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 - 2021年8月

活動通訊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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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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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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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及發展性活  

動、到校服務   

 

社會工作員  林淥棻小姐 * 

負責課餘託管、輔導服務、義工小組及  

兒童成長及發展性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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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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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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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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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參加2021年暑期活動 

會員 

持有效會員證 

（至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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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非會員可於「公開報名

日」到本中心報名 

 

 

 
 

 

 

登記及報名須知：   

 

1.  持有本中心 2021-2022 有效之會員才可以於 Google Form 進行登記，請提早進

行續會。  

2.  登記後，本中心會以登記時間的先後次序分配報名日的報名時間。  

3.  已登記的會員於報名日前四個工作天，收到本中心 Whatsapp/SMS 形式通知報名時

間。 

4. 每位會員可報 15項活動（包括所有班組、家庭、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5.  如閣下未能如期到本中心報名，可委托家人或朋友代勞，或預先填好活動報名

表及準備相關支票，遞交中心辦理。  

6.  不可擅自更改報名日期及時間，亦不可轉讓別人。  
 

 

 

 

 

 

 

 

 

 

 

 

 

 

 

 

 

 

 

暑期活動報名： 

網上登記日期： 

18/5/2020(二)下午 6時正  

至 

31/5/2020(五)下午 5時正 

優先報名日期： 6/6/2020(日)下午 2 時開始 

省時報名安排 

為節省報名時間，本中心為已抽籌的會員預先收取報名表，並於報名當日按照閣下

籌號的先後次序報名，閣下無須於報名日於本中心內輪侯。唯閣下須以劃線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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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費，並且必須每個活動獨立填寫一張支票，閣

下可於 2021 年 6 月 8 日 (二 )下午 2 時後到中心領回收據及查詢報名情況。  

以Whatsapp/SMS形式通知報名時間 



申請活動方法及注意事項 

 

A. 先向中心索取報名表格，填寫有關資料（十八歲或以下參加者，必須由家長簽名同意，方

可參加活動）。 

B. 本中心之活動及課程不設留位及電話報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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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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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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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天氣情況下之活動安排及中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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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內發出  
酌情舉行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酌情舉行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內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內發出     

如當日上午六時十五分 

或後曾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酌情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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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斷

活動後，中心將致電家長通知有關情況，並安排家長於合

適時間內接回參加者。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正常關閉情況下仍未除下 # 

接受服務人士應繼續留在中心內，中心將致電家長安排於

合適時間內接回參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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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情舉行 ~ 須視乎當時情況及天氣預則。參加者可於班組、或活動舉行前一小時，致電中心查 

           詢有關安排。 

備註：因天氣影響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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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營地活動則視乎該營地負責機構是否退款予本中心，有關安排會以短訊通知。 

 

 

 
 如從八號或以上風球改掛三號風球時，中心將會在三小時內重新開放。 

 如在每一節（上午 10:00-下午 12:30；下午 12:30-6:00 及晚上 6:00-8:30）開放前 2 小

時，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紅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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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負責同事：林 Miss 及 李 Miss 

 

彩虹託管成長服務 
 

 

 

 

針對外出工作的家長無暇照顧子女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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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兒童自我照顧的能力，養成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3. 協助解決學習上的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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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茶點 

2. 功課輔導 

3. 個人指導及輔導 

4. 成長及德育故事活動 

5. 參觀及旅行 

6. 電影欣賞 

7. 體育活動 

8. 興趣小組 

 

費用 ：$1100(每月)2021年 4月生效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下午 3時半至下午 7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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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託管時間將提早由下午 2:30至 5:30)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時間  星期六  

3:30-4:00pm 進入中心  8am-9am 進入中心  

4:00pm-7pm 功課輔導  9am-11am 功課輔導  

5:30pm-5:45pm 茶點時間  11am-12nn 閱讀 /玩具時間  

6:15pm-7pm 閱讀 /活動成長小組  12nn-1pm 等候家長 /自行離開  

7pm 等候家長 /自行離開    
  

注意事項 

1. 如託管生需要在學校假期及星期六於中心午膳，請自備費用。 

2. 社署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及有意就業／接受培訓的（綜援）受助人，提供課餘託管收費減免

