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的： 1.推廣及彰顯殘疾人士的能力及傷健共融的理念；

  2.為推廣殘疾人士普及運動和藝術活動籌募運作經費。

主禮嘉賓：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SBS，BBS，JP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先生

對 象： 會員、家屬、親子、好友及全港市民

『健障行』‧共融‧運動同樂日詳細內容

日 期： 2019年10月13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30 - 下午3:00

路 線： 青衣海濱公園 至 青衣東北公園（全長4公里）

參加者資料﹕（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 女

年齡：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監護人簽名﹕                                        （十八歲以下人士須獲得監護人同意）

緊急事故聯絡人：姓名：                                         電話：                                        

『健障行』‧共融‧運動同樂日 
參加表格 (個人)  （編號﹕                           由機構填寫）

捐款表格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1. 是/否需要收據 6. 是/否需要收據

2. 是/否需要收據 7. 是/否需要收據

3. 是/否需要收據 8. 是/否需要收據

4. 是/否需要收據 9. 是/否需要收據

5. 是/否需要收據 10. 是/否需要收據

(如有需要，請自行覆印表格)

捐款$100或以上人士可獲發收據，本會將會於活動後4個月內寄回予參加者代為發回予捐款人。

請將報名表格連同所籌得款項(支票或銀行入數收據)，於2019年10月7日( 星期一)或之前寄回或親身交回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或以現金直接存入匯豐銀行 ── 賬戶：080-2-065078)

為了鼓勵各位熱心人士的參與及支持，所有參加者將會在 
活動當日獲得精美紀念品-大會T-Shirt及背包乙個

如對是次活動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38 5111
與鄭小姐聯絡。

『健障行』• 共融 • 運動同樂日是傷青會第七年舉辦的大型品牌籌募活動，是次活動歡迎健全及殘

疾人士一同參與。『健障行』• 共融 • 運動同樂日活動與以往不同，除了推動傷健共融外，亦增加了大眾

「愛身體 • 愛社區 • 愛共融」的理念，透過導賞及互動工作坊發放信息，在步行的路線上增加了殘疾

運動體驗項目——— 碰碰地壺球、視障門球及輪椅籃球達人攤位。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共同參與活動，

除了達致『傷健共融』的目標外，亦在「同一地點、不一樣感受」的身心靈成長共融體驗當中，直接感受

「愛身體 • 愛社區 • 愛共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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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由機構填寫）



 

個人 / 公司名稱：

個人 /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職位： 個人/公司電話：

電郵：

產品 慈善愛心價 訂購數量 總額

傷青曲奇 HK$30/盒 盒  HK$

                # 訂購傷青曲奇收據不能作扣稅之用 (訂購HK$1,500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到指定地點(離島除外))

送貨詳情

❏ 於辦公時間自行到協會領取

 協會地址： 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鄰近樂富港鐵站A出口）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9:3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5:30） /星期六（早上9:30 - 下午1:30）

❏ 上門送貨服務（免費送貨服務只適用於訂購滿$1,500或以上） 

❏	其他：安排速遞公司到付服務（本會將會在辦公時間兩個工作天前以電話通知有關送貨之安排）

送貨地址：

收貨人姓名： 先生 / 太太 / 小姐    聯絡電話 ：

電郵：       

捐款支持本會 

本人 / 本機構樂意支持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並願意另外捐助港幣 

❏	$5,000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付款方法

❏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支票號碼：                                         ） 

❏	
* 直接存款存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匯豐銀行戶口 （賬戶：080-2-065078）

❏	以信用卡捐助(可直接傳真至2338 5112)  

						❏	Visa ❏	萬事達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              -               -               -                   有效日期至 (月/年) :          /  

持卡人姓名： ＿＿＿＿＿＿＿＿＿＿＿＿＿＿＿＿＿＿ 簽名： ＿＿＿＿＿＿＿＿＿＿＿＿＿＿＿＿＿＿

❏	 「繳費靈」用戶可致電18033或瀏覽www.ppshk.com捐款， 請輸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的商戶號碼：6059。
* 請將支票或銀行入數紙，連同本表格一併寄回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將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發出捐款收據、通訊、宣傳本會大型籌款活動之用途。

請以“ 3 ”號表示：本人❏	同意 / ❏	不同意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向我提供上述資料。

（如 閣下未有表明是否同意，本會將假定 閣下接受本會向 閣下發出上述資訊，直至另行通知。）

訂購「傷青曲奇」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愛心認購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38 5111或電郵 admin@hkfhy.org.hk與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籌募部鄭小姐聯絡



傳愛心計劃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38 5111或電郵 admin@hkfhy.org.hk與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籌募部鄭小姐聯絡

贊助人/機構資料

個人/公司名稱：

 

個人/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職位：

個人/公司電話： 傳真：

電郵： 

公司蓋印及負責人簽署日期 （dd/mm/yyyy)

捐款支持本會 
本人 / 本機構樂意支持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並願意另外捐助港幣 

❏ $5,000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付款方法
❏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支票號碼：

❏  * 直接存款存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匯豐銀行戶口  

  （賬戶：080-2-065078）

❏  以信用卡捐助(可直接傳真至2338 5112)  

						❏ Visa ❏ 萬事達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                 -                 -                 -               

有效日期至 (月/年) :          /  

持卡人姓名： ＿＿＿＿＿＿＿＿＿＿＿＿    簽名： ＿＿＿＿＿＿＿＿＿

❏ 「繳費靈」用戶可致電18033或瀏覽www.ppshk.com捐款， 請輸

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的商戶號碼：6059。
* 請將支票或銀行入數紙，連同本表格一併寄回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將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發出捐款收據、通訊、宣傳本會大型籌款活動之用途。請以“ 3 ”號表示：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向我提供上述資料。

