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4至6月4至6月
兒童活動兒童活動

COME ON 

Make your best
memory again.

⽇期：4/6、8/6、11/6、15/6、18/6、22/6、25/6、29/6(六、三)
          
時間：(英⽂)2:30pm–3:30pm;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中⽂)3:30pm–4:30pm           對象：⼩四⾄中⼀

內容：有趣多元中英雙語基礎訓練、團隊遊戲、⽣涯規劃認識、

           ⾯試技巧及個⼈履歷(Portfolio)設計學習中英雙語基礎訓
           練、團隊遊戲、⽣涯規劃認識、⾯試技巧及個⼈履歷
          (Portfolio)設計學習

費⽤：會友$320                                名額：6位

備註：1.活動由兩位資深社⼯負責
           2.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活動可能會以Zoom形式 
              進⾏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伍燕萍(伍姑娘)

玩轉藝術

⽇期：10/3、17/3、24/3、31/3、7/4、14/4、21/4(四)

時間：4:30pm-5:45pm                       

對象：⼩⼆⾄⼩五                             

內容：遊戲、藝術創作、創意⼿⼯

費⽤：全免(會友)   

名額：5位                           
          
負責職員：伍燕萍(伍姑娘)

遊戲人生(社交篇)

編號：4505.22.4824

透過有趣的工作坊，增強中英雙語運用能力，提昇學習動機，評估學員特質、興趣
及才能，有利學童裝備自己，為他日升學作好準備，並初步認識自己的生涯規劃

快樂學習坊(III)

⽇期：2/4、6/4、9/4、11/4、13/4 (⼀、三、六)

時間：4:00pm-5:00pm                      名額：5位 

對象：⼩⼆⾄⼩六                             費⽤：全免(會友) 

內容：五感遊戲、配對、⽐賽.          
                              
負責職員：伍燕萍(伍姑娘)

透過遊戲及多感官等訓練活動讓兒童在疫情中有一愉快的學習及減壓空
間，另從過程中學習社交技巧及專注

⽇期：2/4、6/4、9/4、11/4、13/4 (⼀、三、六)

時間：5:15pm-6:15pm                      名額：5位 

對象：⼩⼆⾄⼩六                             費⽤：全免(會友)

內容：五感遊戲、配對、⽐賽.          
                              
負責職員：伍燕萍(伍姑娘)

透過有趣的工作坊，增強中英雙語運用能力，提昇學習動機，評估學員特質、興趣
及才能，有利學童裝備自己，為他日升學作好準備，並初步認識自己的生涯規劃

開心悠然學(B)

讓小朋友在家也過一個開心暑假，透過遊戲及藝術創作活動，鍛鍊動手能
力，想象力及發揮創造力

⽇期：7/4、14/4、21/4、28/4、5/5、12/5 (四)

時間：3:30pm - 4:30pm                      

對象：6⾄9歲                                        

內容：遊戲、分享及討論

費⽤：會友$60；優惠$30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李鳳蘭(Miss Venus)

透過遊戲，讓參加者經歷溝通、合作、團隊訓練等，從而提升社交技巧

編號：4505.22.4721

開心悠然學(A)

快樂學習坊(II)

⽇期：20/4、23/4、27/4、30/4、4/5、7/5、11/5、14/5(三、六)
          
時間：(英⽂)2:30pm–3:30pm;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中⽂)3:30pm–4:30pm           對象：⼩四⾄中⼀

內容：有趣多元中英雙語基礎訓練、團隊遊戲、⽣涯規劃認識、

           ⾯試技巧及個⼈履歷(Portfolio)設計學習中英雙語基礎訓
           練、團隊遊戲、⽣涯規劃認識、⾯試技巧及個⼈履歷
          (Portfolio)設計學習

費⽤：會友$320                                名額：6位

備註：1.活動由兩位資深社⼯負責
           2.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活動可能會以Zoom形式 
              進⾏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伍燕萍(伍姑娘)

編號：4505.22.4815

透過有趣的工作坊，增強中英雙語運用能力，提昇學習動機，評估學員特質、興趣
及才能，有利學童裝備自己，為他日升學作好準備，並初步認識自己的生涯規劃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Make your best
memory again.