計劃，豁免全費或減免半費資助。有需要者可向職員查詢詳情。  

新生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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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雙職家庭或父母須外出

工作者優先。 

4. 面試成功後，才繳交費用。 

託管服務宗旨 



 

 

 

 

 

 

 

 

 

 
 

 

日期：2021年 7月 19日(一) – 8月 27日(四) 

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班：9:00am – 12:00pm 

                  下午班：2:00pm – 5:00pm 

                  全日班：8:00pm – 6:00pm 

      *星期六 8:00am – 1:0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費用：上午/下午班費用 $1,800 

      全日班收費      $2,750 

 

*上述費用已包括茶點、功輔、小組活動費用；   

*只包星期一至五的茶點。 

 

 

新生報名須知 

1. 名額有限，現正就讀之託管生可優先報名。 

2. 新生如欲申請向職員查詢及填寫託管申請表。 

3. 參加者須接受面試，職員會 6月 30日或之前以電話方式聯絡面試。 

4. 面試及簡介會將會於 7月 2日(五) 晚上 7時正進行。 

5. 面試結果會即時通知；面試成功後，才繳交費用。 

 

暑期託管時間表 

班別 時間 /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全日班/

上午 

08:00 – 09:00                進入中心 / 自由活動 

09:00 – 10:00 成長小組活動 功課輔導 9–11am 

10:00 – 12:00 功課輔導 自由活動 11-12nn 

12:00 – 13:00 全日班午膳 等待家長接走 

全日班/

下午 

13:00 – 14:00 自由活動  

14:00 – 16:00 功課輔導 

16:00 – 17:00 成長小組活動 

17:00 – 18:00 等待家長接走 / 離開 

*備註： 

如因個別原因或惡劣天氣下而缺席及取消之課堂，將不獲補堂/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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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日託服務每月最多可申請四次。暫託服務申請次數不限。 

 



安徒生會
包威信中心

九龍41旅
小童軍幼童軍
成員招募

加入流程：
①到中心填寫申請表
②等待面試通知
(幼童軍面試為⑧月)

  小童軍
 

對象：4.5-6.5歳 (男女均可)
地點：本中心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1-2pm
費用：毎月$20 
内容： 
- 考取進歩章 
- 學習不同技能
- 透過集會及集體活動訓
   練紀律及團體精神,
   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負責職員：馮MISS

 幼童軍
 

對象：7.5-12歳(男女均可)
地點：本中心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 3：30-5：30pm
費用：毎月$20 
負責職員：李MISS
内容： 
- 考取興趣章 
- 戸外活動 (如:宿營、遠足及參觀) 
- 學習不同技能 (如:繩結、野外定向等) 
- 透過集會及集體活動訓練幼童軍的紀律
  及團體精神，並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聯絡方法：
電話：23386820
小童軍：馮MISS
幼童軍：李MISS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
宏暉樓地下1-7號



 
 
 
 

 
   
 
 
 

 
 

鳴謝: 

兒童探索體驗團 

21J001 

日期： 11/7/2021 (日) 

地點： D Park 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 

時間： 2pm-5pm 

對象： 6-12歲家庭 

名額： 20個家庭 

費用： $50/位 (暫定) 

負責職員： 余 Ms. 

內容： 

到訪兒童博物館，一個充滿挑

戰性和趣味性的學習體驗館，

讓兒童在遊戲中學習，從而學

習保護環境的方法，發揮想像

和創作力，並運用不同的感官

來學習和探索。 

備註： 
包交通、入場費。請準時於 2pm

到富美街橋底集合上車。 

 

一杯子的承諾 
(杯子製作工作坊) 

20J002 

日期： 31/7/2021 (六) 

地點： 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 

時間： 2pm-5pm 

對象： 6-14歲家庭 

名額： 12個家庭 

費用： $20/位 (暫定) 

負責職員： 余 Ms. 

內容： 

透過杯子故事，鼓勵家人要互

相尊重和愛護。教授以手捏的

方式創作陶器杯子，發揮創意，

培養專注力，最後將燒製好的

杯子互相送贈家人。  

備註： 

每位參加者均可以製作一隻杯

子，活動結束後杯子會送回工

場燒製，稍後通知到中心領取。 

 



廚餘紮染小作坊 
21J004 

日期： 21/7/2021(三) 

時間： 2pm-4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20 (暫定) 

負責職員： 李 MS. 

