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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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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作
· �物銀⾏
· �來港⼈⼠⽀援服�
· 成⼈��服�
· 社��書�
· 義⼯發展服�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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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服�
· EmSS就�⽀援服�

兒童��少年發展
· 兒童學��成⻑發展服�
·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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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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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僱主或商戶提供職
位空缺資訊。

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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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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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詢����
��2653 2853�中⼼
�員�絡�

就�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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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成為「樂群之友」才可報名參加中心各項課程/活動，報名時須出示有

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

參加者須親身前往本中心報名，費用以現金或八達通繳交，報名日當天

上午暫停辦理申請「樂群之友」會員咭，請預先辦理相當手續。

報名時，請自行留意課程/活動之日期及時間或資格要求，如報名後發現

撞期或不符合資格，本中心概不負責及不設退款，並有權拒絕其上課。

如因任何個人理由不能出席課程/活動，均不設補堂或退款安排。

參加者須遵守中心內一切守則，愛護公物，尊重導師；如參加者在課程/

活動期間，對他人造成滋擾或有其他不適當的行為，本中心有權取消其參

加資格，所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如有損壞公物，須照價賠償。

若課程/活動報名人數不足，本中心有權延期或取消課程/活動，參加者須

於收到通知後兩個星期內，憑收據正本申請退回款項。

有關繳交按金之課程/活動，參加者須全數出席該課程/活動後，出示收據

正本方可退回按金，故參加者務必保存收據正本直至課程/活動完結。

請按時出席已報名之課程/活動，除因特別情況外，中心將不另作個別通

知。

因颱風/暴雨而影響的課程/活動，本中心一般會順延課程/活動，但亦會

因應情況作決定再另行通知。有關惡劣天氣之活動安排可參考附件(一)。

本中心在課程/活動進行中會拍攝相片或錄影作為製作花絮或宣傳之用，

如閣下不同意此安排，請於課程/活動開始前通知中心職員。

本中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包括對參加者之取錄權，更改導師、上課時

間、地點、課程/活動內容或其他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課程/活動報名須知

附件⼀ �關惡劣天�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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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申請成為「樂群之友」，將獲得迎新小禮物一

份!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詳情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憑「�群之友」咭�可享��下服�� 

��群之友價錢報讀��課��活動

�先����活動�訊

成⼈�兒童�書借�

就��詢服�

�員再培訓課���服�

�⼯��位��服�

會員招募

成功透過會員編號介紹親友成為「樂群之友」，將

獲得小禮物一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詳情可向中

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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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或申�「�群之友」咭����為���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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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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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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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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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更便捷的服��本中⼼現正開�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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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

成為�群之友:

申�須知:

注意事項:

「樂群之友」咭的有效期為3年，請各會

員留意持有的樂群之友咭到期日，於到期

日前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到本中心

辦理續咭手續。(續會沒有任何費用！)

會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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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開中⼼��必須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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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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為其中⼀間�核中⼼����詢!

�收�家庭��費�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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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22年9⽉25⽇ (⽇ )   
�間�上午8:30-下午2:30
�點���哥爾夫球場

費⽤��⾦$100(每對�⼦組合 )
對���⼦組合

�額�30⼈

疫�下⼦�⼤�留在家中��少�會�出��⼤⾃��是�

活動由�港哥爾夫球會贊助���球會的獨�訓練��

SHORTGOLF�驗打哥爾夫球的���同���⽣��賞讓
參加者�識和享受⼤⾃��拋開⽇常的�惱�並可�增��

⼦�的關��

主辦� 合辦�贊助�

哥爾夫�「童」⾏ - �⼦�驗活動

會員須��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期�2022年11⽉6⽇ (⽇ )
�間�上午8:30-下午2:30
�點���哥爾夫球場

費⽤��⾦$100(每對�⼦組合 )
對���⼦組合

�額�30⼈

�合�點�本服��

�註� 
1.參加者須於活動當⽇上午8:15�到本服���合�
2.�港哥爾夫球會�輕�提供給予每位參加者�
3.會員須出席活動�才��回�⾦��會員不設���
4.�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服���於活動��知�關詳��詳�可向�員�詢�
5.所�12歲或�上之參加者��合「疫��⾏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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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22年11⽉27⽇ (⽇ )   
�間�上午8:30-下午2:30
�點���哥爾夫球場

