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中心 

2020 年度 7-10 月季刊活動修訂(6 月 12 日)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季刊頁數 修訂內容 負責同工 

CC-200138S 暑假宿營大解放 P.100 

刪除備註第一項：此活動將申請外界基

金資助，收費將視乎撥款情況而作出相

應調整。 

林柏余姑娘

Peggy 

CC-200069FD 
愛護動物齊出力 

(「童里+友」計劃) 
P110 活動取消 

翁詠兒姑娘

(Silver) 

CC-200147S 
Keep Moving 

暑假動感訓練營 
P. 99 活動取消 

劉穎琪姑娘 

(Sharon) 

CC-200084S 參觀中央郵件中心 P.104 活動取消 
楊英麗姑娘 

(Celia) 

CC-200155S 
與馬仔全接觸 

(「童里+友」計劃) 
P110 

日期︰31/7(星期五，共一節) 

時間︰13:30-17:30 

翁詠兒姑娘

(Silver) 

CC-200148S 
Keep Moving 

兒童健球體驗學堂 
P. 102 

修訂時間︰12:00 n.n - 1:30 p.m. 

地點：社區中心一樓禮堂 

劉穎琪姑娘 

(Sharon) 

CC-200053FD 童 lego 相遇上 P.107 修訂時間︰12:30n.n. - 5:30p.m. 
翁詠兒姑娘

(Silver) 

CC-200135F 
城市綠洲(優化)計劃之 

DIY 清潔護理小法寶 
P128 

日期：12/9, 19/9 (逢星期六，共一節) 

內容：運用天然材料製作咖啡除臭皂及

消毒搓手液 

林柏余姑娘 

(Peggy) 

CC-200160FD 
「童里」Fun Fun 做運動 

(「童里+友」計劃 
P.108 修訂日期︰9/8 (星期一，共一節) 

翁詠兒姑娘

(Silver) 

CC-200205SD 
玩遊情緒 

（「童里」＋友計劃） 
P. 112 

修訂對象：新來港，低收入及獲全額書

津或 

綜緩之 7-9 歲兒童 

李宛珊姑娘 

(Anita) 

CC-200252S 貼出我個性 新增活動 

內容：教授小朋友製作專屬個人的貼紙。 

日期：25/8 (星期四，共一節) 

時間：2:00p.m. - 3:30p.m. 

地點：社區中心 

費用：會員每位$25，非會員每位$55 

對象：7-12 歲兒童 

李宛珊姑娘 

(Anita) 

CC-200251FD 
「童里」都係環保大使! 

(「城市綠洲(優化)計劃」) 
新增活動 

內容：親子去石澳泳灘清潔海岸，玩一

些小遊戲，共同學習愛護環境。 

日期：3/10 (星期六，共一節) 

時間：11:30a.m. - 6:00p.m. 

地點：石澳泳灘 

費用：會員每位$25， 

非會員每位$55 (包交通及午膳) 

對象：7-12 歲之新來港，低收入及獲全

李宛珊姑娘 

(Anita) 



額書津或綜緩的兒童及其家庭 

備註：1. 計劃由公益金贊助 

2.「童里+友」會員完成活動後可

獲 4 學分 

CC-200253S 小小音樂家 新增活動 

內容：教授小朋友製作創意樂器，如波

浪鼓及非洲木琴，學習一些樂器

知識及節奏感，並一同享受演奏

樂曲。 

日期：17/10 及 31/10 (星期六，共兩節) 

時間：2:30p.m. - 4:00p.m. 

地點：社區中心 

費用：會員每位$25，非會員每位$55 

對象：7-9 歲兒童 

李宛珊姑娘 

(Anita) 

CC-200247SD 
夏日炎炎睇冷氣 

(「童里+友」計劃) 
新增活動 

內容：參觀冷氣展館，學習一些環保知

識，以及不同冷氣機對環境的影

響。 

日期：18/8 (星期二，共一節) 

時間：11:30p.m. - 5:00p.m. 

地點：觀塘大金冷氣展館 

費用：會員每位$25， 

非會員每位$55 (包午膳及交通) 

對象：7-12 歲之新來港，低收入及獲全

額書津或綜緩的兒童及其家庭 

備註：1. 計劃由公益金贊助 

2.「童里+友」會員完成活動後可

獲 4 學分 

李宛珊姑娘 

(Anita) 

CC-200078 夏日浮潛世界 P116 修訂日期：1/8 (星期六，共一節) 
劉遠豪先生 

(Paul) 

CC-200098 
城市綠洲(優化)計劃之 

人在野 Wild Camp 
P117 活動取消 

劉遠豪先生 

(Paul) 

CC-200065 
【熱血陽光系】 

溪降峽谷挑戰 
P117 

修訂費用：會員$280，非會員$310， 

全額書津/綜援會員$90 

修訂時間：8:00a.m.-7:00p.m. 

(社區中心集合及解散) 

王詠喬姑娘 

(Wing) 

CC-200178 
「培苗成蔭」之 

書簿獎勵計劃 2020 
P134 

修訂面見日：13/7 - 17/7 

修訂頒贈日：16/8 

劉燕琼姑娘 

(Venus)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2020 年度 7-10 月季刊活動修訂(6 月 12 日)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季刊頁數 修訂內容 負責同工 

IT-200189S 美食小記者 P.27 
時間由 4:30 p.m.-5:30p.m.修訂為

4:30p.m-6:00p.m. 
陳淑冰姑娘 

IT-200137 
夏日水上飄!wakeboard 拉

滑水入門 
P.43 

- 日期 2/8-16/8(星期日)由.修訂為

3/8-17/8(星期一) 

- 時間由 10a.m.-5p.m.修訂為 11a.m.-5p.m 

- 加一節(簡介會) 1/8(星期六) 7pm.-8p.m. 

蘇嬡怡姑娘 

IT-200209S 六色積木一齊玩 P. 25 

原定日期: 14/7 – 30/7 (星期二四，共六節) 

將順延一星期 

修訂日期: 21/7 – 6/8 (星期二四，共六節) 

李怡姑娘 

IT-200215S 童樂劇場 P.29 

1．原定拍攝日: 22/8 (星期六) 7:30pm-9:00pm 

修訂為表演日: 22/8 (星期六) 1:00pm-5:00pm 

2．對象: 6-12 歲兒童 修訂為 8-12 歲兒童 

李怡姑娘 

IT-200064 水底游蹤！浮潛！ P. 41 
簡介會(31/7) 時間由 1:00pm-2:00pm 

修訂爲 12:00nn-13:00pm 
羅健威先生 

IT-200067 
星級露營！英仙座流星

雨！ 
P. 57 

簡介會(11/8) 時間由 2:00pm-4:00pm 改爲 

3:00pm-4:00pm 
羅健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