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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社�服�中⼼

於2008年10⽉正式投�服��主�為⼤埔�居⺠提供�

⾯的�合社�服����就�⽀援服���⼿扶弱基⾦

計劃���事��員會�助��發展計劃���繫社會

����源�回應社�⼈⼠的��和填補服�的���

• �物銀⾏

• �來港⼈⼠⽀援服�

• 成⼈教�服�

• 社��書�

• 義⼯發展服�

社�⼯作

就�服�

• EmSS就�⽀援服�

兒童��少年發展

• 兒童學��成⻑發展服�

• �⼦活動�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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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容�

• �主�絡

• 求��場 

• �辦社�招�會

• ⾏�專題講座

• ���動課�

• ��培訓課�

• 就�輔�服�

• 介紹��技�提升課��構�訊

中⼼�⾃�形式推⾏�合就�服��為���就���的市⺠

提供⼀��的就�⽀援�同�亦受社會福利署��推⾏就�⽀

援服�(Employment Support Services)計劃�提供�家�

為基礎的⼀站式�合就�援助服����個⼈就�輔����

培訓課��⾏�講座�⼯作���服��協助�們克服就�障

��增強受��⼒�繼而成功就����⾃⼒更⽣�我們並設

⽴「�主�絡」計劃�提供免費招�平台予�⼤�主�我們�

���主合作���求�者參加不同�型的招�活動�⼯作實

��實�參��專題講座��讓求�者�闊視野�增強⾃信�

提⾼就�競爭⼒�

就業服務 

���主或�戶提供�位���訊

���何�詢������2653 2853�中⼼�員�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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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成為「�群之友」才可報名參加中⼼各項課�/活動�報名�須出��效�

港��證明⽂件。

2021年8⽉25⽇(星期三)上午9:45開��受報名�名額先到先得�參加者須�

��往本中⼼報名�費⽤�現⾦或���繳交�

報名���⾃⾏留意課�/活動之⽇期��間或�格�求��報名�發現撞期

或不�合�格�本中⼼�不負責�不設���並���絕其上課�

�因�何個⼈理由不�出席課�/活動��不設補堂或����。

參加者須�守中⼼�⼀切守則����物��重�師；�參加者在課�/活動

期間�對�⼈�成滋�或�其�不�當的⾏為�本中⼼����其參加�

格�所繳交之費⽤�不���；��損壞�物�須照價賠償�

�課�/活動報名⼈�不⾜�本中⼼���期或��課�/活動�參加者須於

收到�知�兩個星期��憑收�正本申��回�項。

�關繳交�⾦之課�/活動�參加者須��出席該課�/活動��出�收�正

本⽅可�回�⾦�故參加者�必�存收�正本直⾄課�/活動完結�

���出席已報名之課�/活動�除因�別�況外�中⼼�不另作個別�知�

因��/暴�而影響的課�/活動�本中⼼⼀�會順�課�/活動�但亦會因應

�況作�定再另⾏�知��關惡劣天�之活動��可參考附件(⼀)。

本中⼼在課�/活動�⾏中會拍�相�或�影作為製作��或宣傳之⽤���

下不同意�����於課�/活動開���知中⼼�員�

本中⼼��留�終�定��包括對參加者之����更改�師�上課�間�

���課�/活動�容或其����細則�而⽏須另⾏�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附件⼀

課�/活動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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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惡劣天�之活動��



各位��的服�使⽤者� 
為���提供更便捷的服��本中⼼現正開�更���報名���推出「�群

之友」咭�每位使⽤者須先辦理申�⼿續���「�群之友」咭�才可享�中

⼼的報名�相關服��

1. 每位申�⼈只須填寫⼀�申�表�重�申�者�不�受理�
2. 申�⼈提供之個⼈��必須真實�準確��效�完整�
3. 申�⼈���交表格�必須為�港居⺠並出����名�出⽣⽇期�       
 性別的��證明⽂件正本或副本��供核實�
4. 「�群之友」咭�效期為3年�費⽤�免�
5. �失咭或被���咭⼈須盡��知本中⼼（�話�2653 2853）�並�臨
中⼼辦理補�⼿續�補�費⽤為港幣10元正�
6. 本中⼼�會使⽤你的個⼈��向你發�中⼼�訊�服��訊�
7. 「�群之友」咭不得轉借�轉讓���更改個⼈�����中⼼�絡��
作更��

1. 成功��或申�「�群之友」咭����為���報名參�活動必須出
��

2. �咭⼈����申��出「�群之友」���臨本中⼼辦理�咭⼿續�
3. ��咭⼈提供�何�真實�不準確�失效或不完整之���或本中⼼��
合理理由的�況下�懷�其登記��之準確性�則本中⼼��暫停或��

「�群之友」的���

       申�者提供的個⼈��只⽤於辦理「�群之友」咭�

�群之友咭的�效期為3年��各會員留意��的�群之友咭到期⽇�於到期⽇����效

�港��證明⽂件到本中⼼辦理續咭⼿續�(續會沒��何費⽤�) 9

成為樂群之友

申請須知

注意事項



⾸�申�成為「�群之友」���得��小禮物⼀�

成功介紹�友成為「�群之友」�同樣�發小禮物⼀�

�量�限��完即⽌�

詳�可向中⼼�員�詢�

��群之友價錢報讀��課��活動

�先����活動�訊

成⼈�兒童�書借�

兒童�上��借⽤

�報服�

就��詢服�

�員再培訓課���服�

�⼯��位��服�

憑「�群之友」咭�可享��下服�� 

會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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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開中⼼��⿎�使⽤「�⼼出⾏」⼿�應⽤�式�

�在中⼼張貼的�定⼆維碼��完成到訪紀��  

社��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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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服�-基層家�學童上�服��惠計劃

12 本中⼼為其中⼀間�核中⼼����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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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爾夫樂「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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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部��

訓練
發⾳訓練

⾔語發展�兒童的學��思考�⼒�密切的關��在兒童成⻑�

�中�良�的語⾔溝��⼒�助兒童發展其社交技巧�同��幫

助兒童發展獨⽴思考和��問題的�⼒�故�良�的語⾔溝�基

礎�幫助兒童⽇�在各⽅⾯的發展�

語⾔理��

語⾔表�

�⼒訓練

社交溝�

�⼒訓練

�殊教���⽀援服�  

訓練�容

�線訓練

語暢訓練

⾔語治療服�

�群社會服��的⾔語治療服��⼒為��殊教���的兒童提

供專�的個別培訓�治療師會因應兒童的個別���為其�⾏語

⾔評估�了�兒童在⾔語��講溝�技巧上的���並�其��

設計�提供個別訓練�⽀援�治療師會��家⻑��兒童語⾔發

展的技巧和溝��⼒�從而提升兒童的⾃信並�步改�⾔語困

難�促��們的社交�溝��⼒�

17



• 共嗚�線治療師 

• �港兒童口語(粵語)�⼒量表合�格測試員

• �國口部�⾁定位治療⼀��⼆�課�證書 

• �國兒童語⾔失⽤症證書     

• �國口��⾁治療證書

• �國口���技巧課�證書

• �國「���間」

• 社交思考課�証書

• ��交�法課�証書

• �港⼤學校外課�「校本⾔語治療服�」課�證書

• ⾃閉症口��官��動治療技巧課�

• �國��治療證書

�殊教���⽀援服�  

⾔語治療�師

�港中⽂⼤學⼼理學⽂憑

�港⼤學⾔語��覺科學��理學⼠

��� ⾔語治療師

專��格�證書:

18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HANCE�
會

HANGE改
變

ONTRIB
UTIO

N貢
�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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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學�提升參加者專注�協作和��問題

的�⼒�同�讓參加者從不同⾓度�識⻑者�弱�社群�

��製作⼀個�助改�⽣活的設計�激發參加者在��科技

的���並訂⽴設計主題�在�師的��下設計可應⽤或�

合服�對���之3D作品�

⽇期�12⽉20�22�23�28�29�30⽇

�間�12⽉20�22⽇(下午2:00⾄6:00)