內容： 

透過活動讓小朋友認識及體驗

廚餘紮染，並了解香港的廚餘問

題，從中思考如何從自己開始實

行源頭減廢，保護環境。 

備註: 
請自備圍裙，並於當天 2pm準時

到達中心。 

 

                                                                                                                                                                                                                 
 

  Avengers assemble! 
21J003 

日期： 19/7/2021(一) 

時間： 
A組：10:30am-12pm 

B組：2:30pm-4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名額： 每組 15人 

費用： $20 (暫定) 

負責職員： 林 MS. 

內容： 

活動需要小朋友一起合作完成體

能、解難能力、溝通能力的挑戰。

透過比賽，讓小朋友明白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長處。同時，學習與他

人溝通和協調，與小伙伴一起為

團隊付出，完成共同的目標。亦藉

此讓小朋友體現努力不懈，全力

以赴的精神。 

備註: 

小朋友需在家中完成延續任務，

並發送到中心手機。 

成功挑戰的小朋友可獲豐富禮

物。 

 

鳴謝: 

愛護動物專員 

21J005 

日期： 23/7/2021(五) 

時間： A組：10am-12pm、B組：2pm-4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A組:6-8、B組：9-12 

名額： 每組 20人 

費用： 全免 (暫定) 

負責職員： 林 MS. 

內容： 

透過領養動物中心的義工分享，讓小

朋友學習如何與小動物相處，並了解

香港動物被遺棄的情況，培養愛護小

生命的價值觀。小朋友可在活動中親

親小動物。 

備註: 

活動完結後，可參與繪畫比賽，由工作

員選出 3幅優秀作品，並製作成貼紙，

派發給區內居民，以宣揚愛護動物的

訊息。 
 



    

療癒人生-流體畫工作坊 

21J007 

日期： 28/7/2021(三) 

時間： 
A組：2pm-3pm 

B組：3:30pm-4:30pm 

地點： 本中心 (ZOOM) 

對象： 6-12歲 

名額： 45名 

費用： $20 (暫定) 

負責職員： 林 MS. 

內容： 

活動中會與小朋友聽故事，玩

流體畫，學習欣賞自己、愛自

己，培養小朋友自我肯定的價

值觀。藝術沒有分對與錯，而流

體畫正正與一貫的畫畫方式很

不同，即使沒有藝術天分也能

創作出獨特且美麗的畫作！ 

備註: 

活動以 ZOOM形式進行，請自備

可以使用 ZOOM 的設備 (需要

有網路攝影機及咪高峰)。活動

前七個工作天，本中心將聯絡

家長到中心領取材料包及通知

活動的 ZOOM登入 ID及密碼。 

 

環保小先鋒 
21J008 

日期： 4/8/2021(三) 

時間： 2pm-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9-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全免 (暫定) 

負責職員： 馮 MS. 

內容： 

透過工作坊讓小朋友從生活細

節中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

透過活動加強小朋友對環保的

意識及責任感，鼓勵小朋友一同

愛護環境。 

備註: 請於當天 2pm 準時到達中心。 

 

鑑證小先鋒 – 指紋鑑證 

21J006 

日期： 29/7/2021(四) 

時間： 2pm-4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8-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20 (暫定) 

負責職員： 李 MS. 

內容： 

透過活動讓小朋友認識鑑證科

學，並體驗指紋鑑證的方法。從

活動中，訓練小朋友的邏輯思

維、觀察及分析能力。 

備註: 請於當天 2pm 準時到達中心。 

 

鳴謝: 



 

 

 

  
鳴謝: 

航拍 360 

21J009 

日期： 6/8/2021(五) 

時間： 2pm-5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8-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100 (暫定) 

負責職員： 馮 MS. 

內容： 

學習全面的航拍機知識及安全操

作技術，訓練應變能力及眼力，培

養專注力。培養小朋友遙控電子

科技的技能，學習航空知識、飛行

科技及安全飛行意識。 

備註: 請於當天 2pm準時到達中心。 

 

Climbing Kids 

21J010 

日期： 12/8/2021(四) 

時間： 1pm-5pm 

地點： 柴灣 Just climb 

對象： 6-12歲 

名額： 24名 

費用： $100 (暫定) 

負責職員： 馮 MS. 

