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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飯堂 
食物援助服務 

   為區內人士提供以廉價熱餐為主的短
期食物援助服務，支援基層居民的基本生
活需要。 

服務對象： 

於深水埗區內有居住或工作有需要人士
及面對短期/緊急經濟困難人士或家庭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午餐 中午12:00-下午1:00 
晚餐 晚上 6:00-晚上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 

服務收費： 

$12 一餐熱餐 / $6 速凍餸餐 
(飯餐須預早訂購，速凍餸由惜食堂提供) 

營 



核心服務 

  照顧學童成長和學習需要， 
提供價格相宜的功課輔導服務。 

服務對象： 

深水埗區內的6至12歲學童(小學一至六年級)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3:00-晚上7:00 或  

下午4:00-晚上8:00 

(視乎小學上課安排調整) 

服務收費： 

月費由$850起，歡迎查詢 
(價格視乎每週上課日數及時數而定) 

餘 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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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針對學童較弱科目作個別指導，緊貼課程進度以鞏固學生基礎，
即時解答學生疑問，改善成績。  

日期 逢星期六（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  
英文科：上午 10:00-11:00   
數學科：上午 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每科最多兩組 
每組最多3名  

費用  
每小時$100 (按月收費)  
*現有報讀課餘託管學生可享
優惠價每小時$80*  

截止 
報名 

每月開課前一星期，
額滿即止  

備註  
1. 師生比例為1:3  
2. 須帶備相關科目書本、學校工作紙及練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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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專科補習 



核心服務 

兒暫託服務 

     為需要長時間工作、工時不穩定
的父母，或遇有突發照顧需要的家庭，提供
3至6歲幼兒暫託服務。 

服務對象： 

深水埗區內的３至６歲幼兒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下午7: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 

服務收費： 

每小時收費$20(每節最少兩小時) 

如有需要，可以$12訂購膳食 4 



核心服務 

療服務 

     以低廉價格提供中醫、西醫、牙
醫、推拿及物理治療，另有身體檢查和疫苗
注射服務等，歡迎查詢。 

服務時間： 

西醫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2時;下午4時至8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其他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及預約電話:2390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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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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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餘託管服務 
暑假期間由導師指導學童完成暑期作業，複習已有知
識，鞏固基礎。另設有趣味學習時段，教授學童課外
知識，如製作手工藝品、進行桌上互動遊戲，訓練學
童邏輯思維，強化社交技巧，發掘多元興趣。 

 時間 內容 

時段一 
10:00-12:00 功課輔導 

12:00-13:00 多元趣味學習 

時段二 
15:00-17:00 功課輔導 

17:00-18:00 多元趣味學習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及 
多元趣味學習 

7月19-30日 (共10天) $700 $850 

8月2-27日 (共20天) $1300 $1500 

7月19日至8月27日 
(共30天) 

$18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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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寶大志願 
暑期體驗之旅 

日期： 12/7/2021–20/8/2021(六個星期) 

時間： 上午10:00-5: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30 歡迎 

10:30-11:30 數數算算 玩轉英語 互動中文 百科大全 故事園地 

11:30-12:30 早操/團體遊戲/小組活動 

12:30-13:30 午膳 

13:30-15:00 休息 

15:00-16:00 

職業主題活動 

出色藝術家 堅毅運動員 小小記者 小小廚師 好奇冒險家 

16:00-16:30 茶點/分享時間 

16:30-17:00 玩具時間 

6月12日前優先報名全期活動， 
詳情可向職員查詢 

單日: $150      一星期(5天):$700     全期活動(共30天)$3500 

備註: 
*託兒人數比例1:7 
*茶點費用全免，午膳需另外收費:每餐$12 
*如不選擇於本中心訂餐，請自備午膳予幼兒 
*活動有機會按當日實際情況有所調動 
*7月24日及8月14日暫定為親子日 
*8月20日暫定為小寶寶結業派對 

 9 

透過不同職業主題的活動，讓幼兒從中學習及得到啟發，有助全面發展。 



暑期幼兒活動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升小一預備班 

內容 根據小學課程作為藍本，由淺入深教導，讓幼兒更容易適應小學課程。 

日期 
(逢星期一、三、四) 
7月12 至 8月23日 【共18堂】 

時間 下午3:30-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一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每月$1600【共18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8月18日不用上課 

