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活動可即日報名＊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收費 內容 負責人 

SYP727 陳慶造星 - 

結他篇 

2/8, 9/8, 16/8, 

23/8/2021 

(逢一) 

4:00 - 5:30pm 本中心 12-17 歲 $40 「陳慶造星—結他篇」教你結他彈唱技

巧，包括和弦、鈎弦指法、掃法，仲有邊

彈邊唱一心二用 multitasking 大法。 

（請自備結他。如有困難可在報名時提出） 

溫智均 

SYP728 玩轉二三四 3-26/8/2021 

(逢二、三、四) 

4:30 - 5:30pm 本中心 9-11 歲 免費 逢星期二我哋有唔同嘅藝術活動比大家試

玩，扮吓文青；逢星期三就有各款 board 

game，考你智慧；逢星期四溫 sir 挑你機，

多種高難度挑戰。 

溫智均 

SYP729 桌遊樂無窮 A 3/8, 10/8, 

17/8/2021 

(逢二) 

2:30 - 3:30pm 本中心 6-10 歲 免費 桌遊十分適合一群人聚在一起遊玩，讓我

們一早就來鬥智、鬥力、鬥說話、鬥演技，

看看誰才是最厲害的玩家！ 

黃瑋 

SYP730 桌遊樂無窮 B 3/8, 10/8, 

17/8/2021 

(逢二) 

4:00 - 5:30pm 本中心 11-16 歲 免費 桌遊十分適合一群人聚在一起遊玩，讓我

們一早就來鬥智、鬥力、鬥說話、鬥演技，

看看誰才是最厲害的玩家！ 

黃瑋 

SYP731 日落＠香港 1.0 4/8, 11/8/2021 

(逢三) 

5:30 - 8:00pm 大角咀＆ 

西九文化區 

8-14 歲 $10 香港夜景美不勝收，但入夜前的日落景色

也會讓人著迷，讓我們一起去探索香港的

動人日落海景景色吧！ 

黃瑋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社區綜合服務部 

 
地址：九龍大角咀福全街四十五號     電話：2395 3107    傳真：2391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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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收費 內容 負責人 

SYP732 攻防箭體驗 5/8/2021  

(四) 

10:45am-1:00pm 本中心 8-14 歲 $50 攻防箭 (Archery Tag) 是一種射箭運動，混

合射箭與閃避球元素，以特別安全專利設

計的弓箭射擊而淘汰對手。 

劉鈺瑩 

SYP733 甜甜小果凍 11/8/2021 

(三) 

2:30 -4:00pm 本中心 8-12 歲 $25 活動教大家小朋友做美味的台灣果凍，果

凍簡單易做，甜甜凍凍，好好味呀。 
梁杏英 

SYP734 半日營@陳慶 13/8/2021 

(五) 

2:30 -5:30pm 本中心 6-10 歲 $30 限聚令，無得去露營！活動可以體驗下扎

營，認識露營用具，玩團體遊戲。 
王培明

姑娘 

SYP735 日落＠香港 2.0 18/8, 25/8/2021 

(逢三) 

4:30 -8:00pm 嘉頓山& 

添馬公園 

8-14 歲 $10 香港夜景美不勝收，但入夜前的日落景色

也會讓人著迷，讓我們一起去探索香港的

動人城市景色吧！ 

黃瑋 

SYP736 激戰躲避盤 21/8/2021 

(六) 

3:00 - 5:00pm 本中心 9-17 歲 $50 躲避盤是一種結合飛碟同閃避球的新興運

動，考你反應、身手和團隊合作。 
溫智均 

SYP737 「夢想．從精明

理財開始」 

4S 兒童理財 

暑期日營 

21/8/2021 

及 

22/8/2021 

(六及日) 

21/8(六) 

6:00-9:00pm 
 

22/8(日) 

10:00am-5:00pm 

本中心 升小四至小五學生

（基層家庭優先） 

$500（按金） 

（先留名，後確實） 

以導師講課、趣味遊戲、小組討論、情境

分析，把經濟、理財的知識和思維，連同

生活化的例子融合起來，藉由均衡教育和

有效學習。 

麥小華 

家庭活動 

TF711 親子 

美味 PIZZA  A 

26/7/2021 

(一) 

2:30 - 5:00pm 本中心 親子：1 大 1 小 

(子女須為 6-12歲) 

$40（會員） 

$75（非會員） 

(大小同價、按人頭收費) 

薄餅 (PIZZA)，相信冇人未食過啦！究竟點

樣才可以做出一個又好食又吸引人的薄

餅，今期不如家長和小朋友都一齊來，試

吓、學吓、做吓。 

梁杏英 

TF712 親子 

美味 PIZZA  B 

3/8/2021 

(二) 

2:30 - 5:00pm 本中心 親子：1 大 1 小 

(子女須為 6-12歲) 

$40（會員） 

$75（非會員） 

(大小同價、按人頭收費) 

薄餅 (PIZZA)，相信冇人未食過啦！究竟點

樣才可以做出一個又好食又吸引人的薄

餅，今期不如家長和小朋友都一齊來，試

吓、學吓、做吓。 

梁杏英 

TF713 田園樂悠遊 29/8/2021 

(日) 

10:00am-4:00pm 元朗 

448 農莊 

親子家庭 會員：成人$90 / 小童$50 
 

非會員：成人$125 / 小童$85 

一家大小到郊外遊玩，可以遠離煩囂，呼

吸新鮮空氣外，更可以認識新式耕作及環

保種植模式，農莊更有不同玩樂設施，餵

飼小動物，花田、塗鴉巴士等打卡熱點。 

劉鈺瑩 

麥小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