（如 閣下未有表明是否同意，本會將假定 閣下接受本會向 閣下發出上述資訊，直至另行通知。）

受惠團體類別(請於適當方格填上3)

 ❏		復康團體 ❏		獨居長者 ❏		經濟困難家庭 ❏		露宿者

❏		兒童及青少年 ❏		少數族裔人士  ❏		新來港人士 ❏		食物銀行

貴公司/閣下可透過愛心轉贈的方法把傷青曲奇直接轉贈予有需要

人士。傷青會將從中協調不同提供弱勢社群服務的機構，以「心」及

「行動」發出傳承愛˙共融信息，連繫善心人士與受惠者，支持社會

上弱勢社群，同時向社會發放「傷健共融」正面信息。

(請於適當方格填上3)

❏	暖心贊助 ❏	窩心贊助

捐款金額$9,000（300盒）可選擇3個受惠團體
3	將會在傷青會官方社交網絡平台上發放 貴公司 / 閣下活動暖

心貼文一則，傷青會保留最後編輯決定權。

3	美麗回憶紀錄，傷青會將會盡力為其中一個受惠團體拍攝接收

及派發受惠者的過程作 貴公司/閣下活動存檔之用。

3	轉贈過程中輔以贊助Foam Board向受惠機構送達以展示 貴公

司 / 閣下對社會有需要人士關懷。

3	貴公司代表/閣下將會獲邀出席本會的週年宴會，並在宴會中

由協會理事會代表及主禮嘉賓頒贈愛心獎狀，以示謝意。

3	協會發出感謝信以鳴謝 貴公司 / 閣下的支持，積極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及彰顯愛心。

3	貴公司 / 標誌 / 閣下的名字將會印刷在下年度的印刷物品（年

報）及宣傳刊物（傷青快訊），以感謝貴機構代表 / 閣下對本

會的熱心支持。

捐款金額$6,000 (200盒)可選擇2個受惠團體

3	貴公司代表/ 閣下將會獲邀出席本會的週年宴會，並在宴會中

由協會理事會代表及主禮嘉賓頒贈愛心獎狀，以示謝意。

3	協會發出感謝信以鳴謝 貴公司 / 閣下的支持，積極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及彰顯愛心。

3	貴公司 / 標誌 / 閣下的名字將會印刷在下年度的印刷物品（年

報）及宣傳刊物（傷青快訊），以感謝貴機構代表 / 閣下對本

會的熱心支持。

❏	貼心贊助

捐款金額$3,000 (100盒) 可選擇1個受惠團體
3	協會發出感謝信以鳴謝 貴公司 / 閣下的支持，積極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及彰顯愛心。

3	貴公司 / 標誌 / 閣下的名字將會印刷在下年度的印刷物品（年

報）及宣傳刊物（傷青快訊），以感謝貴機構代表 / 閣下對本

會的熱心支持。

 * 傷青會將以捐款形式發出收據，貴公司/閣下可藉此申請扣稅之用 *

本人/本機構樂意支持『傷青曲奇˙Gift for Love』傳愛心計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傷青會 )首次舉辦的『傷青曲奇 Gift for Love』全港

慈善義賣行動啟動禮暨殘疾人士地壺球比賽於 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在

D2 Place 二期地下 The Garage完成 ； 活動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助理康復專員

何好逑女士、香港復康聯會主席張偉良先生 , BBS、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榮譽

顧問倪文玲女士，JP及香港健身研究院健身界一代宗師 - 胡力威教授蒞臨 
主禮。

『傷青曲奇 Gift for Love』全港慈善義賣行動以「心」及「行動」出發，透過

不同形式切實的參與，連繫善心人士與受惠者關係，支持社會上弱勢社群，同

時發放社會「傷健共融」正面信息。傷青會旗下社企單位創視設計負責設計包裝

禮盒及所有宣傳品。故此，善心人士每訂購一盒傷青曲奇，都直接為社會上有需

要人士給予關懷與支持。是次慈善行動當中善心人士或企業更可以參與『傷青曲

奇 Gift for Love』傳愛心計劃，把傷青曲奇愛心傳達至弱勢社群服務的機構，

傷青會從中協調不同機構，直接把滿載愛心的傷青曲奇傳達到有需要人士手中。

地壺球是由冬季奧運會 - 冰壺運動演變而來，是一項紳士團體運動，球員

與對手沒有身體碰撞。這亦是一項要求精準、策略、專注力、溝通、團隊合

作、禮儀和逆境智能的運動。

是次活動得以成功舉辦實有賴贊助及主辨人-香港健身研究院健身界（一

代宗師）- 胡力威教授的全力支持。是次活動亦獲多個贊助人、機構和團體的

支持（排名不分先後）： 傷青會榮譽顧問倪文玲女士、和森財務發展公司、梁錫

大先生、何厚鑅先生、Ensec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信和集團、Ace 
Corporation Holdings Limited、戴尚誠先生、馬盧金華女士、梁愛詩，大紫荊

勳賢，JP、Miss CHAN Kei Wah、李宏竹先生、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劉葉淑婉紀念慈善基金有限公司、DIAMOND DESIGN LIMITED、禹洲地

產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場地贊助 ：信和集團、德福商場、羅氏集團 / D2 Place The Garage、
中環廣場、荃新天地、粉嶺帝庭軒商場及碧湖商場；合作伙伴 - 奇華餅家；媒

體贊助 - 新傳媒集團東方新地。

除了一眾贊助商外，『傷青曲奇 Gift for Love』全港慈善義賣行動亦得到很

多復康團體和友好機構的支持。受惠團體及表演團體的支持及協助， 使『傷青曲

奇 Gift for Love』全港慈善義賣行動順利舉行。受惠團體及表演團體包括（排

名不分先後）：香港失明人互聯會、香港聾人協進會、香港愛心魔法團、學前弱

能兒童家長會、北河同行、香港長者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深水

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香港單親協會和弦美音樂。

一眾主禮嘉賓進行 
啟動儀式

何好逑女士 

試玩地壺球

弦美音樂表演

觀塘雪狼地壺球會接受感謝狀

香港健身研究院健身界一代宗師 - 胡力威教授接受感謝狀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康復專員

