大計 !

想知更多 ! 即上：http://gc.ymca.org.hk/ 或
致電查詢電話：2781 1411 ( 傑 Sir) 問下啦 !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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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稱 AYP）於 1961 年成立，是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成員之一。獎勵
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性的嘉許制度，讓 14 至 24 歲的年青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
戰及堅毅的精神。此外、藉著獎勵計劃中不同的餘暇活動及義工服務，給予青年適當的機
會挑戰自我，從中學習瞭解個人的潛能和取得成功感。 

AYP 本身包含了挑戰、計劃、進取及達成目標等元素。它能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透過一
套獨特及社會認同的獎賞規條，去達致青少年的全人發展；它為十四至廿四歲的年青人提
供不同的挑戰及機會，使他們能夠善用餘暇、確立及達成個人目標，以及透過個人或團體
的學習經驗去多瞭解自己及社群。

三級挑戰
獎勵計劃分為銅章級、銀章級及金章級。只要符合每級的年齡規限，便可順序參加或直接

參加某一級別。

銅章級 – 年齡必須在十四歲或以上

銀章級 – 年齡必須在十五歲或以上 

金章級 – 年齡必須在十六歲或以上

參加者必須在二十五歲生日前完成所屬級別之活動，經評定達到章級要求後，便可獲安排

出席頒獎典禮，從社會知名人士手中領取獎狀及獎章。

 

五科活動
計劃共有五科不同的活動，各章級的參加者都要進行服務科、技能科、野外鍛鍊科及康樂

體育科四個科目，金章級參加者另須完成一項團體生活科。 

服務科 : 鼓勵青年人認識、學習及參與志願服務，培養受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服務精神。 

技能科 : 鼓勵青年人發掘及培養個人興趣、社交及實用技能，透過努力不懈的學習，充實

自己。 

野外鍛鍊科 : 培養青年人的歷險和探索精神。

康樂體育科 : 鼓勵青年人參與康樂體育活動，以強身健體，並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

團體生活科 ( 只限金章級 ): 透過參加群體的外宿活動，擴闊個人經驗。 

負責同工 : 柳國基 ( 基 Sir)

計劃內容



恆常訓練程序

幼兒繪畫
內容︰透過繪畫的認知可啟動心智及感官的發展，從學習過程中培養出自信、耐力、觀察力以及專注力。

鼓勵孩子想像與主題有關的事物，提高腦力開發及創意發展的潛能。
備註︰學員須自備圖畫簿、蠟筆。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3 幼兒繪畫 三 3:30pm-4:30pm 3-5 歲 10 $125/ 堂

* 所有課堂費用以按月計算，學員必須繳交完整一期費用。如於月底前仍未繳交下月學費
者，則視作放棄繼續報讀課程，並將由後補人士補上；

* 學員缺席課堂之學費並不會按比例退回，亦不能累積作繳交下期學費之用；
* 凡報讀本會所課程，而出席率達到 80% 或以上的學員，可申請聽講證書，申請期限為該

課程完結後，三個月內辦理有關申請，每張證書費用為港幣 $20。

* 所有訓練程序參加者須年滿6歲，如未滿6歲則其家庭會友會籍內需有介乎6-24
歲的家庭成員，方合資格參加。

好消息！早鳥優惠！
凡於每月 25 日或之前繳

交下月學費，
可獲每堂減 $5 之優惠。

2019 年 10-12 月
恆常訓練程序

文 化 藝 術 幼 兒 篇

『接放幼兒之安排』
為確保幼兒之安全，請家長 /接放者準時到課室接回幼兒，

同時導師亦會核實有關家長或接放者之身份。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4 水彩畫世界 三 4:45pm-5:45pm 5-12 歲 10 $125/ 堂