妙趣小手工 

內容 
導師運用工藝材料，令幼兒感受到手工創作的變化和立體感，培養他們
的耐性，增加對使用工藝材料的認識和掌握。 

日期 
(逢星期一) 
7月12、19及26日;8月2、9及16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全期$480【共6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英語小跳豆 

內容 配合輕鬆有趣的故事及音樂，教授幼兒簡易英語單字，齊齊愉快學習。 

日期 
(逢星期一)  
第一期:7月5、12、19及26日 
第二期:8月2、9、16及23日 

時間 下午3:30-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4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每期$360【共4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英語遊樂故事園 

內容 
透過兒童故事教材，並加入主題遊戲及美勞，訓練幼兒說、演故事及閱讀
故事的能力外，讓幼兒快樂地學會簡單的英文單字及句子。 

日期 
(逢星期一)  
第一期:7月5、12、19及26日 
第二期:8月2、9、16及23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6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每期$360【共4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10 



幼兒通識百科(III)—恐龍霸權 

內容 
透過遊戲學習、藝術創作、簡單實驗等活動，讓幼兒全面了解各種知識；
小組帶同小朋友穿梭時空，回到恐龍世界，追尋曾經稱霸大地的王者！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6、13、20、27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健康小廚師 

內容 
教導幼兒煮食的烹煮技巧，讓幼兒全程參與製作色香味俱全的餐餚， 
於煮食中尋找樂趣。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13、20、27日；8月3、10、17日 

時間 下午3:30-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全期$540【共6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幼兒通識百科(IV)—太空旅行 

內容 
透過遊戲學習、藝術創作、簡單實驗等活動，讓幼兒全面了解各種 
知識；由太陽系出發，認識各種星球和宇宙中的神秘現象！ 

日期 
(逢星期二) 
8月3、10、17、24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幼趣學奧數 

內容 
教授學生認識數字，從而明白數字與數值之間的關係，引導學生主動思
考，教授不同運算技巧，讓學生掌握不同的數學概念。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15、22、29日；8月5、12、19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6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全期$540【共6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11 

暑期幼兒活動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幼兒水彩畫班 

內容 
主要以硬筆配合水彩教學，硬筆顏料主要學習基本繪畫技巧，運用不同
線條形狀作畫，同時學習簡單水彩繪畫技巧。 

日期 
(逢星期四)  
第一期:7月8、15、22及29日 
第二期:8月5、12、19及26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6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每期$360【共4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備註 請於上課時自備圍裙及手袖套 

幼兒畫畫工房 

內容 
課程透過硬筆顏料學習基本繪畫技巧，培育幼兒的表達技巧和創意外，
視覺空間感也得以發展。 

日期 
(逢星期五)  
第一期:7月2、9、16及23日 
第二期:8月6、13、20及27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4歲幼兒 名額 10名 

費用 每期$360【共4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暑期幼兒活動 

彩色怪獸 幼兒情緒小組 

內容 

小組以趣味遊戲為主，讓幼兒透過群體活動、競賽及合作遊戲、從中學
習接受自己及別人的不同情緒，學懂面對輸贏，藉此提升幼兒控制情緒
的能力。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22及29日，8月5、12日 

時間 中午12:00-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5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活動前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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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活動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賽車夢—遙控車駕駛訓練班 

內容 
現在小朋友也可以學習駕駛，甚至參加賽車了！參加者將在訓練班中
學習使用道路、交通規則，以及設計賽道、學習遙控車駕駛技巧和賽
車競速。 

日期 
(逢星期六)  
8月7、14、21、28日 

時間 下午3:15-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3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手動樂設計(I)—翱翔天際的飛機 

內容 
以「飛機」作主題，利用不同材料如輕木材、紙張、塑膠等，讓小朋
友設計各式各樣的飛機；在導師指導下，小朋友更可研發飛得更遠、
飛行時間更耐、材質更堅固的飛機。 

日期 
(逢星期六) 
7月10、17、24、31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8名 
費用 全期$3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手動樂設計(II)—航行汪洋的船艦 

內容 
興趣班以「船艦」作主題，利用不同材料如輕木材、紙張、塑膠等，
讓小朋友設計各式各樣的船艦；完成後更可嘗試在水面上試驗航行，
測試船隻能力。 

日期 
(逢星期六)  
8月7、14、21、28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8名 
費用 全期$3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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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家—小小室內設計師 

內容 
由設計裝潢、繪畫草圖，到收集材料、塑造模型，參加者將體驗室內
設計師的工作，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模型房屋。 