何好逑女士致辭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榮譽顧問 
倪文玲女士，JP接受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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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年度盛事－會員週年大會暨晚宴，將於

12月14日（星期六）假黃大仙中心北館百

樂金宴隆重舉行。屆時，理事會成員向會員總

結及匯報協會過去一年的工作成果，當晚更預

2019會員週年大會暨晚宴
備豐富佳餚及抽獎環節以答謝各會員及賓客對

本會的支持。歡迎各位會員踴躍參與！有興趣

的會員，於11月1日（星期五）或以前填妥報

名表格，並交回本會，共同參與這項盛事。

2019年會員週年大會 2019年會員週年晚宴

日期 2019年12月14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六時至七時 晚上七時至九時半

地點 黃大仙中心北館2樓N222號鋪百樂金宴（港鐵黃大仙站B3出口）

交通
自行前往／復康巴（復康巴士名額不多於70名） 

【由於復康巴資源有限，而會員週年大會需要合乎資格的基本會員議程，故上述基本會員將獲優先處理。】

名額

不限 200名

＊由於會員週年大會需要合乎資格的基本會員(年齡為18歲或以上)通過議程，若晚宴參加人數多於200名，

  晚宴優先處理次序為：

1. 參加會員週年大會及週年晚宴的基本會員，以個人身份單獨參與上述兩項活動即時獲得參與活動的資格；

2. 參加會員週年大會及週年晚宴的基本會員，若攜同普通會員時，該名合乎資格的基本會員即時獲得參與活動的

資格，而其攜同的普通會員則列作抽籤處理；

3. 參加會員週年大會及週年晚宴的基本會員，若攜同非會員(包括家屬、照顧者、小童等)，該名基本會員即時獲

得參與活動的資格，而其攜同的非會員，則列作抽籤處理；及

4. 只參加週年晚宴的基本會員及普通會員。
＊上述2至4項陪同基本會員的參與者（即普通會員及非會員）將採取一併抽籤處理，抽籤以報名組別形式進行，有

餘額才給予只參加週年晚宴的非會員。

備註

1. 會員週年大會為本會盛事，敬希各中籤會員依時出

席會員週年大會；

2. 會員可自行前往參與週年大會，但必須填妥有關報

名表後，於截止限期前交回本會，以便遵守室內場

館消防條例及向大會場地方面確定會議人數；

3. 會議詳情將於10月至11月致各會員邀請函內詳列；及

4. 大會未能提供訪客車位。

1. 如須安排與親友同席，請於報名表內填上同席親友資料。

2. 基本會員可選擇與所攜同參加者一併列作抽籤處理；

惟須放棄即時參與活動的資格；

3. 5歲或以下不佔座位者費用全免；5歲以上者須按照非

會員費用收費或可於活動舉行前申請成為普通會員，

以會員費用支付；惟需注意會員審批程序約為一個月。

費用
全免（自行前往）； $50 （復康巴）  

（如同時參加晚宴，則只收取晚宴部分費用） 

會員： $270（自行前往） 

 $300（復康巴）

非會員： $350（自行前往） 

 $400（復康巴）

內容

• 通過2018年度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 2018/2019年度工作報告

• 通過2018/2019年度財務報告

• 公佈2020理事會選舉結果

• 精美粵菜、抽獎及表演環節 

 

 

 

 
＃（如抽獎環節有任何問題及爭論，傷青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報名 填妥活動報名表格後傳真至2338 5112或寄回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傷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

截止 1/11/2019 （星期五） 【抽籤日期：  5/11/2019（星期二） 下午3:00於總辦事處進行抽籤】

查詢 總辦事處 朱先生 （電話：2338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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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會員週年大會暨晚宴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電話： 

會員編號： 	❏基本會員          ❏普通會員

參加意願 ❏同時參加會議及晚宴 ❏只參加會議 ❏只參加晚宴

輔助工具 ❏可過位輪椅 ❏不可過位輪椅 / 電動輪椅 ❏手叉 / 手杖 / 腳架／腳托 ❏不需要

交通安排 ❏自行前往目的地   ❏復康巴士（只適用於殘疾人士） 【上車地點：                           】

如欲安排與親友／會員同席，請填寫下表一同報名：（倘表格不敷應用，請另頁書寫）

姓名 性別 年齡 關係 傷 / 健人士 非 / 會員 會員編號 輔助工具 上落車地點

只適用於合乎資格的基本會員填寫： ❏	本人願意獨立參與會議及晚宴，上述親友另作抽籤	

                                                       ❏	本人選擇與上述親友一併抽籤。

報名者簽署：     日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整筆撥款儲備及公積金儲備資訊
2017-18年度