水彩畫世界
內容︰透過學習水彩畫的基本技巧，並進行單色繪畫練習，隨後學習如何使用調色板，進行冷暖對比色

等繪畫練習。
備註︰學員須自備簡單文具、 A3 畫簿、水彩顏料、調色碟、大中小畫筆各 1 支。

兒童彩色素描
內容：透過以實物和圖片教授學員素描，指導兒童在物件結構、比例、明暗、空間、顏色的使用，從而

培養兒童對物件仔細觀察的習慣。
備註：學員須自備圖畫簿、素描筆、木顏色筆、素描擦膠。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5 兒童素描 三 6:00pm-7:00pm 5-12 歲 10 $125/ 堂

文 化 藝 術 兒 童 篇

Phonics Letterland 英語拼音遊戲
內容︰課程以 Letterland Phonics 為籃本，加上戲劇、遊戲等元素，令學員開心快樂學習英語。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9 GAPSK 三 6:00pm-7:00pm K1-K3 6 $160/ 堂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預備課程
內容︰本課程為準備參加「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的學生而設的試前操練，課程採用 GAPSK

考試委員會編撰出版的教材，以模擬試題作練習，透過趣味性的遊戲學習不同的題型，循序漸
進地熟習考試內容，從練習中加強自信，提升普通話應對能力。

備註：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0 普通話朗誦訓練 三 3:30pm-4:30pm K2-P1 10 $165/ 堂

普通話朗誦訓練
內容︰透過學習朗讀不同的文章、如詩詞、古詩、繞口令、弟子規等，提昇學員的自信心及對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2A 幼兒珠心算 ( 初階 ) 五 4:45pm-5:45pm 4-5 歲 6 $135/ 堂

T12B 幼兒珠心算 ( 進階 ) 五 5:45pm-6:45pm 5-7 歲 6 $135/ 堂

幼兒珠心算
內容︰珠心算課程綜合「珠算」及「心算」，通過眼看、耳聽、手撥、腦算和心算，訓練準確的計算技巧，

啟發孩子的智慧、激發他們的潛能，增強自信心。
備註：新生須於第一堂付 $190 材料費 ( 包括算盤一個、珠心算練習課本 )，按需要可向導師另購買練

習課本。

自 我 增 值 幼 兒 篇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6 Phonics 
Letterland 一 4:45pm-5:45pm K1-K3 10 $150/ 堂

LCM-English and Music Certificate Course
內容︰課程教授學員唱出及朗讀出不同風格的兒歌，配合動作、節奏及對話。目的為提高幼兒對音樂

的熱誠及培育基礎音樂知識，亦可評估他們的音樂及基本溝通能力。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7 LCM 四 4:45pm-5:45pm K1-K3 10 $15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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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增 值 兒 童 篇Trinity‘Young Performers Certificates’Course
內容︰主要透過戲劇訓練讓學員探索英文故事、歌唱和角色扮演，從而鼓勵兒童發揮表演，音樂和溝

通技巧，提昇學員的說話能力、創作力及自信心。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每個級別為 30 堂，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8
Trinity

‘Young Performers 
Certificates’Course

一 5:45pm-6:45pm K3-P3 10 $150/ 堂

Jolly Phonics-Comprehensive Course
內容︰課程以 Jolly Phonics 為基本，配合圖像、學習卡、故事及詩歌方式學習，讓學員從遊戲中提高

對英文的興趣，從而提升語文能力。
備註：1. 本課程參加學員必需完成 Letterland Phonics 或是對英文拼音有基礎認識；
　　　2. 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1 Jolly Phonics 四 5:45pm-6:45pm 5-8 歲 10 $150/ 堂

Fun in Writing
內容︰課程由導師擬定不同類型文體作為舒意寫作題材，配合學員找出重點用字及特色應用語句，創

作出優秀的英文文章，從而提升自信心。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3 Fun in Writing 四 6:45pm-7:45pm P1-P3 10 $150/ 堂

漢語拼音遊戲 A
內容︰課程以耳熟能詳的兒歌、有趣的繞口令和遊戲等形式，引導學員掌握四個聲調和正確的拼讀及

拼寫方法，為學員建立良好的基礎。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4 漢語拼音遊戲 A 二 6:00pm-7:00pm 5-8 歲 10 $145/ 堂