日期 
(逢星期六) 
7月10、17、24、31日 

時間 下午3:15-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8名 

費用 全期$3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暑假特備小組(I)—大玩特玩二次元 

內容 

「Pokemon」、「多啦A夢」、「食雞」等動漫、遊戲作品都是耳熟能
詳，小組會和參加者一起將不同作品的內容實現出來，利用當中的道
具、角色融入遊戲之中，讓小朋友全情投入、享 
受玩樂！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8、15、22、29日 

時間 下午5:30-6: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4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暑假特備小組(II)—綜合競技大比拼 

內容 
小組將由工作員帶領參加者進行不同的競技較量，當中包括球類、箭
藝、射擊等，令小朋友渡過一個健康又充滿活力的暑假。 

日期 
(逢星期四) 
8月5、12、19、26日 

時間 下午5:30-6: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4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暑期兒童活動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基礎羽毛球訓練班 

內容 
由羽毛球教練教授小朋友基本羽毛球知識及技巧，參加者將在課堂
中鍛鍊體能，學習發球、接球、擊球等技巧。 

日期 
(逢星期六) 
7月10、17、24、31 
8月7、14、21、28日 

時間 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 石硤尾屋邨羽毛球場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8名 
費用 全期$720 【共8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活動場地為戶外，如遇上惡劣天氣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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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本年度暑期活動於2021年6月12日(星期六)，下午2時正開
始接受報名；暑期活動(P.10-P.14)在報名日前暫不接受報名； 
 

2. 恆常班組如跆拳道、小結他等並非暑期活動，家長可提早為小
朋友報讀7、8月份課堂，惟部分名額會先留給現有學員續報； 
 

3. 所有活動均設有名額限制，如參加名額已滿，工作員會將報名
人士安排至後補名單；如有已報人士取消報名，將按後補名單
次序補上，工作員將個別聯絡家長，交款作實； 
 

4. 後補名單上之學員，如在暑期活動開課前7天未有收到工作員
致電，邀請家長到中心交款報名，均示作後補不成功，家長不
必致電中心查詢； 
 

5. 如已報名人士於開班前出現嚴重事故，如骨折、手術，或經醫
生證明不適合參加已報名之活動，本中心將安排參加者取回相
應款項； 
 

6. 如已報名人士因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影響，如強制隔離、強
制檢測以致未能出席課堂活動，本中心將安排參加者取回相應
款項； 
 

7. 已報名人士如非因上述原因而要求退班，必須於開課前14天申
請取消報名及退款，說明原因並需繳交相關證明；經中心批核
後，已報名人士可取回報名款項，但本中心需按每個退班活動
的費用收取25%作行政費(恆常活動報名後不設退款)； 
 

8. 如無合理原因，中心有權拒絕退班申請及退還相關款項； 
 

9. 所有暑期活動不設轉班或轉讓名額予他人(包括後補名額)； 
 

10. 本中心保留取消或變更各項暑期活動之決定權，其他報名條款
請參閱P.29之一般活動報名須知與封底的惡劣天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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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報名日 
及報名須知 



幼兒恆常活動 

基礎珠心算 

內容 
適合初次學習珠心算之學生。把數學概念化成實物及圖像進行數學 

運算。鍛鍊幼兒思維和邏輯能力，增強耐性及專注力。 

日期 

(逢星期三) 
5月5、12、26日 
6月2、9、16、23、30日 
7月7、14、21、28日 
8月4、11、18、25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8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需自備珠心算盤 

初階珠心算 

內容 
把抽象的數學概念，化成實物及圖像進行數學運算。讓幼兒可以在 

數學運算體會樂趣，鍛鍊思維和邏輯能力，增強專注力。 

日期 

(逢星期二) 
5月4、11、25日 
6月1、8、15、22、29日 
7月6、13、20、27日 
8月3、10、17、24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8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需自備珠心算盤 
2.只限已完成「基礎珠心算」之學生報讀 

幼兒鋼琴基礎課程 

內容 
課程以故事引導, 肢體律動, 歌唱, 小樂器合奏和多元感官遊戲等方式,
培養幼兒的音樂感, 啟發幼兒潛能和創造力。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29日 
6月5、19、26日 
7月3、10、17、24、31日 
8月7、14、21、28日 

時間 上午11:15-12:1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6名 

費用 每堂$10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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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Hip Hop舞班(星期五班) 