Welcome

小理財●大贏家

⽇期：19/4、22/4、26/4、29/4 (⼆、五)

時間：4:00pm-5:00pm                      名額：8位(優惠1位) 

對象：8⾄12歲                                  

內容：學習成語

費⽤：會友$40；優惠$20                              
 
負責職員：江麗珠(江姑娘)

成語小學堂

交通小博士

4至6月4至6月
兒童活動兒童活動

品格教育：專注力小組~初夏篇

⽇期：7/5、14/5、21/5、28/5、2/6、9/6(六)

時間：2:30pm-3:45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7⾄10歲                     

名額：8位(優惠1位)

內容：遊戲及感官體驗活動、專注⼒訓練 、團體合作活動

費⽤：會友$60；優惠$30     

備註：如疫情未能進⾏實體活動，改以網上形式進⾏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

編號：4505.22.4761

認識不同的理財知識，增加個人的理財能力，提升參加者規劃人生的意識

⽇期：協商及預約時間

時間：每節45分鐘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6⾄12歲               名額：8位(優惠8位)

內容：以單對單的活動協助兒童處理⾃⼰的情緒及克服困難

費⽤：會友$20(每節)；優惠$10(每節)                                

備註：1.如領綜援或書簿津貼獲批全津的家庭,提交⽂件可獲半費
           2.以個別形式進⾏
           3.⼯作員需先與參加者及家⻑⾯⾒，了解及商討活動間、
              安排節數
           4.節數以4節起計算，費⽤按節收費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

編號：4505.22.4760

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方式，讓兒童透過遊戲探索內在思想，及於遊戲室內自由
而安全地表達個人感受及思想，協助兒童更懂得處理自己的情緒及克服困難

精神健康：特別遊戲時間

⽇期：12/4、14/4、19/4、21/4、28/4(⼆、四)

時間：星期⼆：12:00nn - 1:00pm;      
           星期四：2:00pm - 3:00pm        

內容：理財知識、分享                        對象：8⾄12歲

費⽤：會友$60；優惠$30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李鳳蘭(Miss Venus)

認識不同的理財知識，增加個人的理財能力，提升參加者規劃人生的意識 透過聽成語故事，有趣學習

⽇期：17/5、20/5、24/5、27/5(⼆、五)

時間：4:00pm-5:00pm                       

對象：6⾄8歲                                   

內容：認識各交通⼯具

費⽤：會友$40；優惠$20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江麗珠(江姑娘)

學習香港交通工具歷史

⽇期：7/5、14/5、21/5、28/5、2/6、9/6 (六)

時間：4:00pm-5:15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6-10歲                                    名額：8位(優惠1位)

內容：繪本故事與繪畫、團體活動、情緒表達技巧

費⽤：會友$60；優惠$30    

備註：如疫情未能進⾏實體活動，改以網上形式進⾏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

透過繪本故事與繪畫，協助兒童識別並有建設性的表達情緒，從而提昇兒
童對自己及他人連繫的能力，促進社交技巧

精神健康：兒童小樹窿~初夏篇 編號：4505.22.4762

編號：4505.22.4734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BACK TO
SCHOOL

Make your best
memory again.

