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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 

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 

 

*紅色紅色紅色紅色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 

*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 

 活動編號活動編號活動編號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HFC-S19-034 水上歷奇 go 

for fun 

8-13歲 活動 22/8(四) 08:30 - 

17:00 

1 西貢 （暫定） 

 450 24 於 8月暑期的尾聲，炎炎夏日當然少不了水上活動，激激好玩的水上歷奇活動為你的暑假留下難忘的回憶！ 

*費用包括旅遊巴及午膳 

*活動有機會下水 

*需穿著深色可濕水的衣物(包括包足包括包足包括包足包括包足鞋鞋鞋鞋)及帶備替換衣物
*負責職員：張韋珊 

HFC-S19-047 GET WET!親子水上挑戰日 

8-13歲及家長 

 

*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活動 28/8(三) 

(暫定) 

08:30 - 

17:00 

1 大尾督大尾督大尾督大尾督 （暫定） 

700 每對
(兩位) 親子 

12 臨近暑假尾聲，夏日熱辣辣，爸爸媽媽與子女一齊挑戰水上歷奇！ 

 親子會於活動中挑戰康樂獨木舟及其他水上設施。 

*費用包括旅遊巴及午膳 

*活動有機會下水 

*需穿著深色可濕水的衣物(包括包足包括包足包括包足包括包足鞋鞋鞋鞋)及帶備替換衣物
*負責職員：張韋珊 

HFC-S19-078 親子愛護動物大使 

5-11歲及家長 

 

*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參觀 與 體驗 

16/8(五五五五) 14:15 - 

17:00 

1 灣仔 愛護動物 協會 

300 每對
(兩位) 親子 

15  首部份是為參觀者講解動物福利的概念、飼養寵物的責任，及對動物福祉有更廣泛的認知。 第二部份是參觀領養部內被人遺棄的待領養動物，包括狗、貓、兔子及倉鼠等， 透過親子活動，讓孩子們學習尊重生命及關心動物。 

*費用包括旅遊巴 

*參加者需一名家長陪同。 

*活動會接觸動物 

*負責職員：張韋珊 

HFC-S19-267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暑期青年足球訓練班 

(戶外場地) 

8-13歲 體育運動 16/7-20/8 

(逢二) 

17:15 - 

18:45 

6 杏花邨足球場/本單位 

480 16 足球基本技巧訓練及進行小型足球比賽。 

(如下雨改回在本單位活動室上課) 

*請自備飲用水 

*請穿著波鞋 

*參加者請於 17:00在本單位集合，逾時自行前往杏花邨足球場 

HFC-S19-326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兒童足球班
-C 

(室內場地) 

6-8歲 體育運動 16/7-20/8 

(逢二) 

17:00 - 

18:00 

6 本單位 730 10 足球基本技巧訓練及進行小型足球比賽。 

*教練擁有亞洲足協 B級教練牌照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運動裝束 

*請自備飲用水 

HFC-S19-010 親子玩樂系列：親子無障礙服務 

5-10歲及家長 

 

*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請以子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女姓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日營 10/8(六) 13:00 - 

17:00 

1 港島 無障礙 路線 

180 每對
(兩位) 親子 

13 與傷健人士一同完成活動、事工工工工及帶領遊戲及與傷健人士溝通。 

*費用已包括旅遊車 

*負責職員：林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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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 

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活動更新資料 

 

*紅色紅色紅色紅色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為更新部分 

*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 

 活動編號活動編號活動編號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節數節數節數節數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HFC-S19-009 2019 青年職場 訓練計劃 

14-24歲 訓練及訓練及訓練及訓練及 開展禮開展禮開展禮開展禮 

(必需必需必需必需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4/7及
11/7 

(四) 

19:30 - 

21:00 

2 本單位 50 20 參加者需要經過面試甄選，成功入圍之參加者將接受單位職員之正式訓練，包括學習使用單位之會員系統、櫃位當值工作訓練、文書工作簡介。並於暑假期間完成五日全日的工作體驗，協助單位之櫃位當值、活動準備、文書處理等工作。 

*參加者出席全日可獲發午膳津貼 

*參加者必須出席面試 

*工作體驗時段可獲計算義工時數 

*參加者完成訓練及工作體驗便可獲發單位證書 

*負責職員：劉慧心 

7/7(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青年空間青年空間青年空間青年空間 

職場 訓練 

15/7 -16/8 期間 共五星期 

09:00 - 

18:00 

/ 本單位 必須於每星期選固定一日 (星期六、日除外)(全期共五日)，全日
9:00至 18:00當值 

HFC-S19-037 飛凡體驗 12-20歲 參觀 體驗 

28/8(三三三三) 

 

13:15 - 

18:15 

 

1 東涌 50 36 藉着參觀香港國際機場及導賞員講解，參加者可了解機場的日常運作、最新發展及未來計劃，並有機會參觀機場設施。 

*費用已包括旅遊費用已包括旅遊費用已包括旅遊費用已包括旅遊車接送車接送車接送車接送 

*負責職員：詹敏婷 

HFC-S19-105 STEM 

LEADer  科學生活營
_HFC 

8-12歲 體驗 23/7-25/7 

(二至四) 

23/7 

(二二二二) 

10:00至至至至 

25/7 

(四四四四) 

17:00 

7 西貢 1. 

29/4-2

/5 報名
($2000 早鳥 優惠) 

 

2. 

3/5-19

/5 報名
($2200早鳥 優惠) 

 

3. 

20-31/

5 報名
($2500 原價) 

13 學習 STEM，掌握未來生活的智慧與技巧。 科學就是生活。 。飛機為何可以飛上天? 。微波爐為什麼可以高速煮熱食物? 。青馬大橋及高樓大廈，為何不會被山竹 10級颱風吹倒? 。紙櫈仔可以承載
100kg? 

STEM LEADer Camp 為你解開生活上種種疑團 ， 以 創 意 編 程
(Creative Coding)及創新 手 造 (Innovative 

Making)，透過趣味科學方法(Fun Science)，引發小朋友 STEM 因子，鍛鍊科學頭腦，使成為小小科學家。除了包羅萬有小實驗外，STEM 

LEADer Camp重點活動有﹕ 。學習飛行原理、編寫程式，控制無人飛機 。創作無火太陽能爐 。動手製作載人紙船，水中橫渡，駛往目的地 

*完成生活營完成生活營完成生活營完成生活營，，，，可獲可獲可獲可獲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香港青年協會頒發
LEAD Lab 電子証書電子証書電子証書電子証書乙張乙張乙張乙張 

* 費 用 已 包 括 營費 用 已 包 括 營費 用 已 包 括 營費 用 已 包 括 營費費費費、、、、旅遊巴旅遊巴旅遊巴旅遊巴、、、、膳食膳食膳食膳食及活動物資費用及活動物資費用及活動物資費用及活動物資費用 

*活動內容有機活動內容有機活動內容有機活動內容有機會會會會因應天氣及場地安因應天氣及場地安因應天氣及場地安因應天氣及場地安排而有所變動排而有所變動排而有所變動排而有所變動，，，，敬敬敬敬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 

*負責職員：詹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