            12⽉23�28�29�30⽇(上午9:30⾄下午6:00) 

            *下午12:30-2:30參加者�⾃理午�

���6� 

費⽤��⾦$100

名額�15名

對��⾼小⾄初中學⽣

�註�會員須��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3D繪�成品��械�式�意�
�組��:(TP-2109-C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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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本��參加者�填寫�讀紀�冊�報告�

�在2022年6⽉30⽇�提交�讀紀�冊到中⼼�����可�

�禮物��期者不作計��

����存�讀紀�冊����失�中⼼�會收�20元��

作重�補�之費⽤�補���不�補回紀��

完成計劃���證書⼀張�

1.

2.

3.

4.

���讀計劃⿎�兒童�家⻑共讀�從中培��⼦�讀的興��

增��⼦關��家⻑亦可在故事中教�兒童不同意義的主題��

讀��兒童�寫�單的�讀⼼得���讀變成良�的⽣活�慣�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質�書�讀��計劃

書劵��書

��禮物⽅法�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註�

對�

 

書卷 書劵��書

幼稚�⾄小⼆學童

小三⾄小六學童

�讀14本�書

�讀30本�書�讀20本�書

�讀21本�書

申�⽇期�2020年2⽉1⽇⾄2022年6⽉30⽇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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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溝�關��不只�兒童參�的講故事天��現�家⻑⼀

同�⼦�參��⼦繪本教學�意��繪本不只是單�⽂字��不是只

⽤�畫的神奇書本�它是�童�或幽�的眼光��⼈重��視世�；

並��淺⽩的⽂字��畫�就�溫暖⼼���碰⽣命�在繪本�師�

�下�家⻑和⼦�⼀�把⼼中的故事�成繪本��作⼀本屬於你們獨

�的繪本�

1. 會員��出席�即可��價值$60書券⼄張��⾃�⼦�⼀同製作⼀

本�⼦繪本�

2. 會員��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3. �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服���於活動��知�關詳��

4. �參加講故事天��列活動�不�同�參��上課和實�課的活動�

「�故事」是兒童很喜�的活動之⼀�亦是�發兒童主動���讀的

�⼀步��助訓練專注⼒�想�⼒�亦�學�到不同詞彙�提升對⽂

字的表�和理��⼒�講故事天�活動中�故事義⼯�師�⼼挑�繪

本故事�讓兒童學�不同的德�主題�例�關�別⼈�⾃律�孝順�

�恩��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講故事天���⼦繪本教學�意�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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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天�實�課 B�

 (�組��:TP-2109-CY-003 )

⽇期� 11⽉6�13�20�27⽇

(�星期六)

�間�上午10:00-11:00

名額�每�18位兒童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講故事天���⼦繪本教學�意� 

講故事天�實�課 A�  

(�組��:TP-2109-CY-002)

⽇期 �10⽉9�16�23�30⽇

(�星期六)

�間�上午10:00-11:00

名額�每�18位兒童

�⼦繪本�意�(A2) 

(�組��: TP-2109-FM-004)

⽇期 �2022年1⽉8�15�22�29

�2⽉5⽇(�星期六)

�間�上午9:30-中午12:30

名額�每�9對�⼦組合

�⼦繪本�意�(A1)

 (�組��: TP-2109-FM-003)

⽇期 �11⽉6�13�20�27�12⽉   

4⽇(�星期六)

�間�上午9:30-中午12:30

名額�每�9對�⼦組合

�⼦繪本�意�(B1) 

(�組��: TP-2109-FM-005)

⽇期 ： 10⽉2�9�16�23�30⽇

(�星期六)

�間�上午9:30-中午12:30

名額�每�9對�⼦組合

�⼦繪本�意�(B2) 

(�組��: TP-2109-FM-006)

⽇期 �2022年2⽉12�19�26� 3

⽉5�12⽇(�星期六)

�間�上午9:30-中午12:30

名額�每�9對�⼦組合

���本服��

對��3-8歲兒童�其家⻑

費⽤��免�須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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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活動成效�5歲�下的兒童建議家⻑陪同�看�

兒童�看故事影���須�單紀��讀⽇期�書名�作者��

我�喜�⾓⾊����

當完成12個故事��即可把故事紀�交回���豐富禮物�

(包括價值$60書券⼄張����書⼄本) 

�參加講故事天��列��不�同�參��上課和實�課的

活動。

1.