⽇期：1/4/2022-31/3/2023(五/六)

時間：與組員及家⻑協商時間         

地點：觀塘會所/戶外

對象：7⾄12歲                     

名額：10位(優惠1位)

內容：組織義⼯服務及義⼯培訓、團體遊戲、⼯作坊 、興趣學習
           坊 、戶外活動

費⽤：會友$50；優惠$25     

備註：有興趣者可先填寫活動報名表，負責職員再約⾒⾯談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

Welcome
⽇期：14/5、21/5、28/5、4/6(六)

時間：5:00pm - 6: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7⾄11歲               

內容：遊戲、學習活動帶領

費⽤：會友$100；優惠$50                                

名額：6位(優惠1位)

備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會轉為網上形式

負責職員：吳妍頴(Maggie Miss)

⽇期：21/6、28/6、5/7、12/7 (⼆)

時間：7:30pm-8:30pm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對象：6⾄9歲兒童及其家⻑.             內容：桌遊、分享及討論

名額：4個家庭(每個家庭1位兒童及1位家⻑)；優惠1個家庭                  
費⽤：會友$50(每位)；優惠$25(每位)  

備註：如受疫情影響，活動可能會改變內容守以Zoom形式進⾏            
負責職員：李鳳蘭(Miss Venus)、吳妍頴(Maggie Miss)

4至6月4至6月
兒童及親子兒童及親子
活動活動

品格教育：義Teens小組
編號：4505.22.4764

透過策劃和推行義工服務，提升兒童組織和解難能力；並服務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培養兒童關愛社群的意識

編號：4505.22.4712

透過遊戲，讓兒童嘗試與人合作及提升自我認識

社交達人

品格教育：親子關社組

⽇期：1/4/2022-31/3/2023(每⽉⼀⾄⼆次)(五/六)                          

時間：與家⻑協商時間                      

地點：觀塘會所/戶外              

對象：6⾄24歲親⼦

內容：1.組織義⼯服務及義⼯培訓 
           2.分享親⼦教育⼼得、⼯作坊  
           3.興趣學習坊 
           4.戶外活動

名額：18位

 費⽤：全免(會友)                  

備註：上限6個家庭報名，有興趣家庭可先填寫活動報名表，負責
           同⼯再約⾒⾯談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

藉著親子義工服務，以身教向下一代灌輸關懷社會上不同人士，建立關愛
社群的意識和互助的鄰里網絡

藉著親子一起參與不同的主題性桌遊，增加親子溝通，提升親
子關係

親子桌遊樂

⽇期：7/6、14/6 (⼆)

時間：7:30pm - 8: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6⾄10歲兒童之家⻑                  名額：20位

內容：繪本閱讀⼯作坊                         費⽤：全免(會友)   

備註：1.活動提供繪本供參加者借⽤   
           2.參加者可優先參與稍後舉辦之親⼦閱讀活動            
 
負責職員：李鳳蘭(Miss Venus)、吳妍頴(Maggie Miss)

透過工作坊，讓家長親嘗閱讀及說故事的趣味，以及如何引發小朋友共同
閱讀的興趣，培養親子閱讀的習慣及增進親子關係

閱讀好輕鬆 編號：4505.22.4716

編號：4505.22.4765

編號：4505.22.4730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4至6月4至6月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品格教育：原野小伙頭

⽇期：22/5(⽇)                                    對象：6⾄12歲

時間：9:00am-3:30pm                        名額：10位(優惠1位)

地點：港島⼤浪灣 / ⽯澳沙灘              費⽤：會友$50；優惠$25

內容：1.構思及準備原野烹飪⻝材 
           2.原野烹飪
           3.沙灘尋寶遊戲                        

備註：1.為響應環保，請⾃備餐具出席活動
           2.建議帶備1件⾐服替換 
           3.⾜夠⽔3.防曬⽤品
           4.活動包⾞費、膳⻝及活動費⽤                   

負責職員：楊偉鳳(楊Miss)、黎芷妍(黎Miss)

親子樂逍遙

復活節日營 島嶼探秘

⽇期：12/6(⽇)                                    對象：11⾄18歲

時間：7:00am-7:00pm                        名額：8位(優惠1位)

地點：鴨洲吉澳           
 
費⽤：會友$180(包船費、交通費、膳⻝)；優惠$90

內容：探索罕有地質⽣態與歷史建築                        

備註：請穿著運動服                   

負責職員：崔碧娟(Carol Miss)

零碳天地建築導賞團

⽇期：7/5(六)                                    對象：11⾄18歲

時間：9:30am-12:30pm                    名額：7位(優惠1位)