內容 
以節奏明快的音樂配合簡單舞步，提升參加者專注力、身體協調性、音

樂感及空間感。  

日期 

(逢星期五)  
5月7、14、21及28日 
6月4、11、18及25日 
7月2、9、16、23及30日 
8月6、13、20及27日 

時間 下午4:00-5: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8名 

費用 每堂$90(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備註 
1. 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2. 家長可於活動完結前5分鐘到達欣賞幼兒的演出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幼兒恆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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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Hip Hop舞班(星期六班) 

內容 
以節奏明快的音樂配合簡單舞步，提升參加者專注力、身體協調性、音

樂感及空間感。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下午3:00-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8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備註 
1. 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2. 家長可於活動完結前5分鐘到達欣賞幼兒的演出 



跆拳道班 

內容 
主要教授正確跆拳道技法及其運用、套拳、搏擊技巧、比賽技術、自 

衛術等，並培養兒童的運動精神。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2、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5月及6月:上午11:30-1:00 
7月及8月: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12名 
費用 每堂$10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幼兒恆常活動 

幼兒ukulele小結他 

內容 
教授基本指法及和弦伴奏，讓參加者從小培養對音樂的興趣，過程中更
會與其他小朋友一起彈唱，一起分享音樂的樂趣!。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初階)下午3:30-4:30  
(進階)下午4:30-5: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5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上課提供樂器 

足球體適能訓練班 

內容 
透過足球班讓幼兒認識足球運動及相關規則。主要訓練幼兒的反應、協
調及集中力，同時於過程中提升幼兒紀律。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 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5月及6月:上午10:15-11:15 
7月及8月:上午9:45-10: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幼兒 名額 6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備註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服飾、平底運動鞋及自備水樽 18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兒童ukulele小結他 

內容 
教授基本指法及和弦伴奏，讓參加者從小培養對音樂的興趣，過程中
更會與其他小朋友一起彈唱，一起分享音樂的樂趣!。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初階)下午2:30-3:30  
(進階)下午5:30-6: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12歲兒童 名額 5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上課提供樂器 

兒童HipHop舞班 

內容 
以節奏明快的音樂配合簡單舞步，提升參加者專注力、身體協調性、

音樂感及空間感。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下午4:15-5:1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12歲兒童 名額 8名 

費用 每堂$9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備註 
1. 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2. 家長可於活動完結前5分鐘到達欣賞兒童的演出 

兒童恆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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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跆拳道班 

內容 
主要教授正確跆拳道技法及其運用、套拳、搏擊技巧、比賽技術、自

衛術等，並培養兒童的運動精神。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及29日 
6月5、19及26日 
7月3、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5月及6月:上午11:30-1:00 
7月及8月:中午12:00-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12歲兒童 名額 12名 
費用 每堂$10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教練資格:世界跆拳道聯盟四段及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四段 
2.視乎堂數及學員進度，約每四個月考核壹次以獲取資格 

兒童恆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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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鋼琴基礎課程 

內容 
課程以故事引導, 肢體律動, 歌唱, 小樂器合奏和多元感官遊戲等方
式,培養兒童的音樂感, 啟發幼兒潛能和創造力。 

日期 

(逢星期六) 
5月8、15、22、29日 
6月5、19、26日 
7月3、10、17、24、31日 
8月7、14、21、28日 

時間 上午10:15-11:1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7-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每堂$10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 



活動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撥款贊助 

兒童成長小組活動 

童行成長小組(VI)—細看生命與生命力 

內容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階段，小組將以生命導入
主題，在社工帶領下，透過遊戲、分享、影片觀看等探索生命
與生命力的意義，以輕鬆的方法認識人生四階之首。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9、16、23、30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歡迎同時報名參加童行成長小組(VII) 

童行成長小組(VII)—細看年老、患病、死亡 

內容 

對年老、患病、死亡有更多認識，令我們更珍惜及重視生命。 
是次小組延續童行成長小組(VI)的主題—生命，社工將透過遊 
戲、分享、影片觀看等人生四階的其餘三階。 

日期 
(逢星期五) 
8月6、13、20、27日 

時間 下午4:45-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6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曾參加童行成長小組(VI)的小朋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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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點心工房 

內容 與子女一起製作不同的中式點心，並把成品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日期 
(逢星期四) 
5月20日 蝦餃、5月27日 奶皇包 
6月17日 燒賣、6月24日 臘腸卷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親子 名額 10對親子 

費用 $100 (一對親子) 截止報名 額滿即止 

備註 
1.每組可製作一份點心 
2.請自備食物盒 

親子SUKIYAKI班 

內容 
壽喜燒，是一種日本料理，是一種以少量醬汁烹煮食材的火鍋。 

活動中可與子女製作一份壽喜燒，並把成品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日期 (星期三) 8月18日 