2.

3.

4.

疫�期間�為了�合不同家��兒童的���現推出�上�的講

故事天�活動�讓兒童��在家中�故事�動���故事義⼯�

師�⼼挑�了12個故事�讓兒童學�關�別⼈�⾃律�孝順��

恩�不同的德�主題�家⻑可���讓兒童�看故事影��同�

亦⿎�陪同⼦��看�不但�助培�兒童的�讀�慣�亦可促�

�⼦關��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講故事天� - �上�

對��3-9歲兒童

費⽤��免

申�⽇期�即⽇�⾄

2021年10 ⽉31⽇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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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會教授基本⾐⾞�作�基礎���⾄改⾐的⾞�技巧�

製作�元�的布�產品��培�參加者對⾞�的興��並⿎�

�⼀步學�現�製⾐⾏�常⽤的⾞�技巧�為投�相關⾏�作

�準��完成課��會製作⾞�物品�並於義⼯服�中�贈予

��弱�⼈⼠�

⽇期�2021年9⽉7⽇⾄2021年11⽉30⽇（�星期⼆）

�間�上午9:30⾄下午1:30

���12�                                  

費⽤��⾦$500

名額�10名                                           

對���興�學��技�或就���之��

�註�1. 9⽉21⽇暫停上課�

            2. 課堂�三個�別�包括基礎����改⾐�會員須

               ��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3. 因名額�限��興�參�可先��中⼼留名�

成⻑發展服�-�變⼯� PROJECT C

家⻑⼿�發展坊 ‒ ��⾞��
�組��:(TP-2109-A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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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佳����⼤家都會準�不同的傳��品�祝�⽇�例�

⽉��楊桃和湯圓��在活動中小朋友可�根�⾃⼰喜�的口

味�形狀或���發揮�意和想�⼒�製作獨⼀�⼆的湯圓�

��活動�讓小朋友�驗製作�⽇�品的���亦����

��收拾�⼯序培�⾃理�⼒�

⽇期: 9⽉20⽇ (星期⼀)

�間: 下午4:00-5:30

��: 本服��

收費: 會員價 $60 / �會員價 $80  (已包�材費⽤)

名額: ５名

對�: 6-10歲兒童 

 �參加者對�何�物�敏�症狀�

�在報名�告知負責�員� 

因疫�關��未���在活動中�

���參加者於活動當⽇���物

盒��走�物製品�

�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

服���於活動��知�關詳��

詳�可向�員�詢�

�註: 

1.

2.

3.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圓」來咁�玩     (�組���TP-2109-CY-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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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孩⼦�思考�刺激�部發展���在��中學�重

�的社交技巧�為了讓���順利�⾏�孩⼦必須和其�玩家互動�溝

�確����容�規則��組���規定�讓孩⼦��會練��享訊息

或�源�並�闊社交�⼦�

�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服���於活動

��知�關詳��詳�可向�員�詢�

會員須��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1.

2.

⽇期�9⽉29⽇ (星期三)

�間�下午4:45⾄5:45

���1�

費⽤��⾦$100

名額�5⼈ 

對��8-14歲的兒童��少年

⽇期�11⽉24⽇(星期三)

�間�下午4:45⾄5:45

���1�

費⽤��⾦$100

名額�5⼈ 

對��8-14歲的兒童��少年

⽇期�10⽉27⽇(星期三)

�間�下午4:45⾄5:45

���1�

費⽤��⾦$100

名額�5⼈ 

對��8-14歲的兒童��少年

⽇期�12⽉15⽇(星期三)

�間�下午4:45⾄5:45

���1�

費⽤��⾦$100

名額�5⼈ 

對��8-14歲的兒童��少年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棋���   

9⽉ (�組���TP-2109-CY-005)

