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支站會員持有效會員證，在開放時間到中心報名活動(上午10:30-12:30及下午2:30-5:30)。

             中心活動地點或有更改，請在活動當天留意中心門外通告或向職員查詢。

             如會員不清楚是否已續會，請致電查詢 (2342-3710)。

對 象 日期/時 間 地 點 內 容 名額 費用

1
會員茶聚及

活動報名日
家長

9月22日(週五)

上午9:30-11:30

活動室1-

3

介紹2017年10-12月份活動，會員即場

報名活動，及獲派轉贈物資。
/ /

2 文物探索之旅 親子
11月25日(週六)

上午8:00-下午4:00
尖沙咀

早上到黃埔參與親子義工活動，

一起享用午膳後，下午參觀尖沙咀文物探知館。
50 /

4 齊賀聖誕派對 家庭
12月19日 (週二)

下午6:00-8:30
禮堂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歡迎大家一起來普天同慶，

一起來唱詩歌，

一起來玩遊戲，一起來收神祕的聖誕禮物！

50 $10

6
「猜猜畫畫」家長藝

術小組
家長

10月11、18、25日

(逢三，共3節))

上午09:30-11:00

活動室
在日常的生活中，以不同的藝術元素體驗輕鬆的

時間。
8 $10

7
「孩子學習有妙法」

家長講座
家長

9月19日(週二)

上午9:30-11:00
待定 教授家長教導孩子學習的方法及情緒管理。 30 /

9 天使義工隊-初階篇 家長

10月24日-12月5日

(逢週二，共7節)

上午9:30-10:30

活動室

 聚集一班喜歡做義工的你成為天使義工，

在人群中獻出少少的綿力，但可造就大大的祝福！

(*1.若參加者完成兩期訓練將獲義工證書以及$50現金券以示鼓勵

2. 歡迎未完成兩期訓練的你繼續參加)

7 /

10 「衣櫃大變身」講座 家長
11月8日(週三)

上午10:00-11:30
活動室

由專業導師分享如何將家中平時穿開的衣服

重新配搭，變得煥燃一新！
40 /

11 初小功課輔導班(二) 小一至小三 活動室1 12 $150

12 高小功課輔導班(二) 小四至小六 活動室2 12 $150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5

8 /

$10

小組內容：認識情緒的內涵、了解影響孩子情緒的因素、處理孩

子情緒的原則和技巧。

(導師：本會服務顧問及資深家庭服務社工王德玄先生)

第1節小組(2/11)，請家長於上午9:15在中心集合，

職員將帶領參加者前往MCS，

其後2節小組(9/11、16/11)請家長自行前往MCS*

MCS

(創紀之城

3期6樓)

11月2、 9、16日

(逢四，共3節)

上午9:30-11:00

10月9日至12月15日

(逢一，三，五，

共 30節)

下午4:00-6:00

由導師指導學生中、英、數各科功課。

( *請留意: 1.倘出席率未達80%，將不接受

下一季度之申請     2.舊生可優先報名 )

8

10

美食製作愛好者進修廚藝，跳出生活圈子，

與人分享入廚心得，一展才能。

( 12,19,26/10 ) 參加者烹調個人拿手菜式，由專業導師指導烹飪

方法和技巧，提升廚藝。

( 1/11 ) 到太子參觀「家家廚房」，認識如何以健康、有機、無

添加方式，帶出食材的真味，

以「平靚正」方式煮得健康。

禮堂

名  稱

/3 家庭

很多家庭都會積存了一些用不著但又「棄之可惜」的東西，

由於家居空間不多，遇到大掃除的日子難免將物品棄掉。

現邀請大家一起互相分享資源及重用，歡迎你們將家中的二手物品捐出與其他家

庭交換，

一起實踐環保生活！

 

 *當你捐出物品後可獲換領分券(上限為100分)，

可於14/12持換領分券來換取其他物品

物品類別及換取分劵︰

1.衣服(5分/件)  2.鞋(10分/對)  3. 背包袋(20分/個)  4.玩具(5分/件)

物品要求︰七成以上新淨及能夠使用

  *其他物品需由工作員作出批核

活動室

交換日：

12月14日(週四)

上午10:30-下午12:30

物品收集時段︰

20/11, 22/11, 24/11,

27/11, 29/11,

1/12, 4/12, 6/12, 8/12

(逢一、三、五)