費⽤��⾦$100(每對�⼦組合 )
對���⼦組合

�額�30⼈

主辦� 合辦�贊助�

哥爾夫�「童」⾏ - �⼦�驗活動

會員須��出席⽅可�回�⾦��會員不設���

⽇期�2022年12⽉18⽇ (⽇ )
�間�上午8:30-下午2:30
�點���哥爾夫球場

費⽤��⾦$100(每對�⼦組合 )
對���⼦組合

�額�30⼈

�合�點�本服��

疫�下⼦�⼤�留在家中��少�會�出��⼤⾃��是�

活動由�港哥爾夫球會贊助���球會的獨�訓練��

SHORTGOLF�驗打哥爾夫球的���同���⽣��賞讓
參加者�識和享受⼤⾃��拋開⽇常的�惱�並可�增��

⼦�的關��

P.17

�註� 
1.參加者須於活動當⽇上午8:15�到本服���合�
2.�港哥爾夫球會�輕�提供給予每位參加者�
3.會員須出席活動�才��回�⾦��會員不設���
4.�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服���於活動��知�關詳��詳�可向�員�詢�
5.所�12歲或�上之參加者��合「疫��⾏證」�求



哥爾夫�「童」⾏

�⼆學期課�

⽇期�21/10、28/10、4/11、11/11、
              18/11、25/11、2/12、9/12、16/12
課����共9�  (�星期五上課)
�間�下午6�⾄7�30� (每�1.5⼩�)
�點��港哥爾夫球會��球場

對��就讀⾼⼩⾄初中�對哥爾夫球�動�興�之學童

�額�16位
費⽤��免�須付�⾦300元＊ 

主辦� 合辦�贊助�

學童培訓

由��哥爾夫球�練為學童提供為期9星期����性的哥爾夫球
���培訓�從⽽培�學童對哥爾夫球�動的興��技��亦�助

提升其���專注⼒�⾃信⼼��略制訂�⼼理質素�整���⽅

位提升學童�⼼健���⾄��會成為專�球⼿�

�額�限��個⼈�

學校或團��興��

���我們�絡�

�群社會服�� ��豪社�服�中⼼
： �界⼤埔太和邨太和�⾥社�中⼼�下
： 2653 2853 或 5505 9941 
 ：2653 2820

＊完成課���

出席率�80%之參加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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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社會服��的⾔語治療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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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教���⽀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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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治療服�

訓練�容

口部��訓練

語⾔理��

語⾔表��⼒訓練
社交溝��⼒訓練

發⾳訓練�線訓練

語暢訓練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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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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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1



成長發展服務-蛻變工程 PROJECT C

C
C C
HANCE�

會

ONTRIB
UTIO

N貢
�

HANGE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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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14本�書幼稚�⾄小⼆學童 �讀21本�書

�讀書本��參加者�填寫�讀紀�冊�報告�

�在2022年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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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券��書

小三⾄小六學童 �讀30本�書�讀20本�書

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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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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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書�讀��計劃

書券��書

�註�

申�⽇期�2020年2⽉1⽇⾄2022年10⽉21⽇

禮物�

對�

��禮物⽅法�

成長發展服務-蛻變工程 PROJECT C

名額�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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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209-FM-001
⽇期�9⽉10�17�24�10⽉8�15⽇(�星期六)
�間�上午9:30⾄中午12:30
���５�
�額�7對�⼦組合
���本中⼼
對��4-9歲兒童�其家⻑
費⽤��⾦$200

有沒有想過可以親手製作一本獨一無二的故事書？故事內容並不只限於文

字，可以是圖案、照片，甚至可以利用不織布等物料，豐富自己設計的故

事內容。在繪本導師的指導下，家長與孩子一起用創意思考方法，把天馬

行空的想法呈現在畫紙上，並且透過親子共讀時間加強彼此關係和互動，

一同創作一本屬於自己獨有的繪本！

�註�

1. �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中

⼼�於活動��知�關詳��詳�可向

�員�詢�

2. 學員須��出席⽅可�回�⾦�

��繪�FUN

九 月 份

成長發展服務-蛻變工程 PROJEC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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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天��上�
疫�期間�為了�合不同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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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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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為提升活動成效�5歲�下的兒童建議家⻑陪同�看�

 2. 兒童�看故事影���須�單紀��讀⽇期�書���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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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發展服務-蛻變工程 PROJECT C

對��3-9歲兒童

費⽤��免

申�⽇期�即⽇�⾄

2022年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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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你take 個
「bricks」

六色積木 (Six Bricks)源自於南非，由六顆不同顏

色的LEGO積木租成，從而衍生出不同遊戲來啟

發兒童的全人發展。透過遊戲中學習，有助兒童

發展多方面的能力。他們可以藉此提升短期記憶

力、創造力、解難能力，亦可以透過團隊合作提

升協作能力、情緒表達和社交溝通技巧等等。

編號：TP-2209-CY-009

日期：11月9日及16日 (逢星期三)

節數：2節

時間：下午4:45-5:45

地點：本服務處

對象：6-9歲兒童

名額：6名

費用：會員價 $３0 / 非會員價 $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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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209-CY-011

⽇期�26/11、03/12、10/12 (�星期六)  