�註: 

10⽉ (�組���TP-2109-CY-006)

11⽉ (�組���TP-2109-CY-007) 12⽉ (�組���TP-2109-CY-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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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21年12⽉22⽇（星期三）

�間�上午10:30-11:45

���本服��

收費��免

名額�5名

對��3-6歲的兒童

���共1�

�容���DIY⽅式製作��⼈��⼈裝�品�更添�⽇�

��小朋友亦�在製作��中�訓練⼿部�⼒�專注⼒�並

在��中⿎�小朋友�於�試和�作�提升�們的⾃信⼼�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冬⽇裝�DIY 

  (�組���TP-2109-CY-009)

�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

本服���於活動��知�關詳

��詳�可向�員�詢�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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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B (�組��:TP-2109-CY-011)

⽇期�9⽉7⽇⾄10⽉26⽇(�星期⼆) 

(暫停上課�9⽉21⽇)

�間�下午5:00⾄6:00

���共7�                   

會員�$560��會員�$650

名額�15名                      

對���合�興�學�國�⾳�的小

學⽣

中�A (�組��:TP-2109-CY-010)

⽇期�9⽉7⽇⾄10⽉26⽇(�星期⼆) 

(暫停上課�9⽉21⽇)

�間�下午4:00⾄5:00

���共7�                   

會員�$560��會員�$650

名額�15名                      

對���合�興�學�國�⾳�的小

學⽣

學��語�否準確發⾳很重��而國�⾳��幫助小孩⼦在短�

間���提⾼對發⾳的識別�強��⾳�課�由淺���便於⽇

�⾃學�學��⽤�培�對�語的興��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兒童�語拼⾳（國�⾳�）

�⼆期 �三期

⾼�A (�組��:TP-2109-CY-012)

⽇期�11⽉2⽇⾄12⽉28⽇(�星期⼆)

(暫停上課�12⽉21⽇) 

�間�下午4:00⾄5:00

���共8�                   

會員�$640��會員�$740

名額�15名  

對���合�興�學�國�⾳�的小

學⽣

中�B(�組��:TP-2109-CY-013)

⽇期�11⽉2⽇⾄12⽉28⽇(�星期⼆)

(暫停上課�12⽉21⽇) 

�間�下午5:00⾄6:00

���共8�                   

會員�$640��會員�$740

名額�15名  

對���合�興�學�國�⾳�的小

學⽣ 29



由經驗�師主教�學�語⽂的��中�「讀�寫����」每⼀

⽅⾯�同樣重��本課�由經驗�師主教��針對「讀�寫」兩

⽅⾯提供���學員會�受�讀理�和寫作的訓練�協助提升�

們的中國語⽂⽔平�(課��普�話授課)

課��師�沈�師

初�B (�組��:TP-2109-CY-015)

⽇期�9⽉4⽇⾄10⽉23⽇

(�星期六)   

�間�上午10:30⾄11:30

���共8�

費⽤�會員�$640��會員�$740 

名額�10名

對���合小五⾄小六學⽣

初�A (�組��:TP-2109-CY-014)

⽇期�9⽉4⽇⾄10⽉23⽇

(�星期六)

�間�上午9:30⾄10:30

���共8�

費⽤�會員�$640��會員�$740

名額�10名

對���合小⼆⾄小四學⽣

初�A (�組��:TP-2109-CY-016)

⽇期�10⽉30⽇⾄12⽉11⽇

(�星期六) 

�間�上午9:30⾄10:30

���共7�

費⽤�會員�$560��會員�$650

名額�10名

對���合小⼆⾄小四學⽣

初�B(�組��:TP-2109-CY-017)

⽇期�10⽉30⽇⾄12⽉11⽇

(�星期六)

�間�上午10:30⾄11:30

���共7�

費⽤�會員�$560��會員�$650

名額�10名

對���合小五⾄小六學⽣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兒童中⽂�讀寫作�

�五期 �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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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小組形式�⾏��師會��學⽣完成校�功

