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2022年7-8月活動通訊

包威信中心經費由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
Operation cost of Diana Boyd Wilson
Centre is fund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本機構是以「安徒生會有限公司」名義註冊之慈善機構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地下1-7號    
電話：23386820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於 1985年成立，並由社會福利署資助。中心致力配

合黃大仙區居民需要，推動社區共融。我們也透過

優質的故事服務、輔導服務、課餘託管服務及啓發

性的教育和康樂活動等，發揮兒童的潛能，使他們

身心得到均衡發展，享有健康、愉快及充實的童年。 

 

我們的目標  

1. 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支援  

2. 協助兒童及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以平衡發展，盡顯潛能  

3. 協助家長了解父母的正確角色和家庭對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讓子女能夠    

在健康及快樂的環境下成長  

4. 鼓勵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服務對象 

6-14 歲之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  

 

中心活動內容   

 

1.  課餘託管服務   

2.  輔導服務  (輔導小組、個案輔導 ) 

3.  兒童成長小組  

4.  人際關係及德育發展小組   

5.  制服小組  (小童軍及幼童軍 ) 

6.  親子活動及家長座談會   

 

 

7.  義工及領導才能訓練小組  

8.  大型及戶外活動   

9.  興趣班   

10.  學習班   

11.  初中生功課支援服務  

 

 

 

職員介紹   
 

中心主任  余慧源女士 *  

負責中心行政及督導工作、輔導服務、

企業合作活動、家長教育工作  

 

社會工作員  魏麗香小姐 *  

負責輔導服務、幼兒園到校服務  

 

社會工作員  黃予晴小姐 * 

負責課餘託管、輔導服務、兒童成長及

發展性活動、義工小組及到校服務  

 

社會工作員  張翠恩 * 

負責推行「悅讀新視野」、「喜閱小幼

苗」計劃到校服務，到校服務  

 

* 為註冊社工  

 

 

助理文員  鍾啟健先生  

負責文書、會計、活動報名及查詢工作  

 

課程發展主任  馮𤦬 淇小姐  

負責小童軍、學習班、興趣班、到校服

務及推行兒童成長及發展性活動  

 

活動幹事  李衍蔚小姐  

負責幼童軍、課餘託管、到校服務及推

行兒童成長及發展性活動  

 

中心職工  黃蘭香女士  

負責中心一般雜務及清潔工作  

 

 

 



我想參加2022年暑期活動 

會員 

持有效會員證 

（至2023年3月31日） 

於2022年7月9日前 

續證/申請會員證 
會員證過期/非會員 

於指定期間到Google 

Form 登記 

按Whatsapp/SMS上指定的時間到中心/使用FPS交費 

 

 

 

 
 

 

 

 

登記及報名須知：   

 

1.  網上登記申請將於 2022 年 7 月 9 日早上 11 時正開始至 7 月 19 日晚上 7 時正。  

 

2.每位小朋友必須填寫獨立的報名表  (家庭活動除外 ) 

 

3.已成功錄取的參加者在 2022 年 7 月 21 日 (四 )，將陸續收到由本中心發放之活

動確認信息，並於指定時間到中心繳 /使用 FPS交費用。  

 

4.報名前必須成為本會本年度 22-23 年有效之兒童會員或家長會員，才可參加本

中心活動。  

 

 

 

 

 

 

 

 

 

 

 

 

 

 

 

 

 

 

暑期活動報名： 

網上登記日期： 
2022 年 7月 9日早上 11時正

至 7月 19日晚上 7時正 

以Whatsapp/SMS形式通知交費時間 

歡迎使用轉數快 (FPS)繳付費用，使用方法： 

 

1) 選擇電話號碼  (包威信中心 : 6202 9613)   

2) 確認收款人資料、輸入轉帳金額，然後於訊息欄填寫會員姓名及活動編號  

3) 完成交易後請截圖，並將截圖 WhatsApp 至 62029613，以便發出收據。  



會員入會及會員福利 

中心現正進行會員大招募，凡續會及新入會者可豁免兩位家長的入會費，並自動成為

本會會員，但家長須注意在繳交子女的入會表格時，要連同家長的入會申請表一同遞

交，以便享用有關優惠。 

 

續會  / 入會資格  

基本會員： 6-14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優惠會員：申領綜援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  

家長會員：本中心基本會員之家長  

 

入會手續  

帶備相片一張及費用 $29。填寫會員申請表格（ 14 歲以下申請者須由家長簽署同意書），

繳費後將即時享用會員福利，有關會籍須每年更新。  

 

