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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餘託管 全日營 / 暑期課餘託管上午營 / 暑期課餘託管下午營      接送時間可與職員商討 
目的： 1)協助有需要的家⻑於暑假期間在不同時段照顧其⼦女。    2)讓孩⼦渡過⼀個充實的假期。               

3)提供功課指導服務，加強孩⼦的學習能力及指導他們完成假期功課。 4)提供不同興趣班及活動來發展孩⼦不同的潛能和興趣，以達到德智體群美靈。                     

內容﹕ (本中心有權修改課程內容及時間，而不作另行通知。) 

時間 班級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45a.m. ⼩⼀⾄⼩六 暑期作業 

9:45-10:00a.m. ⼩⼀⾄⼩六 ⼩ 息 

10:00-10:50a.m. ⼩⼀⾄⼩六 中文預備班 中文預備班 英文預備班 數學預備班 數學預備班 

10:50-11:00a.m. ⼩⼀⾄⼩六 ⼩ 息 

11:00-11:50a.m. 
⼩⼀⾄⼩三 兒童手工藝 創意玩具製作 

Rummikub 邏輯思考訓練 
(+$220 轉英語音標拼音初階) 

自選﹕乒乓球/汽球扭扭樂
(+$220 轉羊毛毛戳戳樂) 

我的活動黏土人 

(+$50 轉超右腦訓練) 

⼩四⾄⼩六 EQ 情緒⼩組 
棋類活動 
(+$220 轉日語基礎班) 

魔術 社交樂融融⼩組 郁手郁腳學英文 (外籍老師) 

11:50-12:00 p.m. ⼩⼀⾄⼩六 ⼩ 息 

12:00-12:50p.m. 

⼩⼀⾄⼩三 EQ 情緒⼩組 
棋類活動 
(+$220 轉日語基礎班) 

魔術 社交樂融融⼩組 郁手郁腳學英文 (外籍老師) 

⼩四⾄⼩六 兒童手工藝 創意玩具製作 
Rummikub 邏輯思考訓練 
(+$220 轉英語音標拼音初階) 

自選﹕乒乓球/汽球扭扭樂
(+$220 轉羊毛毛戳戳樂) 

我的活動黏土人 

(+$50 轉超右腦訓練) 

1:00-2:00p.m. ⼩⼀⾄⼩六 午  膳 

2:00-3:00p.m. ⼩⼀⾄⼩六 暑期作業 

3:00-3:15p.m. ⼩⼀⾄⼩六 ⼩ 息 

3:15-4:15p.m. 
⼩⼀⾄⼩三 信仰⼩組 

Fantastic 科 
(各科遊戲學習) 話劇﹕⼩演員訓練班 

初級 STEM 工程師 
⼩朋友時間：下午 3:15–5:30 
30/7 生日 Party 

 6/8 厚恩陸運會 

13/8 下午 4:00–5:30 活動 

   故事工作坊 
20/8 時裝設計比賽 
27/8 咩都問問答比賽 

⼩四⾄⼩六 3D 低溫打印筆 自選﹕乒乓球/摺紙 毛筆書法班 

4:15-4:30p.m. ⼩⼀⾄⼩六               ⼩ 息 

4:30-5:30p.m. 
⼩⼀⾄⼩三 3D 低溫打印筆 自選﹕乒乓球/ 摺紙 棋類活動 

(+$220 轉平板攝影達人 P4-6) 

硬筆書法班 

⼩四⾄⼩六 信仰⼩組 Fantastic 科(各科遊戲學習) 高級 STEM 工程師 

5:30-6:00p.m. ⼩⼀⾄⼩六 放學 / 自由活動 

如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取消之課程，本中心會因應個別課程之進度，而個別作出或取消或調動課程來配合補課。本中心亦有權在任何情況下不作任何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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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 / 上午 / 下午       (對象﹕以 2021 年 9 月就讀年級計算)      

編號 小組名稱 日期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堂數 
收費 

(不設綜援) 

GD 02A 全日營 A 26/7 - 27/8
⼀至五 

9:00a.m. – 6:00p.m. 