課�並協助�們檢�功課�溫��書�測驗���

師亦會記�學⽣課堂表現�讓家⻑可跟�⼦�的學

��度�

�間��星期⼀⾄五下午3:00⾄4:30

            (�眾假期�學校⻑假期除外)              

對����小⼀⾄小六學⽣

費⽤�會員 $800/⽉��會員 $900/⽉ 

*詳�可參�中⼼報告�上之留位�知�

���詢可�中⼼�員�絡�

全年接受
申�

成長發展服務-兒童多元學習系列

「�群學」功課輔��   (�組���TP-2109-CY-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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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是為了�合家⻑教�⼦�的��或作為提升個⼈的�語⽔平而設

�⼀部�(40�鐘) �語⾃�發⾳（Phonics）

�夠掌握正確��準的發⾳知識和技巧�常重��課��容⽣動���合原⾳CD來教

授�從而糾正發⾳上的錯��作出改��不單�助加強�語會話�⼒��增強個⼈⾃信

⼼�

�⼆部�(35�鐘) �語⽂法基礎（grammar）

每種�⽤的語⾔定必�⽂法為基礎發展�來�課��容除了教授�語�⼤詞���會包括

句⼦組成結構和�語的�別�從而教授作�單句⼦�對⽇��語的學�發展⼤�幫助�

本課��兩期��師�湯SIR

�⼆期 (�組��:TP-2109-PR-003)

⽇期�9⽉2⽇⾄10⽉28⽇(�星期四)

           (暫停上課�10⽉14⽇)

�間�上午9:45⾄11:00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名額�17名

對���小三或�上�⽂�度或曾��

興�初�之學員

�⼆期(�組��:TP-2109-PR-001) 

⽇期�9⽉3⽇⾄10⽉29⽇ (�星期五)

            (暫停上課�10⽉1⽇)

�間�上午10:45⾄中午12:00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額�17�

對���⼩三或�上�⽂�度

本課�是家⻑�⽂興�初�的�續�為�合家⻑�教⼦�的���會教授�⽂⽂法

（Grammar）的基本原則�詞��應⽤於寫作的�單句⼦�同�會利⽤CD學���外

�⼈⼠⽇常⽣活�語會話��增強�的�⼒� �小四⾄小六�度為主�共�四期�

�師�湯SIR

成長發展服務-家長興趣學習系列 
�語⾃�發⾳Phonics�⽂法基礎�

家⻑�⽂興�中�

�⼀期 (�組��:TP-2109-PR-002) 

⽇期�11⽉5⽇⾄12⽉31⽇ (�星期五)

            (暫停上課�12⽉24⽇)

�間�上午10:45⾄中午12:00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名額�17名

對���小三或�上�⽂�度

�三期 (�組��:TP-2109-PR-004)

⽇期�11⽉4⽇⾄12⽉30⽇(�星期四)

            (暫停上課�12⽉23⽇)

�間�上午9:45⾄11:00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名額�17名

對���小三或�上�⽂�度或曾��

興�初�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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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是家⻑�⽂興�中�的�續�除了繼續��學員�⽂⽂法〔grammar〕⽔平外��

重視讀�講�寫三⽅⾯重�的訓練�課�上會��學員讀誦⽂章�中⽂�譯�⽂�作句⼦

��短⽂章寫作����CD教授⽇常⽣活會話��初中�度為主�共�四期�

�四期(�組��:TP-2109-AD-002)

⽇期�9⽉6⽇⾄10⽉25⽇(�星期⼀)

�間�上午9:45⾄11:00

���共8�

收費�會員�$440��會員�$540

名額�11名

 對��對�動�興�⼈⼠參�

�功是中國傳�⽂�的��之⼀�是中�⺠�的�寶�在�學�域��功療法是傳

�中��學的重�組成部��已��千年的發展�史�本短期課�為�功�⾨�主

�講��功的現代科學原理�中�療法的�理�介紹現�較普�的�功功法�在堂

上會教授�功基本功法��⾏練��理論�實踐並重��求學員�對�功�初步�

識�

�⼆期 (�組��:TP-2109-PR-005)