會員費用  

1.  基本會員費用 $29（如其中一名子女申請入會，可豁免兩位家長入會費）  

2.  綜援家庭可獲免入會費，但需帶備有關綜援之證明文件到本中心辦理入會手續。（如

在申請會員證後才獲綜援資助，本會不會退還有關費用。）  

 

會員福利  

1.  可使用中心康樂設施（包括玩具、遊戲棋…等）  

2.  可獲中心定期寄上最新的活動通訊一份  

3.  可於中心內免費借閱報紙雜誌及圖書  

 

圖書外借服務  

為鼓勵會員多閱讀，中心為會員提供優質圖書借閱服務。  

借閱時間為期一星期。希望大家共享閱讀樂趣。  

 

社區共享服務  

1. 玩具及課本循環再用計劃  

本中心鼓勵循環再用達到環保目的，歡迎大家將全新、性能良好或完整的玩具及書本  

(課本 /補充練習 ) 捐贈予本中心，再轉贈予有需要人士。  

 

2. 漂書服務  

參加者只須向中心職員登記便可於本中心的「漂書閣」自行取

閱漂書，不需預約。參加者閱讀完書籍後，可自行交回書籍到

本中心的辦事處，再將書籍放漂。  

 

中心玩具櫃  

中心「 MY 書櫃」 

中心漂書閣  



申請活動方法及注意事項 

 

A. 本中心之活動及課程不設留位及電話報名。 

B. 安徒生會竹園中心之會員亦可以會員優惠價參加本中心各項活動，但須另外填寫會員申請

表，但不用繳交費用。 

C. 請各會員留意所參加的活動之日期及時間（本中心不會另行通知），繳費後，本中心概不

接受任何個人理由之退款、轉班或轉名之申請。（除本中心取消外）。 

D. 報名者請準備正確的付款數目，以便繳交所須的報名費用（歡迎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寫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包威信中心」或『HANS ANDERSEN CLUB LTD –Diana Boyd Wilson 

Centre』。 

 

 

參加者需知 

1. 所有參加者須遵從中心職員、導師或義工的指示進行活動，任何未經本會同意的行為，因

而導致在活動中有任何意外或受傷，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2. 特殊情況下，本中心有權更換導師、上課時間及地點，請學員自行依照課程簡介所列之日

期及時間上堂，如活動及班組有任何更改，本中心會透過短訊通知，請確保閣下提供正確

的手提電話號碼。 

3. 凡已參加本中心之興趣班、學習班學員可優先報讀新一季的課程。 

4. 所有參加者必須合符有關活動之資格；一般活動以先到先得或抽籤為取錄原則。如需個別

面試，本中心會於通訊上清楚說明，有關結果會透過短訊通知。 

5. 特殊情況下，本中心有權更換導師、上課時間、地點及形式(如 Zoom)，請學員自行依照課

程簡介所列之日期及時間上堂。 

6. 繳費後，本中心概不接受任何個人理由之退款、轉班或轉名之申請。（除本中心取消外）。 

7. 所有興趣班內容會按實際情況有微調，而不會事前通知。 

 

退款須知 

1. 因天氣影響、導師或本中心行政影響而須取消的活動，將會順延或取消。未能舉辦的活動

會按個別情況安排退款。 

2. 退款者必須出示有效之收據辦理退款手續。凡取消之活動及課程，請於指定時間內，憑收

據到本中心退款，逾期則無效，退款手續需時約一個月。 

3. 如活動因疫情影響而取消，本中心會先扣除所需行政費後才安排退款。 

 

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處理： 

申請人於填寫申請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參加活動之聯絡、統計及日後宣傳活動之

用，本會將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作機密處理，申請人有權聯絡本會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

如欲查詢或取得有關個人資料，必須以書面向本中心申請索取。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特殊天氣情況下之班組、活動及中心開放安排 

 

                  各項服務 

天氣情況 

中心班組及戶

內活動 
*戶外活動 **野外活動 

水上活動 

(包括船河) 

雷暴警報      

一號風球   
酌情舉行 

 

三號風球 
 

*(幼兒活動除外) 
   

 

八號風球或以上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酌情舉行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內發出     