升小⼀至
小六學生

10 
25 $5,500 

逢⼀三五 15 $3,750 
自選 自選 (最少5堂) $300/每堂 

GD 02B 上午營 B 
⼀至五 

9:00a.m. – 12:50p.m.
(不包午膳) 

10 
25 $3,000 

逢⼀三五 15 $2,250 
自選 自選 (最少5堂) $170/每堂 

GD 02C 下午營 C 
⼀至五 

2:00p.m.– 6:00p.m. 
(不包午膳) 

10 
25 $3,200 

逢⼀三五 15 $2,400 
自選 自選 (最少5堂) $180/每堂 

備註： 1. 全日課程已包午膳費。上午班及下午班若需要在中心午膳，則另加膳食費，每餐為$45。                      
 2. 凡報讀自選堂，請於 7 月 17 日前完成報名及與中心洽商，以⽅便預備教材。⼀經報名，不能作出更改。 

 3. 早鳥優惠﹕6 月 19 日前報讀 GD02，不包括自選堂，每位可享有$200 優惠(只限使用 1 次)。  

 
 
 
短期課餘託管    (對象﹕以 2021 年 9 月就讀年級計算)  接送時間可與職員商討                   

編號 小組名稱 日期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堂數 
每堂收費(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每班只設兩位綜援) 

GD 01 短期課餘託管下午班 
19/7–23/7

可自選 

最少3堂 
⼀至五 2:00p.m. – 6:00p.m.

升小⼀至
小六學生

10 5 $100 / $110 / $50 

備註： 1. 如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取消之課程，本中心會因應個別課程之進度，而個別作出或取消或調動課程來配合補課。本中心亦有權在任何情況下
不作任何補課 

 2. 下午班若需要在中心午膳，則另加膳食費，每餐為$45。 
 
 

全日營平均每小時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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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青少年服務地帶 ----------Youth Zone (TS /YG / YI )             
GD03  青春無限訓練營   (對象﹕以 2021 年 9 月就讀年級計算) 
目的： 1) 讓參加者渡過⼀個充實的假期。  2) 加強參加者的學習基礎及為新學年作好準備。  3) 提供不同⼩組來改善及提昇參加者各方面的發展。 
形式： 主要以⼩組形式進行活動，並按需要加以個別輔導。  內容﹕(本中心有權修改課程內容及時間，而不作另行通知。)        

時間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0p.m. - 3:00p.m. 初中英文班 初中中文班 ⼩組---抗逆⼩組 初中數學班 義工⼩組 

3:00p.m. - 3:15p.m. ⼩ 息 

3:15p.m. - 4:15p.m. 藝術體驗 繪本我作主 橋牌思維訓練 毛筆書法班 義工體驗---⼩朋友時間：(待定) 
30/7 下午 3:15–5:30 生日 Party 
 6/8 下午 4:00–5:30 厚恩陸運會 
13/8 下午 3:15–5:30 閱讀故事工作坊 
20/8 下午 3:15–5:30 時裝設計比賽 
27/8 下午 3:15–5:30「咩都問」問答比賽 

4:15p.m. - 4:30p.m. ⼩ 息 

4:30p.m. - 5:30p.m. ⼩組---「社交升呢」 ⼩組---情緒多面睇 義工體驗 
旅行套裝 DIY /  
UV 膠精品製作 

5:30p.m. - 6:00p.m. 暑期習作班 / 放學 
 

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堂數 收費(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GD 03A 青春無限訓練營 

19/7 - 27/8

⼀⾄五 

2:00p.m. – 6:00p.m. 升中⼀⾄中三學生 10 

30 $3,900 / $4,400 / $1,950 

GD 03B 青春無限訓練營 ⼀、三、五 18 $2,500 / $3,000 / $1,250 

GD 03C 青春無限訓練營 二、四 12 $2,100 / $2,600 / $1,050 
備註：1.如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取消之課程，本中心會因應個別課程之進度，而個別作出或取消或調動課程來配合補課。本中心亦有權在任何情況下不作任何補課。 
   2.下午班若需要在中心午膳，則另加膳食費，每餐為$45。 3. 6 月 19 日前 報讀 GD03（不包括綜援費用），每位可享有$200 優惠(只限使用 1 次) 
 

TS 暑期中學中英數班及中學功課輔導班  (對象﹕以 2021 年 9 月就讀年級計算) 
目的：幫助中學生溫故知新，打好中文、英文或數學基礎，為新學年的學習作充足的準備。 
內容：教授中文、英文或數學的知識，提供補充練習、解答學生在中文、英文或數學科功課及學習上的難題。 
形式：主要以⼩組輔導形式及個別講授的形式進行。                 

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堂數 收費 (會員/非會員/綜援) 
TS 03 初中英文班 19/7–23/8 (逢星期⼀) 2:00p.m. –3:00p.m. 升中⼀⾄中三學生 10 6 $420 / $470 / $210 
TS 04 初中中文班 20/7 – 24/8 (逢星期二) 2:00p.m. –3:00p.m. 升中⼀⾄中三學生 10 6 $420 / $470 / $210 
TS 05 初中數學班 22/7 – 26/8 (逢星期四) 2:00p.m. –3:00p.m. 升中⼀⾄中三學生 10 6 $420 / $470 / $210 

TS 06 暑期習作班 
26/7-26/8 逢星期⼀⾄四 

(自選五堂) 
5:30p.m. –6:30p.m. 升中⼀⾄中三學生 10 5 $150 / $200 /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