�間�上午10:00-中午12:00

���3�

����壺�中⼼ (�址: 九�紅�置富都會807-812�舖)

費⽤�$100

對��6-12歲學童

名額�24名

�合�間�上午09:50

������壺�中⼼⾨口

地壺小「train」英 
地壺球(Floor Curling)是一項新興運動，以團

隊競賽形式進行。除了比賽規則和發壺技巧

外，此運動非常能體現隊員間的分工合作及溝

通。透過三節培訓，參加者可以更了解比賽制

度及防守技巧，亦可以從中學習團隊合作和體

育精神。完成培訓後，只要通過比賽、技巧測

試及筆試，便可向香港地壺球協會申請註冊成

為賽員，可參加總會認可的地壺球比賽。

�註�
1.參加者須於上午9:50準��合�
2.參加者可在完成課��⾃⾏向�港�壺球協會申 
    �註冊成為賽員�會費為$80/3年�
3.�受疫�或政府防疫措�影響�本服���於活   
     動��知�關詳��詳�可向�員�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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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209-CY-013

⽇期�2022年9⽉2�9�16�23�30⽇            

   �10⽉7⽇(�星期五)

�間�下午3:45-5:45

���本服��

⼈��8⼈

對��8-13歲

費⽤�會員$50/�會員價$100

在活動中會教授��球的技巧並�出基本的�

式�例�����動物�劍�⼀��中��相

關的�式�����球訓練小朋友的⼿�協

���⼿部�⾁的⼒量��活性�

�
 ⽇ � �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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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209-CY-014

⽇期�2022年9⽉21�28⽇(�星期三)

�間�下午4:30-5:30

���本服��

收費�會員價$50/�會員價$100

名額�5名

對��4-7歲

小小理財師小小理財師小小理財師
在⽇常⽣活中�我們經常��⾦錢�例�是購買早����

交�⼯具��擁�⼀個良�的⾦錢�理�����可�⾜我

們⽇常⽣活���⼜可�為未來打��

在活動中會��不同���驗����提升兒童對⾦錢�

��教��們�何�⽤�⽤錢�為⽇�制定合�的計劃�另

外在活動當中�⾃製作獨⼀�⼆的錢罌�提⾼兒童對儲�的

興����正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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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6-12歲兒童

名額：6人

費用：會員價$50/非會員價$100

「�」出⽣天
密室��是在�定場所裡�⾏的��活動�

�求玩家在規定的�間�����找線索�

合作�����終完成����密室

時間：下午4：30至5：45

地點：本服務處

日期：10月14日(第一期)

      11月4日 (第二期)

      11月11日(第三期)

�註�每位參加者只�報⼀期活動

編號：TP-2209-CY-010

節數：每期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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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TP-2209-FM-002

日期: 2022年10月22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09:00至下午5:00(包午餐)

人數: 4０人

對象: 9至12歲兒童及其家長

集散地點: 本服務處

活動地點: 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

內容：由專業歷奇教練帶領進行歷奇活動，內容包 

     括團隊合作及大自然保育等

費用: 每位$100

親子歷奇日
歷奇是透過野外及歷奇活動﹑小組輔導及體驗學

習去協助青少年成長，建立自信及提高溝通技

巧，從而提升個人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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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驗�師主��針對「讀�寫」兩⽅⾯�⾏����
容�重訓練學⽣�讀理�和寫作的�⼒��提升�們的
中國語⽂⽔平�(課��普�話授課)
課��師�沈�師

C班(班組編號:TP-2209-CY-006)

日期：11月5日至12月24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1:30至中午12: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四至小六學生

A班 (班組編號:TP-2209-CY-001)

日期：9月3日至10月29日(逢星期六)

      (暫停上課：10月1日)

時間：上午9:30至10: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二至小四學生

成
⻑
發
展
服
務��-��

兒
童
多
元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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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班組編號:TP-2209-CY-003)

日期：9月3日至10月29日(逢星期六)

      (暫停上課：10月1日)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三至小五學生

兒童中文閱讀寫作班

�⼀期

C班(班組編號:TP-2209-CY-005)

日期：9月3日至10月29日(逢星期六)

      (暫停上課：10月1日)

時間：上午11:30至中午12: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四至小六學生

�⼆期
A班 (班組編號:TP-2209-CY-002)

日期：11月5日至12月24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至10: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二至小四學生

B班(班組編號:TP-2209-CY-004)

日期：11月5日至12月24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至11:30

節數：8節

費用：$640

名額：10名

對象：適合小三至小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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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2209-CY-007

⽇期�9⽉6⽇⾄10⽉25⽇(�星期⼆)

           (暫停上課�10⽉4⽇)