時間 下午4:00-6: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親子 名額 10對親子 

費用 $120 (一對親子) 截止報名 額滿即止 

備註 價錢已包一份材料連鍋 

夏日大競鬥 
內容  於炎炎夏日與大家一起進行各項競鬥運動! 
日期 (星期三) 7月24日 
時間 下午3:00-4:30 地點 待定 
對象 親子 名額 10對親子 
費用 $80 (一對親子) 截止報名 額滿即止 
備註 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夏日美食煮一煮 
內容 炎炎夏日一起製作楊枝甘露及麥提莎糯米糍。 
日期 (星期三) 8月25日 
時間 下午5:00-6: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親子 名額 10對親子 
費用 $120 (一對親子) 截止報名 額滿即止 
備註 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親子活動 
活動由香港台灣新女性協會撥款贊助 

22 



面部及肩頸按摩工作坊 
內容 由專業美容師教授面部及肩頸按摩的基本知識及技巧。 
日期 (星期三) 8月25日 
時間 上午10:15-下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20 截止報名 活動前一星期 

基礎日常化妝工作坊 
內容 認識不同的化妝產品，學習簡易的化妝技巧，並即場進行練習。 
日期 (星期三) 8月18日 
時間 上午10:15-下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20 截止報名 活動前一星期 
備註  歡迎參加者自備化妝品及用具 

押花水晶膠工作坊 (吊咀、鏡盒) 
內容  學習利用押花與滴膠，製成獨一無二的手工藝品。 
日期 (星期三) 7月14日 
時間 上午10:15-下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80 截止報名  活動前一星期 

婦女活動 

銀黏土工藝工作坊 

內容 學習銀黏土工藝，利用簡單方法製作一枚銀戒指。 

日期 (星期三) 7月28日 

時間 上午10:15-下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80 截止報名 活動前一星期 

活動由香港台灣新女性協會撥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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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伸展班 

內容 
透過不同瑜伽式子和呼吸調息，調整婦女身體機能吸收養份。促進血 

液循環，也能提昇身體柔軟度、防止骨骼疏鬆及保持青春活力。 

日期 

(逢星期二) 
5月4、11、18及25日 
6月1、8、15、22及29日 
7月6、13、20及27日 
8月3、10、17、24及31日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婦女會員(65歲以下) 名額 10名 

費用 每堂$7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備註 請自備軟墊上課  

婦女結他班 

內容 
教授木結他基本指法、和弦伴奏、音階及樂理等。亦會學習彈奏多首 
不同風格的獨奏曲，包括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 

日期 

(逢星期四) 
5月6、13、20及27日 
6月3、10、17及24日 
7月8、15、22及29日 
8月5、12、19及26日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65歲以下) 名額 6名 
費用 每堂$7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上課提供樂器 

婦女活動 

活動由香港台灣新女性協會撥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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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報名參與婦女系列活動，同行的3-6歲幼兒均可免費使用幼兒暫託服務。 



樂齡一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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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前健體運動班  

內容 學習簡單的健體操，保護筋骨，舒展肌肉。  

日期 

(逢星期二) 
5月4、11、18、25日 
6月1、8、15、22、29日 
7月6、13、20、27日 
8月3、10、17、24、31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0歲以上中心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每堂$1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樂」在桌遊  

內容 
透過玩康樂棋，層層疊、魔力橋等，讓老友記作邏輯推理、記憶訓練並
一同玩耍。  

日期 
(逢星期四)   
5月6、13、20、27日 
6月3、10、17、24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0歲以上中心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每堂$1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懷舊電影欣賞  

內容 
一同懷緬香港八九十年代電影惜日光輝時刻，在電影內與許冠傑、成 
龍、李連杰、周星馳等巨星一並度一個愉快悠閒的上午。 

日期 
(逢星期五)   
5月7、14、21、28日 
6月4、11、18、25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0歲以上中心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每堂$10 (按月收費) 截止報名 可插班，額滿即止 



義工招募 

為建立一個充滿關懷和愛的社區，只要有志為社會出一分力，均可
加入義工行列。一同探索新事物及分享人生點滴，讓社區感受關愛，
達至共融。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加入本中心成為義工，中心定期亦會
為義工舉辦不同培訓。 
  