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於中心舉辦的活動會繼續舉行，戶外活動會因應情況而決

定繼續舉行或即時停止，但以參加者之安全為重。 
 

 ~ 繼續進行  /   ~ 取消或延期 

* 戶外活動 ~ 指參觀、日營、度假營等 

** 野外活動 ~ 指野營、遠足、旅行等 

*** 當紅色暴雨警告懸掛，而活動照常進行時，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讓子女繼續參加班組/ 活動，

唯若參加者缺席活動，本中心將不會另行補堂及退款。 

 

備註：所有受八號風球或以上/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影響的課程不會另行補堂及退款，琴班除外。活動或

小組則視乎情況而定改期或取消。 

 

 

 

 
 如從八號或以上風球改掛三號風球時，中心將會在兩小時內重新開放。 

 如在每一節（上午 10:00-下午 2:00 及下午 2:00-7:00）開放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風球仍然懸掛則本

中心在該節會關閉，而原定舉行之活動亦會順延或取消。 

 

中心開放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地下 1-7 號    電話：23386820 



對象：雙職父母或缺乏家人照顧的

兒童。 

負責同事：黃 Miss 及 李 Miss 

查詢：2338 6820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彩虹託管成長服務 
 

 

針對就讀小一至小六的學生，父母外出工作而無暇照顧子女，舒緩家長照顧子女的壓力，讓孩子在安

全的環境下得到適當的照顧，並可解決功課疑難及學習成長上各方面技能，(包括身體、智能、情緒、

同理心、解難、社交及藝術等)各方面都得到均衡的發展。 

 

目標 

1. 讓兒童在安全的環境下得到適當的照顧 

2. 培養兒童學習的主動性，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3. 培養閱讀興趣 

4. 培養兒童正確的價值觀、品德素質、情緒智能及社交技巧 

 

服務內容 

1. 功課輔導 

2. 個人指導及輔導 

3. 成長及德育故事活動 

4. 康體活動 

5. 節日慶祝活動 

6. 旅行及戶外活動 

   

費用 ：$1150(每月)  
疫情期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下午 2時半至下午 5時半 

*星期六：上午 8時至下午 1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服務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時間  星期六  

2:00pm-2:30pm 閱讀 /玩具時間  8am-9am 進入中心  

2:30pm-5:30pm 功課輔導  9am-11am 功課輔導  

5:00pm-5:30pm 閱讀 /溫習時間  11am-12nn 閱讀 /玩具時間  

5:30pm 等候家長 /自行離開  12nn-1pm 等候家長 /自行離開  

  

 

 

 

 

 

 

 

報名須知 

1. 如欲申請，請先填寫託管服務申請表； 

2. 參加者須接受面試； 

3. 服務將優先為缺乏家人照顧的兒童，例如父母須外出工作優先。 

4. 低收入家庭，可申請費用減免。 

日託及暫託服務 

目 的 ︰ 家長在緊急的情況下可為孩子申請一日式暫託服務。 

申請方法： 參加者必須為中心會員，請於 24小時或之前向中心申請及繳費。首次

申請者必須由社工面見並填妥服務表格。 

服務對象： 小一至小六之小學生  

收 費 ： 

 

服務細則： 

日託：$100星期一至五 (10am-6pm)；星期六 (8am-1pm) 

暫託：每小時$40 

日託服務每月最多可申請四次。暫託服務申請次數不限。 

 

託管服務宗旨 



 
 
 

 
 
   
 
 
 

 
 

鳴謝: 

香港故事之夢想建築師 
22J001 

日期： 23/7/2022 (六) 

地點： 
香港樂高探索中心(K11 musea)

及 天際 100 

時間： 1:45pm-6:30pm 

對象： 6-14歲家庭 

名額： 70人 

費用： $170/位 (大小同價) 

負責職員： 余 Miss 

內容： 

親子一起到訪樂高積木樂園，運

用積木砌出獨一無二的「建築

物」，引發無限創意。樂園內有

本港著名的建築地標，讓兒童了

解香港不同建築物。 

最後到訪天際 100，於高空俯瞰

有關建築物的座落位置及觀賞

其建築特色。 

備註： 
請帶備水，準時 1:45pm 到富美

街橋底集合上車。 

 

親子互動戲劇體驗黃昏營 
22J002 

日期： 13/8/2022 (六) 

地點：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時間： 2:15pm-10pm 

對象： 6-14歲家庭 

名額： 54人  

費用： $100/位 (大小同價) 

負責職員： 予晴 Miss 

內容： 

讓參加者 享用營地康樂設施，

享受黃昏燒烤的樂趣。此外加

插故事劇場遊戲，學習家人相

處之道，增進彼此的溝通和了

解。  

備註： 

請帶備防曬、防蚊用品及雨具，

準時 2:15pm 到富美街橋底集

合上車。 

 

