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親臨本中心辦理 

會籍 年費 備註 

個人 $20 
 領取綜援人士，65 歲  

 或以上長者半費 

家庭 $50 

 必須為直系親屬，如 

 夫婦，父母子女關 

 係，並居住同一單位 

 *(最多 4 位)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praisealong 

網址：www.chungchun.org.hk/praisealong/ 
電郵︰ praisealong@chungchun.org.hk  電話︰26669225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頌雅苑頌真閣地下                     營辦機構      香港華人基督會頌真堂 

服務宗旨 
同心發展一個充滿温馨、喜樂、盼望和祝福的社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 am – 

1:00 pm 

 ▲ 

 

▲ 

 

 

 

   

 2:30 pm – 

6:00 pm 

▲ 

 

▲ 

 

▲ 

 

▲ 

 

▲ 

 

▲ 

 
 

 

 6:00 pm – 

9:30 pm 

    ▲   

 ▲ 中心開放   教會聚會  ( 公眾假期休息 ) 

負責人 
  夏阮雲姑娘 中心主任 
  黃穎婷姑娘 註冊社工 

 

 申請入會手續 



  多元智能 暑期兒童成長計劃 2013 
日    期： 7月 22 日-8月 16 日 (四週)   

時    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時至下午 4 時半 

         ＊延展託兒服務，上午 9--10、下午 4:30--6 時 

內    容：靈性品格培育、多元智能興趣、 

展現才能、暑期功課輔導等 

對    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收    費：待定 (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可獲減費) 

**詳情 5 月公告，請親臨本中心查詢 

目    的：透過為兒童策劃暑期活動，學習自我管理，策劃及推動不同活動，在

團隊中學習溝通與合作。 

義工要求：中二至大專學生，喜愛服侍兒童，願意服從，認真負責任(需經面試)、 

          必須出席訓練。(詳情 5月公告，請親臨本中心查詢) 

    長者探訪大使 
內    容：定期探訪長者，於 3月迎夏、6月端午、8月中秋及 

10 月國慶，探訪區內有需要的長者，給與關懷。 

對    象：有愛心及責任感的青少年或成人，需出席義工訓練。 

(必須報名留位) 

義工訓練及探訪日： 

長者探訪 A隊 

日期及時間︰3月 23日(六) 下午 3:00-5:30 

長者探訪 B隊 

日期及時間︰3月 27日 (三) 上午 10:00-12:30 
 

獨居長者關懷探訪及製作回憶錄義工 
內    容：上門探訪及為長者製作回憶錄。 

對    象：有愛心及責任感的青少年或成人，需出席義工訓練。(必須報名留位) 

義工訓練： 

訓練日期及時間︰3月 30日(六) 晚上 7:00-9:00 

訓練地點︰獅子會大埔青年空間 (大埔墟寶鄉街 2 號) 

服務日期及時間︰ 

    4月 20日、5月 18日、6月 15(六) 上午 10:00-12:00  

**此活動與獅子會大埔青年空間合作 

 

   長者聯誼旅行 
     * 伸手助人協會 

(馬鞍山)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對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節數 名額 收費 備註

小一至小二 13C08L-C01 兒童互動成長小組C 5月10日、6月7日 (五) 下午5:00-6:00 2 12 $40(會員)  $60(非會員)

小三至小四 13C08L-D01 兒童互動成長小組D 5月31日、6月21日 (五) 下午5:00-6:00 2 12 $40(會員)  $60(非會員)

小一至小四 13C08L----
「今日小子,明日之星」

星學坊功課輔導班
7/9/2012 - 12/7/2013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4:00-6:00 一 25 每月$350 (長假期月份$250)

名額已滿/後備位(Love Ideas YHK贊助)

小一至小四 13C08L--03 愛心禮物復活節派對 3月22日 (五) 下午5:00-6:00 1 30 $20(會員)  $40(非會員) 星學坊學童免費(Love Ideas YHK贊助)

小三至小六 13C03--A02 小學英語拼音班
4月17、24日、5月8、15、22、29日、6月5、9日

(三)
下午4:30-5:30 8 12 $240(會員)  $260(非會員)