1. 協會2017-18年度的整筆撥款儲備為港幣$571,455。

2. 協會2017-18年度的員工公積金儲備為港幣$457,709。

3. 協會理事會一致認為在管理及運用整筆撥款儲備上必須依據社署所訂定的用途，以公平、合理、妥善及有效

的原則運用整筆撥款儲備。理事會亦認為在2018-19年度，所有整筆撥款儲備必須使用在津助服務單位內，

包括但並不限於員工的薪酬以建立優質的工作團隊、改善現有的服務、新服務的開展的支出等。

4. 理事會一致認為在管理及運用公積金儲備上必須將有關儲備使用在津助服務單位的員工上。理事會亦認為在

2018-19年度無需要考慮調整公積金供款比率。

5. 由於協會在2018-19年度已決定不改變現有強積金供款金額，全部同工維持強積金供款百分之五。

6. 根據社會福利署《最佳執行指引》規定，公積金儲備只可以使用於津助同工的公積金上，因此，協會按津助

同工服務年期，發放一次性僱主自願性供款。協會為表示答謝員工多年來的辛勞，定出機制，凡工作滿三

年起，可得一次性供款$3,000 （30%）；滿四年則得供款$4,000 （40%）；如此類推，滿十年或以上，得供款

$10,000 （100%），以示鼓勵，藉此增加員工歸屬感和士氣。有關供款會在津助同工的薪酬糧單中顯示。

7. 整筆撥款津助同工將會在社會福利署發放了薪酬調整的額外資源予協會後的一個月，在員工薪酬的糧單中得

知社會福利署在該年度因薪酬調整向本會發放額外資源的金額及本會在該年度作出的薪酬調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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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共融環境 
嘉許計劃

香港復康聯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2019年共融

環境嘉許計劃」，表揚社區中的無障礙建築物。計劃得到

勞工及福利局撥款贊助，以及建築署、屋宇署、房屋署、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香

港地產建設商會及康復諮詢委員會無障礙小組委員會的支

持，透過表揚社區中的無障礙建築物，鼓勵發展商、建築

界、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持有人等，關注無障礙環境的重

要性，攜手建立一個共融的都市。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是共融環境嘉許計劃技術及視察小

組其中一個機構。本會於7月至8月期間派出義工到將軍

澳中心、將軍澳廣場及沙田新都廣場視察無障礙設施，包

括但並不限於斜道、升降機及暢通易達洗手間及殘疾人士

泊車位。本會在整理各項數據及圖片以後，將有關報告呈

交大會進行評審。本會謹此感謝各位義工的付出。

復康事務委員會

輪
椅
出
讓

* 本會只負責資料刊登，買賣及參與乃屬個別交易，請雙方自行負責。

(有意者電5585 5858楊洽)

1

互邦電動輪椅， 
小巧輕盈， 
$2000。

2

合佳電動輪椅，電動手推
兩用，20A鋰電池，超強
續航力35KM，500瓦強
勁雙電機，爬坡不費力，
$2500。

《傷健同樂慶中秋》
本會榮幸得到劉鑾雄慈善基金支持及贊

助， 已 在2019年9月7日 (星 期 六) 假 香

港遊樂場協會優才發展及交流中心舉辦《傷

健同樂慶中秋》活動，派發『傷青曲奇˙Gift 

for Love』及慈善福袋予150名來自本會、香

港聾人協進會及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的殘疾人

士，在為他們送上一份關懷與支持之餘，亦

向社會發放「傷健共融」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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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國家成立七十周年國慶，由香港社會福利

服務機構組成的慶祝國慶七十周年籌備委員會歌唱比

賽工作小組於2019年8月4日(星期日) 假香港盲人

輔導會位於深水埗南昌街248號的總部西翼大樓閣樓

禮堂舉行第十六屆《中國情 香港心》歌唱比賽初賽，

當中選拔13名個人、3隊小組合唱及4隊大合唱進入

決賽回合。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乃是次歌唱比賽的秘書

處。歌唱比賽決賽於2019年8月28日(星期二)晚上

七時假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行，並由籌備委員會名譽主

席邱浩波先生，SBS、陳聖光先生，MH、香港復康聯

會主席張偉良先生，BBS、義務工作發展局總幹事鍾媛

梵女士、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JP、中聯

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周蔚蒞臨主禮，而評判團成員

之一姜蓓莉女士亦為在場超過400名觀眾獻唱一首經

典金曲；香港聾人協進會一一 聾協彩姿舞蹈團亦為觀眾

獻上精彩的舞蹈表演。

經過評判團成員一一 譚靖蒑老師、曾子超老師、姜

蓓莉老師、梁敏江老師、劉錦坤先生的嚴格評審後，

大會最終定出個人、小組合唱及大合唱的冠、亞、季

軍等獎項的人選，並由主禮嘉賓頒發獎項。

第十六屆 
《中國情 香港心》 
歌唱比賽

香港復康聯會 
主席張偉良先生BBS致詞

表演嘉賓、評判及大會主禮嘉賓合照

表演嘉賓姜蓓莉接受感謝狀

聾協彩姿舞蹈團接受感謝狀

表演嘉賓聾協彩姿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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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再培訓局 
副行政總監彭炳鴻先生探訪

2019年7月29日下午，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 (培訓服

務)彭炳鴻先生蒞臨本會位於橫頭磡邨的總部，與本會行政總監劉

家倫先生、就業服務中心經理陳秀芳女士及就業服務中心同工會

面，並就本會為殘疾人士開展再培訓課程的情況進行深入的交流

及討論。

本會探訪 The Wave 
共享工作空間

2019年9月4日中午，本會社企發展委員會委員何紹忠

先生、行政總監劉家倫先生、就業服務中心經理陳秀芳女士

及賽馬會活動中心經理吳浩揚先生與The Wave 副總監Silas 

Ho會面，在參觀共享工作空間的同時，亦本會為殘疾人士開

展社企業務情況進行深入的交流及討論。

畢業熊公仔及禮品服務獲得 
「最具創意大獎」

應豐盛社企學會「十一良心消費運動啟動禮」邀請，本會轄下社企第一熊-畢業公

仔/禮品服務參與了於2019年9月21日假香港朗廷酒店宴會廳舉行「社企提案大賽

2019」，為在場的嘉賓介紹由我們製作的畢業熊公仔及禮品服務，同時在社企比賽中

獲得「最具創意大獎」。本社企期盼在未來的日子，能加強與公眾的聯繫，攜手促進

「傷健共融，創造就業」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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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傷青曲藝團》是傷青會的一個自務樂團，	
其事務由傷青曲藝團管理委員會自行負責和執行。

宗旨

（1）弘揚及推廣粵曲的藝術	 （3）推動及聯繫粵曲愛好者

（2）增強對粵曲藝術演繹的認識	 （4）強化團員對粵曲及樂器話造詣

曲
藝
團

傷
青好

消
息

傷青曲藝團誕生了，如果你對粵曲有興趣，請快

快填寫申請入團表格參加，我們將會舉辦培訓、表

演、比賽、	觀摩和交流等活動，你萬萬不能錯過啊	!