內容： 

活動由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教練

帶領，讓小朋友在安全的情況下

體驗攀登樂趣，除了消耗大量體

能外，過程中亦可訓練小朋友的

思考力、判斷力及專注力，更能透

過運動訓練小朋友立目標，挑戰

自我，學會面對失敗，建立成功

感，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獨立解

難能力，勇於面對各個挑戰。 

備註: 

*請先進食午餐，帶備水及毛巾 

*費用已包括租借攀石鞋、場地租

用及教練費 

*請穿著運動服 

*請於當天 1pm 準時到達中心 

*自備口罩替換 
 

礦石奧秘 

21J011 

日期： 13/8/2021(五) 

時間： 9:30am-1:30pm 

地點： 馬鞍山探索館 

對象： 6-12歲 

名額： 24名 

費用： $50 (暫定) 

負責職員： 林 MS. 

內容： 

透過導賞活動，帶領小朋友走訪礦

村、宗教建築及礦場遺址，從中認

識馬鞍山礦場的歷史，探索香港歷

史遺產。亦會親身體驗礦工採礦的

工作，讓小朋友對礦工的工作有更

深的體會，欣賞礦工的付出，並藉

此培養小朋友刻苦耐勞的精神。 

備註: 

請於當天 9:30am 準時到達中心。

自備充足食水、防蚊防曬用品，穿

著輕便服裝及波鞋。 
 

鳴謝: 



    

鳴謝: 

Board Game Channel 
21J012 

日期： 17/8/2021(二) 

時間： 2pm-4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40 (暫定) 

負責職員： 李 MS. 

內容： 

透過桌上遊戲作為媒介，讓小朋友

在遊戲的過程中能強化解難能力。

同時，透過活動提升小朋友的溝通

和協作能力，學習團隊精神。活動

亦會讓小朋友對桌上遊戲的認識，

從而增加他們閒時的活動。 

備註: 請於當天 2pm 準時到達中心。 

 

星空探索之旅 
21J013 

日期： 24/8/2021(二) 

時間： 2pm-4pm 

地點： 本中心 (ZOOM) 

對象： 8-14歲 

名額： 20名 

費用： $30 (暫定) 

負責職員： 李 MS. 

內容： 

透過活動讓小朋友學習天文知

識，並透過觀星入門講座及使用

模擬星空軟件等活動，讓小朋友

一起認識奇妙的宇宙。 

備註: 

活動以 ZOOM 形式進行，小朋友

請自備可以使用 ZOOM 的設備 

(需要有網路攝影機及咪高峰)。

活動前三個工作天，本中心將以

Whatsapp 形式通知活動的 ZOOM

登入 ID及密碼。 

 



 
 

 
 
 
   
 
 
 
 

 

益生菌的一生 
21P009 

日期： 5/8/2021(四) 

地點： 本中心 (ZOOM) 

時間： 11am-12nn 

對象： 6-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10/位 

負責職員： 馮 MS. 

內容： 

透過 Zoom 參觀益力多廠，提升小朋

友對益力多的認識，建立良好的飲

食習慣。 

備註： 

活動以 ZOOM 形式進行，成功報名者

將於活動前三天收到 zoom活動連

結。 

 

「故事鬆一鬆 」 
21P006 

日期： 
2020年 7月 8日至 

2020年 8月 26日 (逢四) 

地點： 本中心 (ZOOM) 

時間： 4:00pm-4:45pm 

對象： 6-12歲 

名額： 20名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 余 MS. 

內容： 

讓小朋友可以放下功課壓力，一起聽

故事， 學習好品德、同理心及情緒

管理。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m8j3MMB6WFWrASiu6 

備註： 

活動以 ZOOM 形式進行，成功報名者

將於活動前三天收到 zoom活動連

結。 

 

法律小先鋒(網上版) 
21P007 

日期： 29/7/2021(四) 

地點： 本中心 (ZOOM) 

時間： 5:00pm-6:00pm 

對象： 就讀小二至小四學生 

名額： 20名 

費用： 免費 

負責職員： 余 MS. 