漢語拼音遊戲 B
內容︰課程以有趣的遊戲形式教授學員複韻母、鼻韻母、介韻母和發音部位，正確掌握輕聲、兒化、

連續上聲的變調和正確的拼讀及拼寫方法，強化學員的聽說能力，牢固他們的語言基礎。
備註：本課程參加學員必需對漢語拼音有基本認識。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5 漢語拼音遊戲 B 二 7:00pm-8:00pm 8-12 歲 10 $145/ 堂

自 我 增 值 兒 童 篇

創作樂趣多 ( 初階 )
內容︰課程主要教授學員認中文字的技巧、筆順訓練及看圖作句、提升學員對創作的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1 創作樂趣多 ( 初階 ) 二 4:45pm-5:45pm 5-8 歲 10 $145/ 堂

創作樂趣多 ( 進階 )
內容︰課程主要教授學員思路圖學習法、看圖作句練習、擴張句子、故事創作等，啟發思維、提升學

員的創作力。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2 創作樂趣多 ( 進階 ) 三 4:45pm-5:45pm 7-10 歲 10 $145/ 堂

兒童 AQ 及 EQ 遊戲訓練
內容︰透過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應變小挑戰、解難活動練習等，讓學員認識及學懂調整心情技巧、

自信心建立及學習關顧他人。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6 兒童 AQ 及
EQ 遊戲訓練 六 10:15am-11:15m 5-8 歲 10 $120/ 堂

兒童口才及邏輯思維綜合訓練
內容︰課程以遊戲啟導，思維基本功和參與式小練習等，讓兒童認識精準傳意，成為有口才與信心兼

備的人。內容包括當小司儀、急口令、好故事分享等，綜合提升「思考能力」。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8 兒童口才及邏輯思維
綜合訓練 六 12:25am-12:25pm 5-9 歲 10 $120/ 堂

記憶專注健腦綜合訓練
內容︰課程配以健腦訓練和記憶法，協助學員學習全腦記憶。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等專注力活動和

不同記憶方法練習，讓兒童掌握多元記憶方法和技巧，增強學員自信心及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9 記憶專注健腦
綜合訓練 六 12:35pm-1:35pm 5-8 歲 10 $12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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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收費及堂數

T17 個人歌唱技巧訓練 一 60 分鐘
30 分鐘 5 歲以上 $440/ 堂 (60 分鐘 )

$240/ 堂 (30 分鐘 )

個人歌唱技巧訓練
內容︰歌唱技巧訓練、識譜及聽節奏。以流行曲、中外藝術歌曲為主 ( 普通話、英文意大利文演唱 )、

保送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聲樂考試及每年校際音樂比賽。

師資︰由經驗導師祝老師任教 ( 國內音樂學院畢業 )，具多年經驗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對象

T20A/B 鋼琴研習 A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C/D 鋼琴研習 B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E/F/G 鋼琴研習 C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H 鋼琴研習 D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鋼琴研習
師資︰祝老師 ( 國內音樂學院畢業 )、 

吳老師 ( 持皇家音樂學院鋼琴 8 級 )、 

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鋼琴演奏級文憑 )

 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鋼琴 8 級 )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初級 $150 $190 /
一級 $160 $200 /
二級 $175 $210 /
三級 / $220 $280
四級 / $230 $305
五級 / $250 $320
六級 / $285 $325
七級 / $295 $365
八級 / / $415

演奏級 / / $465

鋼琴研習費用

音 樂 園 地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對象

T21A/B 小提琴研習 個別預約 5 歲或以上

小提琴研習
師資︰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小提琴 8 級 )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初級 $155 $200 /

一級 $160 $225 /

二級 $180 $230 /

三級 $185 $240 /

四級 $200 $255 /

五級 / $260 $320

六級 / $285 $340

七級 / $310 $370

八級 / $340 $420

小提琴研習費用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2 5 級樂理 個別預約 個別預約 6 歲以上 個別預約 $205/45 分鐘