組織

《傷青曲藝團》是傷青會的一個自務樂團，	
其事務由傷青曲藝團管理委員會自行負責和執行。

宗旨

（1）弘揚及推廣粵曲的藝術	 （3）推動及聯繫粵曲愛好者

（2）增強對粵曲藝術演繹的認識	 （4）強化團員對粵曲及樂器的造詣

傷青曲藝團﹣申請入團表格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年齡：            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加首3位數字）：                    

手提電話：                         住宅電話：                         電子郵箱：                                            

身體情況 ： ❑肢體傷殘   ❑健全人士

輔助工具 ： ❑手推輪椅   ❑電動輪椅    ❑助行架   ❑手杖    ❑腳架   ❑不需要    

	 					❑其他（請註明）                                 

唱粵曲經驗：          年      表演經驗：  ❑有     ❑無

對那些中樂樂器有學習及認識（可多項，請列出）：

對那些樂器有專長（可多項，請列出）：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報名後需經傷青曲藝團核實，才可正式成為團員，團員將會自動加入傷青曲藝團群組；若退出曲藝團則會被剔出群組。

 2. 已交報名表者， 不用再遞交， 稍後通知面試日期，請填寫正確資料。

傷青曲藝團專用

此申請表格已被    ❑接納       ❑拒絕

核實人簽署：                                        日期：                                        

備註：                                                                                                  

＊填妥報名表格可郵寄至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總辦事處 或 傳真至 2338 5112
＊查詢電話： 2338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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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僱員再培訓課程
(就業掛鈎)

		

實用文職訓練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FY004DR-11

課程內容： 1. 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2. 行業簡介

  3. 文儀器材的種類簡介和保養知識 

  4. 電話接聽及處理投訴的技巧

  5. 辦公室電腦軟件應用〈一〉倉頡中文輸入法

  6. 辦公室電腦軟件應用〈二〉2010版 MS Word運用與操作

  7. 辦公室電 腦軟件應 用〈三〉2010版MS Excel運 用與 操作 –  

 資料庫處理

  8. 辦公室電腦軟件應用〈四〉2010 版MS Excel運用與操作 – 

 會計應用

  9. 辦公室基本英語詞彙

  10. 辦公室基本普通話詞彙

  11. 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評核及電腦應用與文書處理評核

入學條件：1. 具中三程度或以上至高級文憑/副學士程度以下；或

  2. 具小六程度及2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如未達小六程度，則按面試 

 表現決定取錄與否)

  3.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 

 讀制)」或同等資歷或

  4.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5. 現正待業，有意於公開就業，並具良好工作動機，有意從事文 

 職工作

上課日期： 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20日，每週4天，逢星期一、二、

四及五，共36節，126小時。上課日期包括：

2019年12月 16, 17, 19, 20, 23, 30, 31

2020年1月 2, 3, 6, 7, 9, 10, 13, 14, 16, 17, 20

時　　間： 9:30am - 5:30pm (1:00pm - 2:00pm 午膳時間)

地　　點： 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8-11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 就業服務中心)

費　　用： 全免

津　　貼： 1. 按照僱員再培訓局2017年發放津貼指引，學員必須出席率達 

80%，才可獲得培訓津貼。

   不足80%出席率，將不獲培訓津貼。出席率乃按實際出席節數計算。

  2. 每一節津貼按照僱員再培訓局所訂定，由培訓局於課程完結後，

直接轉帳予報讀者。

   上午及下午合共2節。僱員再培訓局的津貼發放安排如下：

30歲或以上及學歷具中三程度或以下 每節為$76.90

30歲以下
每節為$35.00

30歲或以上，學歷具中四至副學位程度以下

名  　額： 10名 

交  　通： 自行前往，不設復康巴士安排

備　　註： 1. 畢業要求：出席率達80%；及課程評估考獲整體合格分數；期末

筆試考獲合格分數，可獲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畢業證書」。

  2. 課程完結後，學員出席率達80% 將獲為期6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

截 止： 2/12/2019 (星期一)

凡報讀或查詢ERB「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請直接致電2759 6311與劉姑娘 或 2759 6408 

與岑姑娘聯絡。

僱員再培訓局撥款開辦

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僱員再培訓課程
(非就業掛鈎)

		

美甲及手足護理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編號： FY030HS-1

課程內容： 1. 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和工具 

  2. 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選擇合適的護理產品及工具

  3. 手部及足部的骨骼、肌肉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結構 

  4. 應用手足結構系統的基本知識於護理服務 

  5. 手部及足部的基本按摩技巧種類及知識

  課程評核：期末筆試 

基本入讀資格：年齡在15歲或以上，及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香港合資格僱員； 

 報讀就業掛鈎課程申請人必須是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入學條件：1. 具美容業的工作經驗；或

  2. 有意轉職美容業工作、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的人士；或

  3. 有意轉職美容業工作、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的人士；及

  4. 獲得僱員再培訓局批核

上課日期： 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2月27日 (逢星期二、四) 共8堂

  2020年2月份： 4、6、11、13、18、20、25、27

時　　間： 2:15pm - 4:30pm /2:15pm - 5:00pm  

  (當中每堂有15分鐘為小休，不計算在教授時間)