地點：九⿓灣           
 
費⽤：會友$20；優惠$10

內容：參觀環保特⾊設計，低碳⽣活應⽤知識及技巧                     
備註：請穿著運動服                   

負責職員：崔碧娟(Carol Miss)

走訪綠色咖啡廳/飲食店

⽇期：23/4(六)                                    對象：11⾄18歲

時間：9:00am-5:00pm                        名額：8位(優惠1位)

地點：賽⾺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內容：營地活動 
 
費⽤：會友$100(包營費、膳⻝及交通)；優惠$50                        

備註：請穿著運動服                   

負責職員：崔碧娟(Carol Miss)

⽇期：26/6(⽇)                                對象：15⾄24歲

時間：1:00pm-5:00pm                    名額：6位(優惠1位)

地點：深⽔埗           
 
費⽤：會友$60；優惠$30

內容：綠⾊⼯業⾵打卡、了解綠⾊與咖啡的關係     
                
備註：請穿著運動服                   

負責職員：崔碧娟(Carol Miss)

藉著戶外烹飪和體驗活動，學習處理與烹調食物的技巧，有助
提昇自理能力

編號：4505.22.4763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期：26/6(⽇)                           對象：11⾄15歲兒童及其家⻑

時間：9:00am-5:00pm               名額：16位

地點：港島⿓脊                          集散地點：觀塘會所

費⽤：會友$20(每位)(包括遊戲禮物)

內容：遠⾜、親⼦遊戲、親⼦相處分享及反思                        

備註：1.交通費及午膳⾃備
           2.請帶備最少1.5公升飲⽤⽔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

透過親子遠足學習放鬆及減壓，在促進親子關係之餘，並實踐
不留痕跡登山(Leave No Trace)之旅

編號：4505.22.4830

體驗不一樣復活節 認識香港島嶼文化

認識低碳生活 體驗常伴綠色生活樂盈盈氣氛

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期：4/2022-3/2023;  每⽉⼀次集會/服務，另安排聯誼活動，各
           活動舉⾏⽇期由組員議定  

時間：各活動舉⾏時間由組員議定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 按個別活動⽽定            

內容：認識義⼯概念、籌備社會服務、另安排⼩組聯誼  

對象：11⾄24歲

名額：12位

費⽤：會友$30                      

備註：1.此乃⻑期⼩組，集會/活動⽇期或會因應實際情況⽽作出
              適當的調動
           2.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集會/活動可能會以Zoom
              形式進⾏ 
           3.請先填寫申請表，稍後由專⼈通知約⾒，暫不需付費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

奔跑吧少年義工隊

⽇期：22/4-29/7/2022(五); 每星期約⼀次集會

時間：4:00pm-5:00pm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 按個別活動⽽定            

內容：義⼯培訓(遊戲、⽐賽、短⽚播放、⼼理測驗、⻆⾊扮演)及
          服務體驗  

對象：11⾄15歲

名額：6位

費⽤：會友$50(包括服務物資)                      

備註：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集會/活動可能會以Zoom
           形式進⾏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

⽇期：4/2022 - 3/2022；若每星期1次聚會，每⽉2次義⼯服務  

地點：觀塘會所 / 待定            

內容：1. 製作環保⼿作∕升級再造體驗；
           2. 清潔⼭林∕海灘義⼯服務；
           3. 製作環保資訊∕宣傳品  

對象：13⾄24歲

名額：12位

費⽤：會友$20(已包括程序費⽤)                     

備註：1.此乃「世界公⺠獎勵計劃」活動
           2.可報OLE學習時數 
                            
負責職員：何嘉聰(Kelvin sir)

GREEN Action 綠色行動義工小組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小組帶你齊齊升「呢」，跳出狹隘生活框架，了解社區，組織義工
活動，服務社群