5 級樂理

練琴服務
本會所為鋼琴研習學員提供練琴服務，如需借用琴室請先向中心職員預約。

日期 時間 行政費用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 2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直立式鋼琴：$30/30 分鐘
模擬考試琴：$50/30 分鐘　逢星期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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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運 動 幼 兒 篇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6 PRE-SCHOOL BALLET
( 芭蕾舞啟蒙課程 ) 四 3:45pm-4:30pm 3-5 歲 10 $125/ 堂

PRE-SCHOOL BALLET ( 芭蕾舞啟蒙課程 )

內容︰課程教授以故事、歌唱、角色扮演及遊戲使小朋友領略舞蹈的樂趣增加對音樂的反應及節奏感，
加強手腳的協調性。

備註︰學員需穿著芭蕾舞衣及跳舞鞋，可於上堂時向導師代購。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7 幼兒芭蕾舞 四 4:45pm-5:30pm 5-12 歲 10 $130/ 堂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9 幼兒籃球訓練 四 5:45pm-6:45pm 3-6 歲 8 $115/ 堂

幼兒籃球訓練

內容︰課程配合不同遊戲及模擬比賽練習，讓幼兒認識運球、傳球及步法訓練等，
從中學習遵守紀律，提高對學習籃球的興趣。

備註︰學員須穿著運動服上課及不脫色平底球鞋。

體 育 運 動 兒 童 篇Aikido( 合氣道 ) 

內容︰通過現代化的練習方式教授學員們合氣道的禮儀和紀律，並且透過遊戲的方式去增強學員的體能
和身體素質，同時以師生互動的形式去學習合氣道的防禦，踢腳，翻滾和落地技巧，令課堂更加
生動，從而培養學員對合氣道的興趣。

師資︰覃 Sir ( 世界合氣道武藝聯盟 (WHMAF) 認可世界教練資格 )
備註︰上堂時須穿著道袍，可向導師代購買，費用由導師收取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31 合氣道 六 10:00pm-11:00pm 4-12 歲 12 $130/ 堂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32 跆拳道 六 11:00am-12:00pm 4-12 歲 12 $130/ 堂

TAEKWONDO( 跆拳道 ) 

內容︰跆拳道是一種充滿刺激及極具紀律性的運動。它的精神能給予學

員高度的思考訓練，勤習者不但可強身健體，思考敏捷，更能作

自衛之用。教授基本跆拳道，課程循序漸進，適合初級者參加，

定期進行升級考試。

師資︰覃 Sir ( 韓國國技院認可之黑帶資格 )

備註︰上堂時須穿著道袍，可向導師代購買，費用由導師收取。

1.	 如黃色、紅色暴雨警告或一號、三號颱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照常開放，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如常進行，戶外活動則參閱 ( 上表 )。為以
策安全，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敬請留意； 
When Amber/Red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1 / 3 is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remain open; training 
programmes/indoor activities will start as normal. For outdoor activities, please refer to the above chart. To ensure safety, participants and parent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proceed with their journey to the cent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eather, traffic and road condi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if the 
participants decide not to attend the classes/activities, no refund/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2.	 如黑色暴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內已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未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取消。此
外，有需要時會所會安排會友及參加者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年齡於 14 歲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家長 / 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如黑色暴雨
警告在會所開放前發出，會所將暫停服務直至警告取消兩小時後照常運作；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in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already started will 
continue to a limited extent until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ut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not yet started will be cancelled. Also, the centre 
will ensure that conditions are safe before allowing members to return home. Members aged 14 or under who want to leave must obtain approval of or be 
accompanied by parents/adults. If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before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signal is lowered.

3.	 如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發出三號颱風警告或已懸掛起紅色 /黑色暴雨警告時，在此期間所有會所舉辦之戶外活動將全部取消，正在進行的戶
外活動，亦會在安全情況下折返； 
I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nnounces that Typhoon Signal No. 3 will be issued in the ensuing hours or Red/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all outdoor activities which are scheduled to begin will be cancelled. The ongoing outdoor activities will stop. 