畢業要求： 1. 學員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的最低要求(80%)；及

  2. 必須於期末筆試考獲及格分數。

  3. 如達到以上全部要求，學員可獲得僱員再培訓局簽發的「畢業證 

 書」乙份。

地 點： 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8-11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 就業服務中心)

學 費： 全免

津 貼： 沒有

名 額：12名 

交 通： 自行前往，不設復康巴士安排

截 止： 20/1/2020 (星期一)

凡報讀ERB「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請直接致電2759 6412與黃姑娘或 

馬姑娘查詢 或 報名登記。

僱員再培訓局撥款開辦

就業服務中心 

13傷 青 快 訊



活動中心FACEBOOK 專頁 

截止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星期五） 

抽籤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報名方法： 請填妥活動報名表格後，傳真至2338 0752，或寄回九龍
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13號 賽馬會活動中心（需復康巴接
送者請註明，輪椅使用者請列明可否過椅）

活動查詢： 2337 9311

 星期一、三、四及五  上午9:30至晚上9:30

 星期二、六  上午9:30至下午5:30

精選推介

粵劇電影展覽參觀     編號： A1911156

日期：11/11/2019（星期一) 地點： 西灣河

時間： 2:00pm - 3:45pm 名額： 10名

費用： 會員：＄10（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20(復康巴)

 非會員：＄30（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40(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粵劇電影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一，別具其獨特風

格及意味。這次將會到香港電影資料館觀賞「銀光承傳 — 粵劇申遺

十周年」展覽，欣賞利用光雕投影及動態影像所呈現《紫釵記》中的

畫面。對粵劇及電影有興趣的你不能錯過喇！

備註： 1.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2. 活動正在申請中，如未能成功申請，活動將會取消；

 3. 費用不包括午膳。

查詢： Wendy（蔡姑娘）

觸感‧色彩共融慈善音樂會     編號： A1911162

日期: 26/11/2019 (星期二) 地點：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BC展覽廳

時間： 8:00pm - 10:00pm

名額： 15名 (只設自行/中心/中途站上車) 

費用： 會員：免費 (自行/中心上車/中途站上車)

交通：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灣仔港鐵站)

內容： 由德和慈善基金成立的香港首隊共融管弦樂團「香港共融樂團」將於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作首次公開演出，以音樂宣揚共融理念，喚起大

眾對殘疾人士音樂才能的認同和支持。是次表演更邀請到「泰國祝障

交響樂團」、「世界級圓號演奏家—Felix Klieser (天生沒有雙臂成功突

破身體障礙以腳演奏)」及「著名歌手—張學友先生」作表演嘉賓。歡

迎各會員報名，一同渡過愉悅的晚上。

備註： 1. 由於是次機會難得，如會員須取消活動，須於通知中籤後3個工 

 作天內提出，否則職員將收取$100行政費用；

 2. 報名時，請列明前往方式(自行/中心上車/中途站上車)

查詢： 阿豪（Dave）

外出活動篇

傷青派對迎聖誕     編號： A1912135

日期： 23/12/2019（星期一） 

時間： 7:00pm - 9:00pm 

地點： 活動中心

名額： 18 名

交通： 自行前往／復康巴

費用： 會員：＄70（自行前往）/ ＄80（復康巴）

 非會員：＄100（自行前往）/ ＄110（復康巴）

內容： 聖誕前夕無野做？不如返嚟傷青一齊提早賀聖誕啦！ 

 活動將包括大食會、玩遊戲，仲有聖誕大抽獎！

備註： 1.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2. 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

查詢： 天Sir

推介

陶土創意工作坊     編號： C1912175

日期： 5/12、12/12、19/12/2019（逢星期四）

時間： 7:00 - 9:00pm（5/12、11/12） / 7:00 - 8:00pm（19/12）

地點： 活動中心 名額： 10 名

堂數： 3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會員：＄240 / 非會員：＄300【原價： $400】

內容： 活動由經驗豐富陶藝導師教授，參加者透過課程初步掌握乾濕陶泥等

特性 ； 並學習利用小泥粒、泥條及泥

塊讓陶藝作品製作成型； 以及體驗替

器型上釉（上色）的樂趣。課程完結

後，學員除獲得寶貴做陶的經驗外，

可獲取兩件高溫燒製的DIY 陶藝作品。

備註： 1. 參加者無需有陶藝製作的經驗

 2. 兩件高溫燒製的 DIY 陶藝作品，分別有1件功能性器皿及1件觀賞 
 性小件。

 3. 陶藝作品款式以導師課堂教授為準

查詢： （Donald）吳先生

優惠

熊出沒注意！—— 熊公仔DIY 
編號： C1911174
日期： 12/11、19/11、26/11、3/12/2019（逢星期二）

時間： 7:00pm - 8:30pm 地點： 活動中心

堂數： 4堂 名額： 8 名

費用： 會員：＄180 / 非會員：＄200【原價： $287.5】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由富經驗的造熊師傅教授縫製熊仔較重要部位

（如耳朵、眼睛、鼻、手腳、身體等）的技巧。

讓各位參加者一針一線親手縫製自己心愛的小

熊，亦可作為一份禮物送給摯愛的朋友。

備註： 如有需要，參加者可選擇於熊仔腳底繡上名字

（簡稱），惟須另收費。

查詢： Donald（吳先生）

全新

賽馬會活動中心 活動/課程資料

超趣緻的苔蘚植物     編號： A1911178

日期： 21/11/2019（星期四） 地點： 中心

時間： 7:00pm - 9:00pm 名額： 8名

費用： 會員：＄80 / 非會員：＄100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認識「苔蘚」（最低等的高等植物）及其種類、哪裡可找到、栽培要