�間�下午4:00⾄5:00

���7�                   

費⽤：$560

�額�15�                      

對���合�興�學�國�⾳�的⼩學⽣

���TP-2209-CY-008

⽇期�11⽉1⽇⾄12⽉20⽇(�星期⼆)

�間�下午4:00⾄5:00

���8�                   

費⽤�$640

�額�15�  

對���合已完成國�⾳�初�的⼩學⽣

兒童�語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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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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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組��:TP-2209-AD-001)
⽇期�9⽉2⽇⾄10⽉28⽇(�星期五)
�間�上午10:30⾄11:45
���9�
費⽤�$405                                                          
�額�15�
對��對�⽂�興�⼈⼠

成
⻑
發
展
服
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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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發⾳Phonics�⽂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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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兩期��師�湯SIR

�⼆期(�組��:TP-2209-AD-002)
⽇期�11⽉4⽇⾄12⽉23⽇(�星期五)
�間�上午10:30⾄11:45
���8�
費⽤�$360                                                                                             
�額�15�
對��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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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組��:TP-2209-PR-001)
⽇期�9⽉1⽇⾄10⽉27⽇(�星期四)
�間�上午9:35⾄10:50
���9�
費⽤�$405
�額�15�
對���⼩三或�上�⽂�度或曾��興�
          初�之學員

家⻑�⽂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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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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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組��:TP-2209-PR-002)
⽇期�11⽉3⽇⾄12⽉29⽇(�星期四)
�間�上午9:35⾄10:50
���9�
費⽤�$405
�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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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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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常
⽣活會話��初中�度為主�共�四期�
�師�湯SIR

�⼀期 (�組��:TP-22209-PR-003)
⽇期�9⽉5⽇⾄10⽉31⽇(�星期⼀)
            (暫停上課�9⽉12⽇)
�間�上午9:30⾄10:45
���8�
費⽤�$360
�額�15�
對���⼩三或�上�⽂�度或曾��興�
             中�之學員

�⼆期 (�組��:TP-2209-PR-004)
⽇期�11⽉7⽇⾄12⽉19⽇(�星期⼀)
�間�上午9:30⾄10:45
���7�
費⽤�$315
�額�15�
對���⼩三或�上�⽂�度或曾��興�
             中�之學員

家⻑�⽂興�⾼�

�動⽌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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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組��:TP-2209-AD-003)
⽇期�9⽉5⽇⾄10⽉31⽇(�星期⼀)
            (暫停上課�9⽉12⽇)
�間�中午12:00⾄下午1:00
���8�
費⽤�$40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期(�組��:TP-2209-AD-004)
⽇期�11⽉7⽇⾄12⽉19⽇(�星期⼀)
�間�中午12:00⾄下午1:00
���7�
費⽤�$35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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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是�年常⾒⽑病�可���椎�歪���疼痛�⻑短��斜
���關�痛��盖疼痛�症狀；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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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放��強�和伸展三種�整�動���
會�⽣理����⾁構成部�為主幹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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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動�

A�(�組��:TP-2209-AD-005)
⽇期�9⽉5⽇⾄10⽉31⽇ (�星期⼀)
 (暫停上課�9⽉12⽇)
�間�上午10:55⾄11:55
���8�
費⽤�$40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A�(�組��:TP-2209-AD-006)
⽇期�11⽉7⽇⾄12⽉19⽇(�星期⼀)
�間�上午10:55⾄11:55
���7�
費⽤�$35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B�(�組��:TP-2209-AD-007)
⽇期�9⽉1⽇⾄10⽉27⽇ (�星期四)
�間�上午11:00⾄12:00
���9�
費⽤�$45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B�(�組��:TP-2209-AD-008)
⽇期�11⽉3⽇⾄12⽉29⽇(�星期四)
�間�上午11:00⾄12:00
���9�
費⽤�$450
�額�9�
對��對�動�興�⼈⼠參�
�註�學員⾃��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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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間��星期⼀⾄五下午3:00⾄4:30

            (�眾假期�學校⻑假期除�)              
對����⼩⼀⾄⼩六學⽣
費⽤�$800/⽉

���詢����2653 2853�中⼼�員�絡�

尚餘少量名額

現正接受申請!

課堂�⼩組形式�⾏(1個�師對5�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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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學」功課輔��
  (�組���TP-2209-C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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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服����

每�服�⼈��60位⻑者
參加�格�年�60歲或�上的⻑者
(報���出���證或⻑者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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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定�間�派發�����⻑者們須依照��上��
的⽇期��段�來中⼼���並於���⼀天洗��確�衞⽣�

免費⻑者��服�

10⽉� ��服����
10月14日(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0月21日(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2月16日(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12月23日(星期五)    上午9:30 -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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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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絡⽅法:
        2653 2853 
        2653 2820
        5505 9941
        taipo@lok-kw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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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