4.	 如會所開放時段內天文台發出八號颱風預警，會所將維持開放，正在進行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或因應實際情況安排作
有限度改動。未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全部取消。在途中之會友請不要繼續前往會所，已到達之會友則會安排在安全情況下離開。年齡於 14 歲
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家長 / 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 
I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nnounces that Typhoon Signal No. 8 will be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remain open. The 
in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already started will continue to a limited extent, subject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The indoor activities/
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not yet started will be cancelled. Members who are on their way to the centre should not continue with their journey to 
the centre. Members who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the centre should leave when conditions are safe. Members aged 14 or under who want to leave must 
obtain approval or be accompanied by parents or adults.

5.	 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會所將暫停服務。當以上警告取消後，會所服務將於兩小時後照常運作。但如政府公佈颱風後「極
端情況」，會所將繼續暫停服務至政府取消「極端情況」兩小時後才提供服務。為以策安全，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
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敬請留意； 
When Typhoon Signal No. 8 or “Extreme Conditions” is issued, the centre will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signal is lowered. If the government 
announces that “Extreme Conditions” after super typhoons is issued, the centre will remain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government cancels the “Extreme 
Conditions”. To ensure safety, participants and parent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proceed with their journey to cent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eather, traffic and 
road condi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if participants decide not to attend the classes or activities, no refund/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6.	 如黑色暴雨警告、八號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之取消時間距離會所停止服務時間不足3小時，所有活動及訓練程序將會取消，會所亦會暫停開放；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Typhoon Signal No. 8 or “Extreme Conditions” is cancelled less than 3 hours before normal closing 
hours, all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will be cancelled. The centre will remain closed. 

7.	 如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之活動及訓練程序，本會所恕不作補堂或退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No refunds/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for all cancelled activities/programmes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服務 / 活動類別
Services

暴雨警告訊號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颱風訊號
Typhoon Signal

超強颱風後引致
After Super 
Typhoons

 
「極端情況」

Extreme 
Conditions

會所開放
Opening hour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訓練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室內活動
Indoor Activitie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戶外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電話查詢
Telephone 

Inquiry
× × √ × × ×

颱風、暴雨警告或超強颱風後「極端情況」訊號下活動安排
Arrangements Under Inclement Weather
√表示開放或如期舉行 × 表示停止服務
√ Open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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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芭蕾舞

內容︰根據英國皇家舞蹈學院分級考試內容，教授芭蕾舞的舞步及技巧，
令兒童能有規劃、有系統地學習古典芭蕾舞。
備註︰學員須穿著芭蕾舞衣及跳舞鞋，可於上堂時向導師代購。



西九龍第八小女童軍隊 
內        容 : 宿營、遠足、手工藝、家務技能、

        急救、繩藝紮作、步操等
集會時間 : 2:00pm-4:00pm ( 逢星期六 )
對        象 : 6-9 歲女童
收        費 : $50/ 每月
收表日期 : 會所辦公時間內
面試日期 : 另行通知
負責同工 : 鄺綺雯 (Yeeman Miss)
備        註 :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所索取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第二分隊
宗        旨：幫助少女認識及跟隨基督 , 同時藉著虔

誠、自制、責任感等良好行為，以獲
取更豐盛的生命 .

活動內容：步操、聖經故事分享、手工藝、自我
照顧訓練、潛能訓練、義工服務、旅
行、露營、體能活動等。各類活動如
達考章水準 , 均獲頒發獎章以作獎勵及
升級 !