編號：4505.22.4806

認識義工意義及價值，學習義工應有態度及技巧，體驗助人
自助之樂趣

4至6月4至6月
義工活動義工活動

小山谷義工培訓計劃(I)編號：4505.22.4807

1. 提高對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的意識；2. 身體力行實踐環保工作；
3. 推廣公眾對於環保議題的關注

KEEP
RUNNING

編號：4505.22.4840

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初中同學會(I)

⽇期：12/4-28/6/2022(⼆）; 每星期約⼀次集會                             

時間：4:00pm–5:00pm                                      名額：6位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 按個別活動⽽定         對象：11⾄15歲        
費⽤：會友$100

內容：集體遊戲、競技⽐賽、短⽚欣賞、⼼理測驗、減壓⽅法、

          主題研習、桌上遊戲及新興運動                        

備註：1.因應疫情影響，活動可能會以Zoom形式進⾏
           2.凡全期準時出席及表現良好者會獲贈紀念品作獎勵 
           3.若參加者有個別需要，可安排社⼯個別跟進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

學習自我了解、與人相處、團隊合作、減壓方法、生涯規
劃及認識朋友

編號：4505.22.4810

⽇期：4/6-30/7/2022(六）; 每星期約⼀次集會                             

時間：11:00am–12:00pm                           名額：6位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11⾄15歲        

費⽤：會友$100

內容：學習乒乓球打法、培養⾃律、提昇⾃信及專注⼒                 

備註：1.請穿輕便運動服及⾃備乒乓球板
           2.凡全期準時出席及表現良好者會獲贈紀念品作獎勵               
負責職員：吳偉富(吳Sir)

乒乓教室

⽇期：9/4、23/4、30/4(六)                           

時間：10:00am-11:00am                      名額：6位(優惠1位)

對象：11⾄15歲                                    費⽤：會友$60；優惠$30

內容：穿⽔不流⼿筆、乒乓陀螺滾動下、扭紋杯⼸⼦                 
              
負責職員：崔碧娟( Carol Miss)

STEM-科學實驗

⽇期：6/5、13/5、20/5、27/5(五)      時間：5:00pm-6:00pm                 
名額：每周上限8⼈                            對象：11⾄24歲                            
費⽤：全免(會友)                                

內容：精神健康問答遊戲-家居zone、社區zone、⼯作zone、標
           語設計⽐賽                 
              
負責職員：崔碧娟( Carol Miss)

精神健康-問答與健康標語設計

傳承@綠色生活 KTC Youth Space Team

4至6月4至6月
青年活動青年活動

網上報名網頁

可網上報名

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讓少年人從乒乓球培訓中得到自信與專注力的雙重提昇

編號：4505.22.4826

體驗科學實驗結果與生活物品應用關係
透過鞏固知道，提升保持健康的動力

⽇期：9/6、11/6、16/6、18/6、23/6、25/6(四、六)      

時間：4:30pm-5:30pm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名額：每周上限8⼈(優惠1位)              對象：11⾄20歲                                
費⽤：會友$10；優惠$5                     

內容：學習綠⾊經濟圈、⾛塑⽂化、製作廢紙重做品、塑膠重做

           品、鋁罐重做品、玻璃重做品                 
              
負責職員：崔碧娟( Carol Miss)

以生活廢棄物，重塑價值

⽇期：4-7/2022(六)；每⽉約2-3次集會                             

時間：4:00pm–6:00pm                    名額：12位

地點：Zoom / 觀塘會所                   對象：12⾄24歲        

費⽤：會友$10

內容：裝飾及佈置⻘年空間、團體遊戲、團隊創作等                        

備註：活動前期若受疫情影響，會以ZOOM網上形式進⾏             

負責職員：何嘉聰(Kelvin Sir)

讓青年會友聚首一堂、親力親為重新佈置屬於觀塘會所青年的共享空間；
從活動中與不同青年交流活動；
為會所的青年服務發展方向提出新思維

編號：4505.22.4836

網上報名並不適用於優惠名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當值職員聯絡 

https://www.facebook.com/ymcaktc/
https://ktc.ymc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