內容： 

透過故事《守承諾的義犬》，了

解老公公與小狗如何遵守彼此的

承諾。如何遵守彼此的承諾。 

備註： 

活動以 ZOOM形式進行，成功報名

者將於活動前三天收到 zoom活動

連結。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26r7EmJq9D

UJpR9y7 

 

小杯子奇遇記 
21P005 

日期： 26/6/2021(六) 

地點： 本中心  

時間： 2:00pm-5:00pm 

對象： 6-12歲 

名額： 15名 

費用： $50 

負責職員： 余 MS. 

內容： 

與協興惠保的義工一起經歷小杯

子不尋常的旅程，並將小杯子製

作出來送贈給心愛的家人。 

備註： 
準時 2pm 到達中心，未能出席者

要繳付活動差額$200。 

 

https://forms.gle/m8j3MMB6WFWrASiu6
https://forms.gle/26r7EmJq9DUJpR9y7
https://forms.gle/26r7EmJq9DUJpR9y7


2021 年暑期興趣及學習班 
 

語言智能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 請自備書寫文具及筆記簿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T010 
精英英文 

補習班 
活動室 8 

升小三

至 

升中一 

$520  3/7/2021 - 21/8/2021 11:00 - 12:00 

導師重點教授英語文法知識，並透過模擬

練習，指導小朋友在測驗及考試中常犯的

錯誤。 

 

資深導師：趙 Ms. 

逢星期

六 

21T011 
*趣味英語 

文法班(高級) 
閱讀閣 8 

小四至

小六 
$680  3/7/2021 - 21/8/2021 12:30 - 14:00 

小朋友普遍對學習英語文法感到困難及恐

懼。本課程以有趣、活潑的方式教授，加

強小朋友的理解，打好文法基礎。 

 

導師：李 Ms. 

逢星期

六 

21T013 
*趣味英語 

拼音班(高級) 
閱讀閣 8 

6 歲或

以上 
$600  3/7/2021 - 21/8/2021 14:00 - 15:00 

英文串字，單靠生硬背誦，很難把生字牢

牢記住。本課程由淺入深，以有趣活潑的

方式教授英語拼音及正確的發音，提升小

朋友誦讀英文及串字的能力。 

導師：李 Ms. 

*資深全職英文導師 

*畢業於海外英國大學，曾修讀 ESL 教學

課程 

*曾於多間教育機構教授幼兒、兒童 

「Phonics」、英語文法等 

逢星期

六 

21T014 
*趣味英語 

拼音班(中級) 
閱讀閣 8 

6 歲或

以上 
$560  3/7/2021 - 21/8/2021 15:00 - 16:00 

逢星期

六 

21T015 
*趣味英語 

拼音班(初級) 
閱讀閣 8 

6 歲或

以上 
$520  3/7/2021 - 21/8/2021 16:00 - 17:00 

逢星期

六 

21T012 
*趣味英語 

文法班(初級) 
閱讀閣 8 

小一至

小三 
$680  3/7/2021 - 21/8/2021 17:00 - 18:30 

逢星期

六 

21T016 英文四項全能訓

練班 
閱讀閣 11 

升小二

至 

升小三 

$825  12/6/2021 - 21/8/2021 11:00 - 12:00 

課程包括聆聽練習，教授表達技巧、語文

知識、閱讀技巧及寫作訓練，讓學生能作

全面學習。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逢星期

六 

              



              

21T017 
英文呈分試班 活動室 11 升小六 $1,100  12/6/2021 - 21/8/2021 12:00 - 13:30 

本課程以提升學生數學科在校呈分試成績

及表現為原則。課堂強調答題竅門，導師

針對不同類型的問題指出不同問題的應答

技巧，讓學生取得更高分數。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逢星期

六 

21T018 數學呈分試班 活動室 11 升小六 $1,100  12/6/2021 - 21/8/2021 13:30 - 15:00 

21T019 
升小一預備班 閱讀閣 10 升小一 $700  2/8/2021 - 13/8/2021 16:45 - 17:45 

小朋友升讀小一可謂關數重重，此課程是

一個機會讓幼兒接觸陌生人、陌生的環

境，從中學習應對、自處、禮儀等社交技

巧，及早適應升小一的上課模式。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逢星期

一至五 

 