點、製作技巧與選材、可配合使用的植物及必定成功的栽培秘訣。

備註： 1. 由於學員要各自切出自己的盆栽， 

 參加者要求手部可靈活使用為合

 2. 請自備膠袋以便帶走盆栽。

 3. 圖片只作參考。

查詢： 吳先生（Donald）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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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活動中心 活動/課程資料

探索虎豹別墅     編號： A1912158

日期： 21/12/2019（星期六） 地點： 大坑

時間： 3:30pm - 5:00pm 名額： 15名

費用： 會員： $10（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20（復康巴）

 非會員： $30（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40（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一同前往參觀虎豹別墅——前身為「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所建造的

私家別墅。現時經活化保留1930年代的風貌，成為現今的虎豹樂

圃，更能認識當中的歷史。

備註： 1.參觀設有導賞服務；

 2.請穿著輕便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3.活動正在申請中，如未能成功申請，活動將會取消；

 4.費用不包括午膳。

查詢： Wendy (蔡姑娘)

濕地探索導賞團     編號： A1912164

日期： 16/12/2019 (星期一)

時間： 12:00nn - 4:00pm

地點： 香港濕地公園及天水圍叙福樓金閣

名額： 15名（設7名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優先抽籤名額) 

【中途站設於元朗港鐵站G2出口】

費用： 會員： $90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 $110 (復康巴)

 非會員： $110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 $130 (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香港濕地公園擁有佔地1萬平方米的室內

訪客中心和60公頃的濕地保護區。濕地

保護區包括人造濕地和為水鳥而重建的生

境。導賞員將帶參加者參觀濕地公園大部

份景點，探索濕地四季的魅力，認識各種濕地動植物。

備註： 1. 報名時，請列明前往方式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2. 此活動將有「麗豪酒店義工團」一同參與

查詢： 阿豪（Dave）

盲人觀星傷健營2019     編號： A1911176

日期： 23-24/11/2019（星期六及日） 地點： 西貢 交通：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

時間： 13:00pm（23/11）-10:00am（24/11） 名額： 10名

費用： 會員： $30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 $50 (復康巴)

內容： 燈火璀璨的大都會香港，光害問題以致要觀星絕不容易，更惶論殘疾人士觀星。由本港多家非牟利團體、工商機構及多個政府

部門的義工隊成立的籌委會聯手舉辦的「盲人觀星傷健營」，旨在透過觀星活動令參加者克服感官障礙、放下文化隔膜，在傷健

共融的氣氛下享受觀星樂趣。活動備有專業觀星工具，由專業人士帶大家用眼和用心去感受，一同窺探星空的奧妙，實踐「星月

齊賞 傷健同行」的精神！

備註： 1. 此活動中途站為港鐵彩虹站；

 2.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3. 此活動為露營活動， 參加者報名前請先衡量是否合適參與，如有需要，請邀請照顧者一同報名。 

查詢： Donald (吳先生)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     編號： A1911141

日期： 12/11/2019 (星期二) 地點： 赤柱

時間： 12:00nn - 4:00pm 交通： 復康巴或自行前往

名額： 12名 (包括4名輪椅使用者)

費用： 會員： $10 (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20 (復康巴)

 非會員： $30 (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40 (復康巴)

內容： 先到赤柱廣場遊覽，並自費享用午餐，再到香港懲教博物館，由導

賞員帶領我們參觀博物館，並詳情介紹館內十間展覽室，一同看看

香港懲教制度的演變過程。

備註： 1. 此活動將有「富豪酒店義工團」一同參與；

 2. 活動費用不包括午膳；

 3.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查詢： Dora (黃姑娘) 電話： 2338 5133

大館深度遊     編號： A1912163

日期： 9/12/2019（星期一) 地點： 中環大館及北角百匯軒

時間： 11:00am - 2:30pm

名額：15名 (設8名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優先抽籤名額) 

【中途站設於金鐘港鐵站】

費用： 會員： $90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 $110 (復康巴) 

非會員： $110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 $130 (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大館，又名舊中區警署，是由中區警署、

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等建築群組

成，擁有過百年歷史。大館現已活化為藝

術中心，提供各種展品、展覽給予公眾

觀賞。活動將帶你認識大館的歷史故事空

間及其活化工程，讓你發掘這裡的歷史意義和獨特性。

備註： 1. 報名時，請列明前往方式 (自行前往 /中心/中途站上車)

 2. 活動不設導賞

查詢： 阿豪（Dave）

親子共融歷奇同樂日   編號： TMAP1907011

日期： 2019年12月8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費用：免費

時間：10:00am - 4:00pm 名額： 20名 交通：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中途站(大圍)

內容： 活動與觀塘區議會合辦，邀請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家人）參與親子共融歷奇同樂日， 

一同參與互動歷奇遊戲，營地活動

備註： 1. 活動設有中途站：東鐵大圍站B出口（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中籤者如無故缺席，將收取每位港幣100元正，當作支付當日營地費用。

 3. 請穿著輕便衣著及帶備飲料；

 4. 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

查詢： Dora (黃姑娘) 電話： 2338 5133

推介

外出活動篇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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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活動中心 活動/課程資料

我和中醫有個約會（中醫義診及養生講座） 
編號： A1911108（上午義診時段） 
 A1911121 (下午義診時段) 
 *(義診只提供斷症服務，參加者需要自行到藥材台配藥) 
 A1911122 (講座：痛症－痛症穴位面面觀)   A1911124 (講座：睡眠－論治失眠) 
 A1911123 (講座：腸胃－「腸」期「胃」理)   A1911125 (講座：皮膚護理－去痘控油冷知識) 
日期： 9/11/2019(星期六)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10:00am - 12:30pm（A1911108） 11:30am - 12:15pm（A1911123） 交通： 自行前往／復康巴前往