小五至小六及家長 13F03--A02 親子英語專注力提升班
4月17、24日、5月8、15、22、29日、6月5、9日

(三)
下午5:30-6:30 8 12 $320(會員)  $340(非會員) ** 一位父/母免費

中五-中六 13Y03--A03 新高中文憑試英文會話C班 3月20、27日、4月10、17日 (三) 晚上7:30-8:45 4 7 $320(會員)  $340(非會員)

小一至小六及家長 13C--L--01 親子旅行之挪亞方舟一日遊 4月6日(六) 上午9:00-下午6:00 1 60
$20

(另收按金$100, 完成活動退回
$100)

星學坊及呈分試操練班學生優先。
收費包括旅遊巴接送、午餐及飲品、入場費

(原價小童$190或成人$220)。
(Love Ideas  YHK贊助)

5-9歲 13C----A01 珠心算
4月19、26日、5月3、10、24、31日、6月7、

14日 (五)
下午6:15-7:15 8 12 $400(會員)  $450(非會員)

歡迎初學者參加。
請自備算盤及文具。

星學坊學童免費(Love Ideas YHK贊助)

       內容︰品格訓練、生命培育、節日派對、遊戲、禮物、茶點等。

       內容︰功課輔導、品格訓練、生命培育、節日派對、兒童小組、奬勵計劃、家長講座、親子歷奇、茶點分享。

       內容︰品格訓練、生命培育、節日派對、遊戲、禮物、茶點等。

       內容︰教授拼音新知識、拼音重點重溫。

       內容︰教授家長培育學童專注學習英語，此課程特別適合有過度活躍特徵的學童及其家長參加。

       內容︰文憑試(Paper 4A 及 4B)操練及改進

       內容︰暫定參觀方舟花園、多媒體博覽館、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特別展覽等。

       內容︰珠心算口訣訓練，讓學生掌握珠心算的運算技巧，掌握基本算盤運算及進入心算。

對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收費 備註

婦女 13W02--A02 婦女讚美操(一)
4月10、17、24日、5月8、15、22、

29日、6月5日 (三)
上午9:30-11:00 8 25 $100(會員)  $120(非會員)

歡迎初學者或沒有跳舞經驗者參加

婦女 13W02--B01 婦女讚美操練習班(二)
4月12、19、26日、5月3、10、24、

3日、6月7日 (五)
上午9:00-10:00 8 25 $50(會員)  $70(非會員) 讓婦女讚美操(一)的學員練習舞步

婦女 --- 新丁婦女查經組
4月5、19日、5月3、24日、6月7、

21日 (每月第一及三週五)
上午10:00-11:30 6 25 免費 歡迎基督徒/非基督徒婦女參加

婦女 13W04L--02 婦女電腦基礎班 4月9、16、23、30日、5月7、14、21日 (二) 上午10:00-11:30 7 10
按金$200，只接受會員報名

(出席達6堂或以上可退回$150)
歡迎初學者或有電腦基礎知識人士報讀

(Love Ideas YHK贊助)

婦女 13W03--A02 婦女英語班
4月16、23、30日、5月7、14、21、28日、

6月4日 (二)
上午11:30-下午1:00 8 10 $200(會員)  $220(非會員)

長者 13E----01
長者聯誼旅行--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
老人度假中心

4月25日 (四) 上午9:00-下午5:00 1 90 $60(會員)  $80(非會員)
收費包括旅遊巴接送、午餐、入營費。

(頌雅廊贊助)

       內容︰康樂設施包括暖水泳池、卡拉OK、氣墊球、健身室、茶室、桌球室、分組活動遊戲等。

長者 --- 獨居長者關懷探訪及製作回憶錄 4月20日、5月18日、6月15日(六) 上午10:00-12:00 3 5 免費
必須報名登記。

與獅子會大埔青年空間合作

       內容︰義工上門探訪及為長者製作回憶錄，並願意公開分享回憶錄內容。

       內容︰以讚美操為本，增強睦鄰關係及身心健康，如保健、壓力、情緒。

       內容︰從聖經真理中交流分享人生課題，尋得生命真諦。

       內容︰電腦基礎入門、拼音輸入法及手寫板應用、Yahoo! 網上電郵應用、安全上網·健康上網、消閒數碼應用篇、Facebook。

       內容︰配合初小子女的英語課程、基礎拼音、日常生活用語、趣味學英語。

對象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收費 備註

有興趣人士 13A04L-A01 成人電腦基礎A班 4月13、20、27日、5月4日、11、18、
25日(六) 下午2:30-4:00 7 10
按金$200，只接受會員報名