科學探索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 *請自備書寫文具及筆記簿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03 機械動物園 電腦室 5 7 - 12 $420  26/7/2021 - 30/7/2021 13:00 - 14:00 

課程主要運用電子機械零件、教授

學生製成機械動物，讓大家深刻認

識其身體各部份和活動關節的秘

密。內容包括機械蜘蛛和機械老

虎。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04 夾玩童樂抓娃機 電腦室 5 7 - 12 $420  26/7/2021 - 30/7/2021 14:15 - 15:15 

抓娃機十分流行，隨處可見，與其

花了錢可能也夾不到，那不如自己

動手做一部抓娃機。課程主要是裝

拼塗繪的視藝設計，並非以製作電

動機械為主調。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05 
建築模型創作 電腦室 5 7 - 12 $420  26/7/2021 - 30/7/2021 15:30 - 16:30 

導師利用設計精美、色彩豐富的珍

珠板 3D 立體模型素材，教授拼合和

改裝多款聞名世界的建築物，製作

屬於自己的立體模型，趣味性與藝

術感兼備，訓練學員的動手技能和

觀察能力。內容包括夢幻別墅、巴黎

鐵塔、中式建築群等。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科數智能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 *請自備書寫文具及筆記簿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06 桌遊派對樂 電腦室 5 8 - 12 $350 9/8/2021 - 13/8/2021 13:00 - 14:00 

本課程精心挑選了數款桌遊，同學

們不但能從中訓練溝通技巧，更能

學習如何與別人合作!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07 棋趣天地 電腦室 5 6 - 12 $350 9/8/2021 - 13/8/2021 14:15 - 15:15 

本課程旨在讓小朋友在暑假中接觸

最少五款棋類，教授基本玩法、棋

局、籌謀佈局、對奕等，好讓他們對

各種棋藝都有基本認識。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08 
邏輯推理王 電腦室 5 7 - 12 $350 9/8/2021 - 13/8/2021 15:30 - 16:30 

本課程透過圖片、益智遊戲等有趣

小問題來訓練小朋友的邏輯推理能

力及觀察力,,令小朋友可以享受從

遊戲中學習並開發潛能。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09 記憶力培訓

班 
電腦室 5 7 - 9 $350 16/8/2021 - 20/8/2021 13:00 - 14:00 

本課程會向參加者介紹如何善用大

腦記憶的原理，並透過輕鬆、有趣的

記憶培訓遊戲幫助他們增強記憶力。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10 
司儀口才培

訓班 
電腦室 5 6 - 10 $350 16/8/2021 - 20/8/2021 14:15 - 15:15 

本課程旨在讓小朋友在學習中認識

自我，透過生動有趣的互動遊戲及

角色扮演幫助小朋友發揮創意、提

升說話及表達能力，從中增強臨場

應變技巧及對外界事物的敏感觸覺

及分析力。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11 小領袖大培

訓 
閱讀閣 5 7 - 12 $350 16/8/2021 - 20/8/2021 15:30 - 16:30 

本課程讓參加者能聆聽同儕的意

見、分析每個決定的利弊和管理自

己與同學的心理等。通過不同團體

遊戲和邏輯思考模式的訓練，參加

者可以慢慢培養出領袖的才能。 

*課程與現代小學士合作 

星期一至五 

 

  



 

視覺藝術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12 繽紛創意畫班 電腦室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3:00 - 14:00 

課程著重不同畫具和材料的互相配

合，如吹噴畫、塗印畫、刮畫等，

同時教授光暗對比，混色之技巧，

達至美觀的藝術效果。此外，更讓

學生發揮無限創意，拼出一幅幅具

思考性的拼繪作品，啟發他們在創

作上的自主性，引導學員表達對生

活事物的認知、感受，以及自己的

內心世界。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13 
迷你海底世界 電腦室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4:15 - 15:15 

本課程包括教授飼養小型魚，使用植

物，田螺，沙石和微生物等構成不需

清潔水中資源再生的生態系統。完成

課程後學員可擁有親自創作自然生

態的小小水族箱（包括魚及素材）。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14 小小時裝設計

師 
電腦室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5:30 - 16:30 

課程旨在培訓學員成為初級的時裝

設計師，以公仔時裝呎吋為基礎，

教授他們時裝設計的基本概念，設

計草圖，學習簡單的剪裁及縫知

識，並藉以啟發學員的創意思維，

熟習工藝知識，對身上的衣服製作

更深認識。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21N015 皮藝革新創作

坊 
電腦室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6:45 - 17:45 

近年皮革手作十分流行，不少人都希

望親自製作獨一無二的小型皮具，一

展所長。此課程包括製作精美刻花匙

扣、實用筆袋、皮包等。 

*課程已包相關教材乙份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五 

 