親子互動戲劇體驗營 
22J003 

日期： 21/8/2022 (日) 

地點：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時間： 8:45am-4:30pm 

對象： 6-9歲家庭 

名額： 54人 

費用： $70/位 (大小同價) 

負責職員： 余 Miss 

內容： 

透過營地活動，讓參加者 享用

營地康樂設施，舒展身心。此外

加插故事劇場遊戲，讓參加者

學習家人相處之道，增進彼此

的溝通和了解。 

備註： 

請帶備防曬、防蚊用品及雨具，

準時 8:45am 到富美街橋底集

合上車。 

 



夏之王者 
22J005 

日期： 16/8/2022 (二) 

時間： 2:3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及附近球場 

對象： 6-12歲 

名額： 16名 

費用： $10 

負責職員： 李 Miss 

內容： 

透過不同的運動遊戲，讓參加者

學習團體精神及互相合作，與朋

輩建立良好的關係。亦透過遊戲

中的比賽，讓參加者學習體育精

神。 

備註: 
請帶備防曬、防蚊用品，穿運動

服裝及運動鞋。 

 

  

  

航拍天地 
22J004 

日期： 15/8/2022 (一) 

時間： 2pm-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8-12歲 

名額： 15人 

費用： $150 

負責職員： 馮 Miss 

內容： 

此活動讓參加者掌握航拍機操作

技巧，進而能夠全面掌握航拍機

的使用與應用知識及安全操作技

術。 

 

鳴謝: 

變．變．變 

22J006 

日期： 18/8/2022 (四) 

時間： 10am-1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60 

負責職員： 馮 Miss 

內容： 

活動為小朋友提供學習魔術的機

會，讓他們能夠藉此向家人或朋友

表演，提升自信心及能力感，增加

與人溝通的能力。 
 

魚你有約 

22J007 

日期： 19/8/2022 (五) 

時間： 2pm-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60 

負責職員： 馮 Miss 

內容： 

透過飼養小魚兒培訓計劃， 從照

顧小動物的過程中，培養愛心， 

細心和耐性， 並學習珍惜生命。 
 



   

Board Game 急轉彎 

22J009 

日期： 22/8/2022 (一) 

時間： 10am-1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8-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60 

負責職員： 馮 Miss 

內容： 

讓參加者感受桌遊所帶來的樂

趣，除了玩平板電腦之外，桌遊也

是一種俱挑戰的另類活動，既可

以提升參加者的專注力又可以訓

練兒童的溝通及合作能力。 
 

物理奧秘小發現 
22J010 

日期： 25/8/2022 (四) 

時間： 2pm-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60 

負責職員： 馮 Miss 

內容： 

活動為參加者提供以科學爲專題

的玩具設計，主要讓參加者從日

常生活中應用科學理論， 提升創

意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鳴謝: 

小小脊醫 Salute! 

22J013 

日期： 30/08/2022 (二) 

時間： 10am-2pm 

地點： 挺直脊科中心 

對象： 6-12歲 

名額： 24名 

費用： $50 

負責職員： 予晴 Miss 

內容： 

透過體驗護脊遊戲「脊科學堂」、

「我是小脊醫」、「探究脊骨神經」

和護脊運動鍛鍊， 讓學童深入了

解脊骨神經健康的重要性，拒絕

做「低頭族」/「駝背」群。 

備註: 
請穿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帶足夠

飲用水。 
 



Take We Higher!歷奇之卷 
22J012 

日期： 28/8/2022 (日) 

時間： 9am-5pm 

地點： 上水展能運動村 

對象： 12-18歲 

名額： 15名 

費用： $110 

負責職員： 李 Miss 

內容： 

透過高結構歷奇體驗，讓青年人

突破自己的界限，挑戰自我，提

高自信心。亦從中學習互相鼓

勵，團隊精神的重要。透過討論

和反思，讓參加者整理當中的經

歷，啟發青年人把所學到和領悟

到的正向思維應用到生活中。 

備註: 

請帶備防曬、防蚊用品及雨具，

穿運動服裝及運動鞋，準時 9am

到中心集合上車。 

 

 

   

上鎖的房間 
22J008 

日期： 20/8/2022 (六) 