成為義工的意義 
社會方面 
幫助社會各階層有需要人士，回饋社區 
宣揚互助互愛的精神 
  

個人方面 
加強自我了解 
擴闊視野 
培養責任感 
充實自我，發展潛能 
 

義工服務內容 
幼兒暫託、中心活動、籌款活動等。 
  

歡迎加入我們，成為義工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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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 

如想接收中心最新資訊，歡迎
在Facebook搜尋中心名稱 或 

掃讀QR Code 

中心Facebook專頁將不定期發放服務及活動
內容，即時讚好及追蹤可緊貼最新資訊！ 

1 2 

3 4 

中心活動 醫療資訊 

社區資源 活動花絮 



優惠及準則： 

•學生團體可享7折優惠租用；租用團體須出示有效文件方可獲得優惠。 

•場地只供團體申請，如會員欲作個人申請，須另行批核及作個別考慮。 

•場地租用申請最早可於租用日期3個月前提出，最遲須於租用日期前3個 

 工作天申請，並以繳費作實。 

•租用時須註明用途，如使用時與申請時的活動內容不符，中心有權即時 

  終止其使用權並不作退款。 

•如租用期間場地設施有所損毀，租用者須照價賠償。 

•本中心保留一切使用及租用場地之最終決定權。 

場地租用 

場地 
可容納人數 

及面積 

可租用時間 租用費用 

星期一至五 

(以小時計算) 

租用費用 

星期六 

(以小時計算)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面談室 
不多於4人 

約50呎 10:00-13:30 

14:30-20:00 

9:00-13:30 

14:30-20:00 

$60 $80 

多用途室 

(一) 

不多於 20人 

約200呎 
$120 $150 

課餘託管室 
不多於 30人 

約400呎 
10:00-13:30 14:30-20:00 $160 $200 

多用途室 

(二) 

不多於50人 

約600呎 

10:00-13:30 

14:30-20:00 

9:00-13:30 

14:30-20:00 
$200 $250 

大堂 
不多於100人 

約900呎 

10:00-11:30 

14:30-17:30 

9:00-11:30 

14:30-17:30 
$400 $500 

每次租用最少為一小時，不足一小時亦當作一小時計算，超時15分鐘會視作一小時計算。 

設備：供應桌椅，白板，空調設備 (如需租/借用其他設備，可向職員查詢) 

面談室 多用途室(一) 課餘託管室 多用途室(二) 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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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活動如因疫情影響而需要取消，參加者可獲全數
退款。 
 

2. 參加者請預先填妥「活動報名表」，並攜同有效之會
員證辦理報名手續。16歲以下參加者之申請須得家長/
監護人簽署作實。 
 

3. 所有活動以「先到先得」為報名原則，額滿即止。 
 

4. 本中心可以現金或支票繳交活動費用，但不接受
$1,000面額大鈔，並請備輔幣。支票抬頭請寫上：
「保良局」或“Po Leung Kuk”。 
 

5.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及繳費，將不設退款及不可轉讓；
而缺席者將不獲退款或補堂安排。 
 

6. 請保存本中心發出之收據，直至所有活動節數完結。 
 

7. 若活動因人數不足或天氣惡劣而受到影響，本中心保
留延期、改期或取消舉辦該活動的權利。如活動確定
取消及安排退款，中心職員將通知參加者相關手續。 
 

8. 本中心收集的個人資料，只用作機構活動推廣及聯絡
之用，於活動中所拍攝及攝錄的相片及影片將用於機
構服務紀錄及推廣。 

 

本中心保留所有最終決定權。 

一般活動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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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1年5月 
印刷：2000份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 – 晚上8：00  
星期六         上午09：00 – 晚上8：00 
*下午1：30 - 2:30為午膳時間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惡劣天氣安排 

颱風訊號 暴風訊號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一號風球      黃色暴雨    照常舉行 
 

照常舉行 
 

 
三號風球 

 
     紅色暴雨 

 
照常舉行 

 

取消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
時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八號風球 
或 

更高風球 
     黑色暴雨 

取消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取消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
時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以上安排只作一般情況參考，參加者及其家屬須考慮不同地區的天氣及
道路交通情況，自行評估是否參與各項活動。 

聯絡方法 
社區服務電話：2608 9112 
醫療服務電話：2390 2711 
傳真：2797 2738 
電郵：skmcsc@poleungkuk.org.hk 
地址：九龍深水埗白田街13號石硤尾邨美葵樓平台101號舖 
              (港鐵石硤尾站A出口  或  深水埗站D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