美食天地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 請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16 
特色東南亞

風味 
廚房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5:00 - 16:00 

東南亞不僅是旅遊熱點，更是美食天

堂。若能在家中親自烹調，製作一些

心意餽贈朋友，則別有一番風味。課

程包括: 1.泰式菠蘿什錦炒飯 2. 越南

札肉炒粉絲 3. 炸物串小拼盤 4. 馬拉

椰絲綠豆糥米餅 5. 王子三色冰 6. 印

尼千層糕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

五 

21N017 
小廚神大比

拼 
廚房 5 6 - 12 $420  2/8/2021 - 6/8/2021 16:15 - 17:15 

課程導師會先教導小朋友烹調競賽主

題，然後進行比賽，讓小朋友親自對

菜式作出品評，最終競逐成為小廚

神。課程內容包括: 

1. 日式彩虹便當 2. 滋味意大利麵 

3. 英式紳士下午茶 4. 歐陸風情薄餅

等 

*課程與教育中心合作 

星期一至

五 

  



  

運動潛能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 請自備食水及穿運動裝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02 跆拳道 舞蹈室 8 6 - 15 $560  3/7/2021 - 21/8/2021 10:30 - 12:00 

跆拳道是韓國一種傳統武術，可以自

衛，是有效的帶氧運動。可提高學員的

處事能力、自信心、增強體力，控制體

重。 

*導師：正道館周耀亮教練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黑帶五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五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中級教練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區域副總教練 

逢星期六 

模型製作 每班名額 8 名小朋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地點 堂數 對象 費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注 

21N018 
 BB 戰士模

型班  
閱讀閣 1 7 - 12 $120 26/7/2021 10:30 - 11:30 

BB 高達雖然身型矮小但更細緻。課

程教授基本模型製作技巧，透過拼砌

細小模型組件，訓練手指靈活和集中

力。 

*課程已包一盒正版模型 

星期一 

21N019 
鑽石積木 

街景班 
閱讀閣 1 6 - 12 $120 26/7/2021 11:45 - 12:45 

透過用鑽石積木砌出街道景物，提高

小朋友想像力和手指協調性。 

*課程已包兩盒《街景系列》積木 

星期一 

                      此為本中心熱門班組              此為本中心新開設班組 

注意事項:  

1 *此興趣及學習班為中心長期班組，5/6/2021-12/6/2021 舊生優先報名，15/6/2021 方接受公開報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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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不設留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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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有興趣班內容會按實際情況有微調，而不會事前通知。 



     
 

語言智能                              每班名額 8 名  / 備註：請自備筆記及文具。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堂數 對象 
活動

費用 
開始日期 完結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21T020 
精英英文 

補習班 
活動室 13 小三至小六 845 4/9/2021 27/11/2021 

11:00-

12:00 

導師會重點訓練小朋友的英文文

法及答題技巧，並按不同年級的程

度，提供不同學校的試卷作操練，

從中指出小朋友常見的錯誤，讓小

朋友為學校的測驗和考試作準備，

提升英語能力。  

*由資深託管導師趙 Miss 任教 

逢星期六 

 

21T021 
*趣味英語文法班(高

級) 
閱讀閣 13 小四至小六 1105 4/9/2021 27/11/2021 

12:30-

14:00 

小朋友普遍對學習英語文法感到

困難及恐懼。本課程由資深導師以

有趣、活潑的方式教授，加強小朋

友的理解，打好文法基礎。 

*由資深英語導師李安如任教 

逢星期六 

 
21T022 

*趣味英語文法班(初

級) 
閱讀閣 13 小一至小三 1105 4/9/2021 27/11/2021 

17:00-

18:30 

21T023 
*趣味英語 

拼音班(高級) 
閱讀閣 13 6-12 歲 975 4/9/2021 27/11/2021 

14:00-

15:00 
英文串字，單靠生硬背誦，很難把

生字牢牢記住。本課程由資深導師

以有趣活潑的方式教授英語拼音

及正確的發音，提升小朋友誦讀英

文及串字的能力。 

*本課程以每年 9 月至翌年 8 月為

一級 

*由資深英語導師李安如任教 

逢星期六 

 