時間： 11:30am-2pm 

地點： 本中心、逃出香港－旺角 

對象： 12-18歲 

名額： 15人 

費用： $10 

負責職員： 李 Miss 

內容： 

活透過密室脫逃遊戲，讓參加者

學習團體精神及互相合作，與朋

輩建立良好的關係。讓參加者可

以從中學習細心觀察、大膽嘗試，

並運用觀察的資料進行多角思

考。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 

 

鳴謝: 



VR童盟!GO! 
22P009 

日期： 16/8/2022 (二) 

地點： 本中心 

時間： 11:00am-1:00pm 

對象： 6-12歲 

名額： 12名 

費用： $10 

負責職員： 李 Miss 

內容： 
透過 VR 遊戲體驗，認識不同媒介的科

技。 
 

「存保有機」桌遊大激戰 
22P008 

日期： 17/8/2022 (三) 

地點： 本中心  

時間： 11:00am-12:15pm 

對象： 6-10歲 

名額： 20名 

費用： $20 

負責職員： 余 Miss 

內容： 
透過桌上遊戲，讓兒童學習儲蓄

及正確運用金錢的慨念。 
 

西九文化探索之旅 
22P010 

日期： 27/8/2022 (六) 

地點： 西九文化區 故宮博物館/ M+博物館 

時間： 09:30am-1:30pm 

對象： 6-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50 

負責職員： 余 Miss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走訪西九文化區的建築

物，欣賞博物館內各具特色的展品。 

 

孩之寶故事遊戲體驗 
22P011 

日期： 28/7/2022 (四) 

地點： 童話夢工場 

時間： 4:00pm-5:30pm 

對象： 6-9歲 

名額： 10名 

費用： $10 

負責職員： 余 Miss 

內容： 
由孩之寶玩具公司的義工爲小朋友講故

事玩遊戲，體驗故事的樂趣。 

備註： 參加者須自行前往童話夢工場。 

 



 
 
 

 
 
   
 
 
 
 

 

悅讀新視野 (暑期高小篇) 
22G006 

日期： 25/7- 15/8(逢星期 一、三、五) 

地點： 本中心 

時間： 4:30pm-5:30pm 

對象： 就讀小三至小四的學生 

名額： 8名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 予晴 Miss 

內容： 

以社會資訊處理理論為基礎，輔

以繪本作媒介，提昇兒童品德素

質、情緒智能及社交技巧。 

備註： 

參加者的出席率需達 8成或以上，

如出席率低於 8 成，參加者需繳

付活動費用$100。 

 

悅讀新視野 (暑期初小篇) 
22G005 

日期： 27/7- 17/8(逢星期 一、三、五) 

地點： 本中心 

時間： 3:00pm-4:00pm 

對象： 就讀小一至小二的學生 

名額： 8名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 翠 Miss 

內容： 

以社會資訊處理理論為基礎，輔

以繪本作媒介，提昇兒童品德素

質、情緒智能及社交技巧。 

備註： 

參加者的出席率需達 8成或以上，

如出席率低於 8 成，參加者需繳

付活動費用$100。 

 



 



SQS服務質素標準 
 

本機構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並根據社會福利署所訂定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制定了相關之工作指引和服務

程序。現將有關服務質素標準詳列於下表。如對有關方面的執行及服務程序有任何意見或提問，歡迎向本

中心職員查詢及取閱有關文件，或將意見放入意見箱或電郵至 dbw@hac.org.hk 傳真：27943875 

 

標準一 服務資料  

服務單位確保裝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

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二 檢討服務政策和程序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正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

序。  
 

標準三 存備最新紀錄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紀錄。  
 

標準四 職務及責任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執行委員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

的界定。  
 

標準五 職員招聘及發展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

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標準六 搜集服務使用者意見  

服務單位定期策劃、檢討及評估服務的表現，並制定有

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就服

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七 財政管理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八 法律責任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標準九 安全的環境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

處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十 申請和退出服務  

服務單位確保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

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十一 評估需要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

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十二 知情權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在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

權利。  
 

標準十三 尊重私產權利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十四 尊重私隱和保密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保密權利。  
 

標準十五 申訴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

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受到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

得到處理。  
 

標準十六 避免侵犯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中心開放時間 

    時間 

星期 
上午 

10:00–12:30 

下午 

12:30–6:00 

晚上 

6:00–7: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上午 10:00-12:30 時段只提供報名及查詢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督印人：余慧源(中心主任) 

中心電郵：dbw@hac.org.hk     中心傳真：27943875 

機構綱頁：www.h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