⽇期�9⽉2⽇⾄10⽉28⽇(�星期四)

(暫停上課�10⽉14⽇)

�間�上午11:00⾄中午12:15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名額�17名

對���小三或�上�⽂�度或曾��

興�中�之學員

家⻑�⽂興�⾼�

 中��功�⽣�

成長發展服務-家長興趣學習系列 

�三期 (�組��:TP-2109-PR-006)

⽇期�11⽉4⽇⾄12⽉30⽇(�星期四)

(暫停上課�12⽉23⽇)

�間�上午11:00⾄中午12:15

���共8�

收費�會員�$360��會員�$460

名額�17名

對���小三或�上�⽂�度或曾��

興�中�之學員

課��師�湯Sir

課��師�湯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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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組��:TP-2109-AD-005)

⽇期�11⽉1⽇⾄12⽉20⽇(�星期⼀)

�間�上午11:05⾄中午12:20

���共8�

收費�會員�$440��會員�$540

名額�11名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歪斜」是�年常⾒毛病�可���椎�歪���疼痛�⻑短脚�斜��

�關�痛�滕盖疼痛�症狀；另外因為「����⾁羣��」而���性⽣理

痛�四�冰���⾄小便失��常�發⽣�因�����擁�健���是絕對

重��本課�除了教授��放��強�和伸展三種�整�動外��會�⽣理�

���⾁構成部�為主幹來�釋各�動功���求加�學員對每個動作的�識

和加強動作的成效��師�湯Sir

常⾒的��疼痛病症⼤�為物理性的症狀而�由病理性所引�的�即是⼈��

動��的軟組織包括��⾁������出現異常所產⽣�其實可����動

療法來緩�和�除�本課�先�介⼈�基本的�⾁��結構���會介紹�種

常⾒疼痛症狀（�枕�五⼗�����損��關�痛）的病因��正確的�動

⽅法來舒緩�⽌痛��師�湯Sir

成長發展服務-家長興趣學習系列 
�動⽌痛�

���整�動�

�四期(�組��:TP-2109-AD-003)

⽇期�9⽉6⽇⾄10⽉25⽇(�星期⼀)

�間�上午11:05⾄中午12:20

���共8�

收費�會員�$440��會員�$540

名額�11名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五期(�組��:TP-2109-AD-004)

⽇期�11⽉1⽇⾄12⽉20⽇(�星期⼀)

�間�上午9:45⾄11:00

���共8�

收費�會員�$440��會員�$540

名額�11名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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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由⼀群�⼼�益的��協助�辦�⾃2011年��⾄�已

�辦了��免費��活動�為��⻑者提供服��

中⼼�員���話�知⻑者�於�定�間到中⼼�����⻑

者們須依照��上��的⽇期��段�來中⼼���並於��

�⼀天洗��確�衞⽣�

�額�120� (額�即⽌)

參加�格�年�60歲或�上的⻑者

(報���出���證或⻑者咭)

免費⻑者��服�

9月份 剪�服�安排：
9⽉3⽇(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9⽉17⽇(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9⽉24⽇(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1月份 剪�服�安排：
11⽉5⽇(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1⽉19⽇(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1⽉26⽇(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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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置:

��⼤埔太和邨太和�⾥社�

中⼼�下

可��交�⼯具:
港�: 太和站B出口
巴⼠: 74A,73A,72,71K,64K
小巴: 24A,25B,25K

�絡⽅法:
�詢�話: 2653 2853 
中⼼傳真: 2653 2820
��: taipo@lok-kwan.org.hk
�址: www.lok-kwan.org.hk

 開放�間:
星期⼀⾄五:上午9:30⾄下午1:00 � 
                     下午2:00⾄6:00
星期六:上午9:30⾄中午12:30
(星期⽇��眾假期休息)

中心最新資訊會以WhatsApp廣播訊息發放, 請參加者

立即保存號碼『5505 9941』於通訊錄中，以接收中心

資訊，不在通訊錄的號碼將不會接收到中心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