(出席達6堂或以上可退回$150)
歡迎初學者或有電腦基礎知識人士報讀

(Love Ideas YHK贊助)

有興趣人士 13A04L-B01 成人電腦基礎B班
4月20、27日、5月4、11、18、25日、

6月1日 (六)
上午10:30-12:00 7 10

按金$200，只接受會員報名
(出席達6堂或以上可退回$150)

歡迎初學者或有電腦基礎知識人士報讀
(Love Ideas YHK贊助)

有興趣人士 13A05---04 曲奇烹飪班 4月9、16日 (二) 晚上7:30-9:00 2 10 $120(會員)  $120(非會員) 參加者須自備食物盒

有興趣人士 13A05---05 甜品烹飪班 4月23、30日(二) 晚上7:30-9:00 2 10 $120(會員)  $170(非會員) 參加者須自備食物盒

有興趣人士 13A-----A02 乒乓達人初A班 晚上8:00-8:45 8 6

有興趣人士 13A-----B02 乒乓達人初B班 晚上8:45-9:30 8 6

有興趣人士 13Y01----- 樂器班 - 木結他 4 /

有興趣人士 13Y01----- 樂器班 - 流行鼓 4 /

有興趣人士 --- 頌雅廊成立二週年嘉年華 5月26日(日) 下午2:30-5:00 1 / 免費 無需報名,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有興趣人士 --- 都市病與你--健康講座及諮詢會 5月31日(五) 下午7:30-8:30 1 50 免費 由專業護士講解,必須報名留位

       內容︰教授乒乓球基本知識，訓練包括正手反手擊球，步法， 發球等。 乒乓球可以訓練專注力，手腳協調性及思考能力。

       內容︰電腦基礎入門、拼音輸入法及手寫板應用、Yahoo! 網上電郵應用、安全上網·健康上網、消閒數碼應用篇、Facebook。

       內容︰香橙酥餅、石板街。

       內容︰海棉蛋糕、雪梅娘。

4月19、26日、5月3、10、24、31日、6月7、
14日 (五)

$200(會員)  $220(非會員)

逢星期一、五 、六 與中心職員商榷時間
三人一班，每人$350(會員)

$370(非會員)
每期( 四堂，每堂45分鐘 )

       內容︰表演活動、工作坊、家庭攝影、拍攝證件相、攤位遊戲等。

       內容︰與癌協合辦、由專業護士講解都市病,如癌症、糖尿、遺傳病等先兆及預防,參加者講座後可個別向護士諮詢健康問題.。



會員專享服務 
於中心開放時間，會員可專享以下服務︰ 

** 生命教育廊內閱覽報章雜誌 

** 預約借用乒乓球枱 ( 12歲以下須成人陪同 ) 

** 預約借用各款 boardgames ( 需二人或以上 ) 

** 於中心範圍內免費無線上網 

詳情歡迎致電與中心職員查詢 

 

 

 

 

 

 

 

 

 

 

 

 

 

 

 

 

 

 

 

 

 

 

 

 

 

 

 

 

 

 

 

享受身體的休息、心靈的恬靜、 

親近創造大地的上帝 
               

              歡迎參加週日聚會   上午十時 

主日敬拜：成年人 

真理樂園：兒童 

青少年敬拜及主日學：青少年 

                             

 

               主題：關愛家庭
目的：讓全港中小學生發揮創意精神，用標語來宣揚「關愛家庭」的訊息。 

對象：全港中小學生  

組別：(一) 小學組別     (二) 中學以上組別  

每組獎項：冠軍一名 獲 200 元書券及獎狀  

亞軍一名 獲 150元書券及獎狀  

季軍一名 獲 100元書券及獎狀 

優異獎三名 各獲 50元書券及獎狀 

得獎作品：於中心展覽及於會訊報刊登，並上載於本中心網頁。 

評選準則：配合主題 30% 創意 70% 

評選結果︰於 6 月 4日(二)公告，得奬者將個別通知。 

參加辦法及規則：報名表可到本中心索取或到網址下載，填妥報名表及創作

參賽標語少於 20字，於 2013 年 5月 31日（星期六）或前

辦公時間交回或寄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備註: 主辦單位保留翻印及展示參賽作品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