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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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1日(週四)

上午9:30-11:30
禮堂1-3

介紹2018年1-3月份活動，會員即場

報名活動，及獲派轉贈物資。
/ /

2 奶粉轉贈
4歲以下兒

童之家長

12月19日(週二)

上午10:30-12:30
中心 4歲以下兒童之家長可憑會員證及身份證領取奶粉4罐。

先到

先得
/

3 保護兒童講座 家長
1月9日(二)

09:30-11:00

活動室1-

2
讓你了解保護兒童及正向管教的方法，拉近與子女的距離。 / /

4 因型施教 家長

1月15日-1月29日

 (逢週一，共3節)

上午9:30-11:00

MCS

讓你深入認識九型型格，了解自己及孩子的型格，

從而按自己及孩子的型格去管教！

*由本機構服務顧問及資深家庭服務社工王德玄先生講解

8 $15

5 家居維修你要知 家長

1月19日-2月9日

(逢週五，共4節)

晚上7:00-8:30

活動室
  由專業的師傅教你如何在家中進行家居修理，油漆，門鎖安裝，

櫃門較，防火膠板更換，水喉，電力安全常識。
8 $20

6 天使義工隊-進階篇 家長

 2月13日-3月27日

(2月20日除外)

上午9:30-10:30

(逢週二，共7節)

 活動日期: 3月24日(週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1:00

活動室2

 聚集一班喜歡做義工的你成為天使義工，

一起學習如何舉辦活動 ！

(*1.參加者完成兩期訓練(初階篇及進階篇)將可獲義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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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名 /

7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 家長

3月5日至3月19日

 (逢週一，共3節)

上午9:30-11:00

MCS

了解處罰孩子的效用，處理孩子過失時原則，以及不同的處罰方

法！

*由本機構服務顧問及資深家庭服務社工王德玄先生講解

8名 $15

8
 「親子溝通方程式」

講座
家長

3月7日(週三)

上午 9:30-11:00

活動室1-

2

父母想拉近與子女的距離，減少隔膜，以及促進親子關係，達到延

續對話的效果，你們便需學習適當的方法，與子女保持有效溝通！
30名 /

10 家庭繽紛樂 家庭
3月24日(週六)

上午10:30-12:00
待定

由一班受過訓練的義工與你們一起唱歌，一起玩遊戲，

一起製作小食等！大家快快一起來收禮物，一起來享受家庭樂！
50名 $10

11 天使義工隊-友誼篇 家長
3月27日(週二)

上午10:00-11:00

活動室1-

2

已成為天使義工隊的你，期待我們的再聚，一起談天說地，聯誼一

番！

(曾參加過訓練的婦女)

10名 /

12 最緊要好玩 小學家長

1月17，24，31，

2月7日(三)

10:00-11:30

活動室1

在小組中，與其他組員學習玩桌上遊戲，鼓勵親子藉桌上遊戲，建

立與子女的親子時間。

(*出席3節或以上的家長，將獲得桌上遊戲一份)

8名 $5

13 兒童親子教育課程
幼兒至初小

家長

3月15，22日；

4月12，19，26日；

5月3，10，17日(四)

9:30-11:15

禮堂1-3
每週一課、每課五十分鐘，十週完成。其中包括了用餐、短講及足

夠時間讓來賓完成及討論相關問題。
10名 $20

14 親子廚房 I - 初小篇 K.3-P.2家庭
2月22日(四)

10:00-11:30
禮堂1-2 在農曆新年期限，與子女一同參與親子廚房，製作美食。

5對親

子
$10

15 親子廚房 II - 高小篇 P.3-P.6家庭
2月22日(四)

14:30-16:00
禮堂1-2 在農曆新年期限，與子女一同參與親子廚房，製作美食。

5對親

子
$10

16 照片說故事 家長

1月8，15，22，29日；

2月5，12日(一)

16:00-17:00

禮堂1-2

學習使用手機拍攝的基本技巧，拍攝與生活有關的事物。

(15/1及22/1 為外出拍攝日，在觀塘區中拍攝不同的照片)

* 部份作品將用於製作本年基層主日製成品作義賣

10名 $10

17 初小功課輔導班(二) 小一至小三 活動室1 12名 $145

18 高小功課輔導班(二) 小四至小六 活動室2 12名 $145

 

家

長

/

家

庭

活

動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名  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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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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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物品交換日：

3月14日(週三)

上午10:30-下午12:30

物品收集時段︰

21/2, 23/2, 26/2,  28/2,

5/3, 7/3, 9/3, 12/3

(逢一、三、五)

上午10:30-12:30

50名二手物品交換市集(三)

1月8日至3月23日

 ( 2月15日至2月24日除外)

(逢一，三，五，

共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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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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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幼兒英文班(一)

1月9日-3月20日

  (2月14日至2月26日除外)

(逢週二，共10節)

下午4:00-5:00

20 幼兒英文班(二)

1月9日-3月20日

(2月14日至2月26日除外)

(逢週二，共10節)

下午5:00-6:00

21 初小英文班(一) 小一至小二

22 中小英文班(一) 小三至小四

23 高小英文班(一) 小五至小六

24 親親大自然outing 小四至中一
1月13日(六)

11:00-17:30
待定 體驗大自然景色，到郊外地方BBQ。 15名 $20

25 遊戲小達人 小一至小三

1月12，26日；

2月29，23日；

3月9，23日(五)

17:00-18:00

禮堂3-4

透過製作不同的手工藝及桌上遊戲，配以故事，

讓小朋友從小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出席達80%或以上，將獲得桌上遊戲一份)

10名 /

26 幼兒爵士舞班(三) K2至小一

1月23日-3月6日

(2月14日至2月26日除外)

(逢週二，共6節)

下午 2: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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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名 $60

27 愛團圓團拜 小四至中一
2月24日(六)

14:30-17:30
禮堂1-5 在農曆新年節期，同來感受新年氣氛。 / /

29
約拿家 & 以撒家

@青少年團契
小四或以上

逢週六

14:30-17:30
禮堂1-5

透過活動包括唱歌、遊戲、故事及手工藝，

教導少年人正向思維，從小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並建立良好的品格。

/ /

/ $30028
Mission Camp 2018

熱血生命營
小四或以上

7月20日(五)至7月23日(一)

(四日三夜)

營前活動：6月23，30日；

              7月7，14日

     營後活動：7月29日；

                      8月15日*

 [營前及營後活動時間：

14:30-17:30]

*鼓勵家長一同出席

保良局

北潭涌

渡假村

透過參與四日三夜的營會，讓小朋友體驗群體生活，建立個人品

格：團隊合作，自制，勇氣及憐憫。同時，學習領袖，與人溝通技

巧。

(每名參加者已由服務處津貼$300，有經濟困難，可與同工聯繫。)

 

兒

童

興

趣

/

成

長

活

動

1月6日-3月 17日

 (2月17日除外)

(逢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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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學

習

活

動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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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

10名

K2至K3 10名禮堂

$50

(另收按

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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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