上午10:30-12:30

50二手物品交換市集(二)

家長廚藝提升工作坊

 

家

長

/

家

庭

活

動

家長
「成為孩子的情緒教

練」家長小組

10月12、19、26日、

11月1日

(逢四，共4節)

上午9:30-11:30

2017年 10-12月 基支站活動消息

已續會之會員，請於開放

時間到中心領取會員證。
*持有效會員證方可報名活動/領取轉贈物資



對 象 日期/時 間 地 點 內 容 名額 費用

14 幼兒英文班(一)

10月19日-12月12日

(逢週二，共10節)

下午4:00-5:00

15 幼兒英文班(二)

10月19日-12月12日

(逢週二，共10節)

下午5:00-6:00

16 初小英文班(一) 小一至小二

17 中小英文班(一) 小三至小四

18 高小英文班(一) 小五至小六

19 幼兒親子唱遊小組

學前幼兒

(1歲至3歲)

及家長

10月17日-12月19日

(逢星期二，共10節)

上午10:30-11:15

訓練室1
幼兒與家長一起參與，以小組形式一起唱遊、做

小手工，促進親子關係及刺激幼兒各方面發展。

10對

親子
$75

20 創意扭波工作坊 小一至小六
10月14日(六)

上午10:30-11:30
禮堂 義工與參加者一起扭波製作不同有趣的形狀。 20名 /

21 兒童圖書天地 親子

10月12、26日、

11月9、23日、12月7、

21日

(逢週四，共6節)

上午10:00-11:30

活動室3
家長持會員證借用「書包圖書館」兒童圖書，

與孩子分享閱讀的樂趣。
/ /

22 幼兒爵士舞班(二) K2至K3

2017年10月31日-

12月5日

(逢週二，共6節)

下午 3:00-3:45

禮堂

學習爵士舞，發展小朋友運動及協調能力。

*請留意: 1.參加者請穿著合適的衣服及運動鞋上堂(輕便為主，如

穿裙必須穿著Legging。)

2. 將於10/12社區嘉年華裏表演

10 $60

23
約拿家/以撒家

@youth zone

小四至中三

學生

逢週六

下午 2:30-5:30
禮堂

透過活動包括唱歌、遊戲、講故事及手工藝，

教導小朋友正向思維，從小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並建立良好的品格。

/ /

24
青少年團契

youth zone @KTMC
小五或以上

逢週六

下午2:30-5:00
禮堂1-5

在團契中，學習信仰並透過不同的活動包括唱歌、

遊戲、故事、手工藝等，教導年青人正向思維，

學習正確的價值觀，並建立良好的品格。

/ /

禮堂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20

參加者每月1次與義工哥哥姐姐一起唱英文歌、玩英文遊戲及閱

讀英文書藉，培養英語學習的興趣!

*第1次活動(21/10)，請家長與小朋友於上午10:00在中心集合，

職員帶領家長與小朋友前往MCS，

家長於12:00接回小朋友

其後2次活動(18/11、12月)請家長自行接送小朋友前往MCS)*

MCS

(創紀之城

3期

6樓)

10月21日、11月18日、

2018年1月(待定日期)

(逢六，共3節)

上午10:30-12:00

名  稱

10名

K2至K3
透過有趣的英語遊戲，讓小朋友學習英文，

同時培養小朋友對英語的學習興趣。

免費

$50

(另收按

金$50)

小一至小六趣味英語同樂日13

10 $50

 

兒

童

興

趣

/

成

長

活

動

10月7日-12月 30日

 (10月28日,11月25日

及12月2日除外)

(週六，共 10節)

初小：上午9:30-10:30

中小：上午10:30-11:30

高小：上午11:30-12:30

透過英語學習活動，教授學生英語及協助學生改善英文程度。

(*請留意: 1. 另收按金$50若參加者出席達80%

可獲退回按金$50

2.  倘出席率未達80%，將不接受下一季度之申請

3.按金不設找贖   )

禮堂

注意事項

1. 參加者報名參加活動前，需詳閱活動資料，

報名前請查看是否所有活動日期均能出席。

2. 參加者請準時出席活動，逾時不候。

3. 如參加者未能出席活動，請在活動前請假。。。

**未有請假之缺席者 或未能達8成出席率 之參加者，將不接受下季活動之報名。

4. 活動期間職員將會拍照及錄影，有關相片及錄影片段，只用作宣傳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