對    象：初級組：6 至 8 歲      
中級組：9 至 10 歲
高級組：11 至 12 歲    
深資組：13 至 16 歲

集隊時間：2:00pm-4:00pm ( 逢星期六 )
隊        費：$40/ 每月
負責同工︰廖樂鳴 (Esther Miss)
備　　註：報名表格可於本會所索取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四分隊
宗　　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角度，同

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
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隊　　訓：我兒啊 ! 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剛強起來。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
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摩太
後書 2 : 1-2)

活動內容：聖經知識、急救知識、繩結、步操、體能
訓練、遠足、露營、軍樂、水上活動 、烹
飪、集郵、工藝及各類興趣活動等                                                                                                                    

對　　象：初級組 8 – 12 歲男童
　　　　　中級組 11 – 18 歲男童
集隊時間：3:00pm-5:30pm ( 逢星期六 ) 
隊        費：$30/ 每月
集隊地點：佐敦會所
負責同工：袁惠儀 (Circle Miss )
備　　註：報名表格可於本會所索取

九龍第 1068 旅小童軍
內　　容：童軍禮儀、紀律訓練、集體遊戲、小組活

動 ( 每月不同主題 )、手工、步操、旅行等。
集會時間：2:30pm-3:45pm ( 逢星期六 )
集會地點：佐敦會所 
對        象：5-8 歲　　　　　　
收　　費：＄100/ 每季
收表日期：會所辦公時間內
面試日期：另行通知
負責同工：謝金燕 (CoCo Miss) 、劉俊傑 ( 傑 Sir)、
                    劉芷茵 (Yannie Miss)
備　　註：1.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所索取；

2.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請於報名時
申報。

西九龍第八女童軍隊  
內　　容：透過基本步操訓練、團隊合作訓練

及多元化的集會內容，讓參加者認
識女童軍運動。

活動包括：露營、宿營、遠足、手工藝、急救、
繩藝紮作等

集會時間：2:00pm-4:00pm ( 逢星期六 )
集會地點：佐敦會所 
對        象：10-15 歲女童　　　　　　
收　　費：$30/ 每月
收表日期：會所辦公時間內
面試日期：另行通知
負責同工：姚依琦 (Kay Miss)

備　　註：報名表格可於本會所索取

會所制服小組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招募服務提供者。
The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Jordan Centre is recruiting service 
providers for various training programmes.

工作內容：各類型的興趣課程。
Position: Instructor for Different Training Programmes
工作地點：本會所、油尖旺區。
Location: Jordan Centre, Yau Tsim Mong District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或學校假期，一般以課程每節為 1 小時。
Working Hours: Mon-Sat; 1-1.5 hr per session 
(depending on the classes)

資歷要求：各項訓練程序服務提供者需擁有相關資歷或工作經驗
Requirements: Relevant qualifications or working experience

備註：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時，將要求申請進
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P.S. Sexual Conviction Record Check (SCRC) is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s undertaking child-related work or work relating to MIPs.

有興趣的朋友請將履歷及相關資料傳送到本會所電郵 
jordan@ymca.org.hk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81 1411 與本會所職員聯絡。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with resume 
and relevant documents to jordan@ymca.org.hk. For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27811411.

訓練程序服務提供者招募告示
Service Providers Recruitment Notice

訓練程序服務提供者招募告示
Service Providers Recruitmen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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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共有五大制服小組︰西九龍第
八小女童軍隊、西九龍第八女童軍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四分隊、香港基督
女少年軍第二分隊及九龍第 1068 旅
小童軍團，透過上述制服小組可以培
養青少年責任，發展身心，貢獻社會
及培養他們不同的興趣，服務地區。



- 服務使用者意見欄 Feedback-
本會所致力提供完善及優質的服務，歡迎各服務使用者向本會提出對本會所任何的意見、稱讚或批評，
並將意見表投入本會所意見箱內。
Jordan Centre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excellent service. We welcome your suggestion and 
comments on our service. Feel free to write back the feedback form.