21T024 
*趣味英語 

拼音班(中級) 
閱讀閣 13 6-12 歲 910 4/9/2021 27/11/2021 

15:00-

16:00 

21T025 
*趣味英語 

拼音班(初級) 
閱讀閣 13 6-12 歲 845 4/9/2021 27/11/2021 

16:00-

17:00 

 

 

 

*興趣班公開報名日為 2021年 8月 16日(一) 



 
運動及藝術                                                備註：請自備食水及穿著運動服裝或跆拳服。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地

點 
堂數 對象 

活動費

用 
開始日期 完結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21N020 跆拳道 舞蹈室 13 6-15 歲 910 4/9/2021 27/11/2021 10:30-12:00 

跆拳道是韓國一種傳統武術，

可以自衛，是有效的帶氧運動。

可提高學員的處事能力、自信

心、增強體力，控制體重。 

 

*導師：正道館周耀亮教練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黑帶五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五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中級教練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區域副總教

練 

逢星期六 

 

 

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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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不設留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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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班 
 

本中心會根據學員的程度以專人 (達八級鋼琴或以上的老師 )教授彈奏技巧及樂

理知識，並建議學員考核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 (1-8 級術科 )。有興趣報

讀之會員可隨時報名，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對    象： 5 歲或以上中心會員  

上課地點：中心鋼琴室  

負責職員：馮 Ms. 
 

上課時段： 

班別 可選擇時段 導師資歷 

星期一 

3:00pm-7:00pm 

李 Miss 

 

-八級鋼琴 

-資深教授鋼琴

導師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2:30pm-4:00pm 

*所有時段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報名，本

中心會保留所有決定之最終決定權。 

 

收費表(每堂計算) 

級數 級數參照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時間 收費 

(每堂) 

初級 基礎班至一級 30分鐘 $105 

45分鐘 $150 

中級 二級至三級 30分鐘 $125 

45分鐘 $190 

高級 四級至五級 45分鐘 $210 

特級 六級至以上 60分鐘 $295 

 

 

 

 

 

 

 

琴室租用服務 

本中心附設鋼琴租用服務，歡迎各會員租用鋼琴練習。 

1. 對    象: 5歲或以上中心會員 

2. 租用時段: 逢星期三 上午 11時至下午 6時 

3. 費    用: 每半小時$15 (中心會員) 

4. 每次只限小朋友一人進入琴房練習(除幼稚園會員

需由一名家長陪同。) 

琴班需知  

 

1.  按每月堂數繳交費用，參加者

需於每月月尾繳交下一個月費

用。  

2.  鋼琴班將按小朋友修讀之鋼琴

級數收取費用 (例如小朋友現

修讀 2 級鋼琴，本中心將收取

2 級課程之費用 )。  

3.  已報名的學員如因個人原因請

事假，家長需提前七日之前致

電 /親臨中心請假及遞交通知

信 (不接受 Whatsapp 請假 )，否

則會作缺席論，缺席者不設補

課及退款，且每兩個月只可請

事假一次。  

4.  請假月份計算： 1-2 月， 3-4

月，5-6 月，7-8 月，9-10 月、

11-12 月  

5.  病假則例外，但須附上醫生紙

證明，方可補課，否則只作缺

席論。  

6.  退出者須於下一個月十四日前

通知中心，否則仍須繳交下一

個月之費用。  



青年義工小組

對象： 12歲以上青少年
地點： 本中心
日期： 逢星期六
時間： 3pm–5pm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林Ms
內容： 
 1. 學習活動程序設計、帶領活動
 及照顧兒童之技巧。
 2. 探索社會時事，建立對社會的
 承擔感，培養領導才能。
 3. 學習關心別人及建立同理心。
備註︰ 凡有興趣參加之會員可先
   填寫申請表，稍後約見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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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開放 

 職員年假  8月 28日至 8月 31日 
 刊印數量：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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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6820

*此為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之義工登記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