　會友姓名 (Name)： 聯絡電話 (Tel)：

 本人之意見 (Comments)：
　　　　　　　　　　　　　　　　　　　　　　　　　　　　　　　　　　　　　　　　　

　　　　　　　　　　　　　　　　　　　　　　　　　　　　　　　　　　　　　　　　　

　　　　　　　　　　　　　　　　　　　　　　　　　　　　　　

【所有資料 絕對保密 Al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若你對會所服務有任何意見或申訴，歡迎選用以下任何一種方法向我們表達 :
You can express your opinions through these channels:
1. 向當值職員直接表達對本會所服務的意見或申訴，並請留下聯絡資料以便跟進處理； 

Talk to the Duty Officer directly and leave your contact for follow-up.
2. 致電本會所主任表達意見或申訴； 

Make a call to the Centre-in-charge.
3. 填寫【意見郵柬】(JDSQS15_APP01) 

　　【投訴郵柬】(JDSQS15_APP02) 或直接去信予本會所主任； 
Submit Opinion Form (JDSQS15_APP01) or Complaint Form (JDSQS15_APP02) available at the counter.

4. 電子郵件：jordan@ymca.org.hk 
( 請留意：電子郵件在傳送途中可能會被第三者截取 ) 
Send email to jordan@ymca.org.hk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e-mail transmissions are susceptible to 
interception by third parties)

5. 如你感到本會所未能妥善處理你的意見和提議，歡迎填寫意見郵柬、投訴郵柬或直接去信本會機構傳訊及
市場拓展科；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構傳訊及市場拓展科收 
If you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you may appeal to the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Marketing 
Section Department,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ddres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Marketing Section,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23 Waterloo 
Road, Kowloon

備註：如屬意見的表達，會所主任經商討後於三十個工作天內處理，並回覆跟進結果。
如屬申訴的表達，會所主任於接獲後七天內聯絡申訴者，親自了解情況，並於十四個工作天內處理申訴。
Remarks：For opinions, the Centre-in-charge will give you a reply within 30 working days of receipt of 
your suggestion.
For complaints, the Centre-in-charge will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the complainant in person within 7 
working days of receipt of the complaints  and handle the issue within 14 working days after discussion. 
All complaints will be dealt with expeditiously.

會友意見及回應
Suggestion/Feedback World at a glance 

Tina Chan, Youth Representative, The Council of YMCAs of Hong Kong 

2019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Youth Forum

In 1945, the UN established ECOSOC as one the six main organs. It advanc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ffers a unique global meeting point for productive dialogues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sectors.

With the aim to collect the views from the youth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Youth Forum was started in 2012. Youth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vided the platform to
gather in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o engage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youth 
delegates, policymaker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share ideas on how to 
advanc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8 – 9 April this year, our youth member Ms. Tina Chan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delegates to represent the World 
YMCA to attend the Youth Forum, with the theme on 
“Empowered, Included and Equal”. The 20 members YMCA 
delegation led by Mr. Carlos Sanvee, Secretary General of 
World Alliance of YMCA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with UN official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delegates to exchange idea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and its impacts on young people.

To achieve a better and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or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re set by the UN in 2015. In the youth forum, the following 5 SDGs 
were discussed:

Goal 4 Quality Education: Ensure both girls and boy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equal access to technical or
tertiary education.

Goal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ustain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and at 
least 7% GDP growth per annum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romote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decent job creation etc.

Goal 10 Reduced Inequality: progressively achieve and sustain income growth of the 
bottom 4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at a rat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s well as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of all.

Goal 13 Climate Action: Strengthen adaptive capac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in all countries,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in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improve edu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daptation, impact reduction and early warning.

Goal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death rates everywhere, especially on children;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With the mission to strengthen youth leadership and expanding the global horizon for the 
youths,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World YMCA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o engage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exchanges, as we believe our young lea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working with the YMCA movement to contribute in achieving the SDG by 2030.

多謝您的寶貴意見！
Thank you for your valuable comments!
如需本會所作出回覆或跟進，請填妥意見欄內之姓名及聯絡電話。
本表格所收集私個人資料，只作反映、回覆及跟進用途，個人資料，絶對保密。本會就跟進閣下意見
後銷毀其個人資料。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in this form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on, reply, 
and follow-up. All personal data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will then be destroyed after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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