 2:30pm - 5:00pm（A1911121） 2:30pm - 3:15pm（A1911124）

 10:30am - 11:15am（A1911122） 3:45pm - 4:30pm（A1911125）

名額： 義診：上下午時段合共40名

 講座：每節20名

費用： 會員義診： $20（自行前往）/＄30（復康巴）（＊只限上午時段）

 非會員義診： $30（自行前往）/＄40（復康巴）（＊只限上午時段）

 講座：免費

內容： 本會將會邀請註冊中醫前來本中心進行講座及義診服務。講座範疇包括痛症、穴位、腸胃、失眠、皮膚控油。

備註： 1） 義診服務分別設有上午時段及下午時段，報名時敬請留意。活動中籤後將會個別通知應診時間。

 2）診斷服務約需10-15分鐘（不設配藥服務）

 3）會車只於上午提供服務

 4）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 甄子（實習社工）；李姑娘（實習社工）

聖誔花環DIY     編號： C1912177

日期： 21/12/2019 (星期六) 

時間： 2:30pm - 4:30pm 

地點： 活動中心

名額：10名

費用： 會員：＄80 /非會員：＄100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把乾枝編織成圓圈「環形」，再用捆綁技巧加入

聖誕松和不同乾果，配上特制的支架令聖誕環

更立體，為聖誔節加添一份不一樣的色彩。

備註： 1.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2. 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

查詢： Donald(吳先生) 

工筆花卉畫IV     編號： C1911160

日期： 20、27/11/2019（星期三）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4:00pm 名額： 10名

費用： 會員： $60（自行前往）/ $75（復康巴）

 非會員： $80（自行前往）/$95（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工筆花是國畫的一種書法，運用工整細

緻的技巧來描繪對象。課堂將教授工筆

花卉畫之繪畫、構圖、筆法、設色等基

本知識。

備註： 圖片只供參考，以導師教授為準

查詢： 阿豪（Dave）

中心活動篇

手工藝篇

特色點心製作     編號： A1911155 

日期： 28/11/2019（星期四） 地點： 中心 交通： 自行前往

時間： 2:30pm - 5:00pm 名額： 6名 

費用： 會員：＄30（自行前往）/ 非會員：＄40（自行前往）

內容： 是次會一同製作茶樓常見的點心——腸粉。平時大家都會在外面買現成產品黎食，但今次就有機會自己試下親

自整喇，更可以加入不同配料（蔥花蝦米、叉燒等）增添滋味口感，口味由你配搭，快來試一試吧！

備註： 1. 如有食物敏感者，請自行斟酌；

 2. 請自備食物盒；

 3. 活動需要一定手部活動能力，報名時請自行判斷；

 4.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查詢： Wendy (蔡姑娘)

2019 年國際復康日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暨享用文康設施日
本年度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暨享用文康設施日將於11月10日(星期日)舉行， 

凡持有有效「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均可與一名同行照顧者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及免費享用文康設施。 
詳情將稍後於協會網頁及中心Facebook內公佈。

尚餘 
小量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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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水彩畫     編號： C1911161

日期： 4、11、18/12/2019（星期三）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4:00pm 名額： 10名

費用： 會員： $80（自行前往）/ $95（復康巴） 堂數： 3堂

 非會員： $100（自行前往）/$115（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水彩畫往往一向給人神秘難掌握的

感覺，是節課堂將教授參加者運用

簡單容易入手的木顏色，作出水彩

畫的效果。

備註： 圖片只供參考，以導師教授為準

查詢： 阿豪(Dave)

冷制手工皂基礎班—金盞花杏仁皂 
編號： A1912165

日期：13、20/12/2019 (星期五)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11:30am - 12:30pm 名額：10名

費用： 會員： $60 (自行前往)/ $70 (復康巴) 堂數： 2堂

 非會員： $80 (自行前往)/ $90 (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冷制是一種特殊的製作方式，在製

造過程中，以低溫進行化學反應，

能盡量保留植物油中的天然和營養

成分。導師將教授參加者冷制手工

皂的手藝，嘗試自製純天然無添加

的手工皂。聽聞金盞花杏仁皂的特

色能有助鎮靜皮膚、特別適合是乾性、濕疹、敏感皮膚人士使用。

備註： 1. 每位參加者可取回自制的手工皂約180g (約2件)

 2. 圖片只供參考，以導師於課堂教授的款式為準

查詢： 阿豪(Dave)

生命樹鎖圈匙扣     編號： A1912166

日期： 30/12/2019（星期一）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7:00pm - 8:30pm 名額： 10名

費用： 會員： $30（自行前往）；非會員： $50 (自行前往)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生命樹象徵著福氣的源頭，亦代表著人的美

善。導師將教授參加者採用天然水晶玉石製作

生命樹鎖圈匙扣，期望來年福氣滿滿。

備註： 圖片只供參考，以導師於課堂教授的款式為準

查詢： 阿豪（Dave）

葉脈書籤DIY     編號： A1911169

日期： 21/11/2019（星期四） 地點：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5:00pm 名額： 6名

費用： 會員：＄25（自行前往）非會員：＄35（自行前往）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今次將會同大家製作充滿大自然氣息的葉脈

書籤，喜愛看書的你，是否擁有不少書籤

呢？原來樹葉都可搖身一變成一款與別不同的

書籤！快來製作專屬自己的書籤吧！

備註： 1. 活動需要一定手部活動能力，報名時請自 

 行判斷；

 2. 如有需要，可自備圍裙。

查詢： Wendy（蔡姑娘）

氣球扭扭樂@聖誕花環     編號： A1912179

日期：17/12/2019 (星期二) 地點：活動中心 交通： 自行前往

時間：7:00pm - 9:00pm 名額： 8名

費用： 會員：＄60 /非會員：＄80

內容： 聖誕節就快到喇！今年不如搞搞新意思，親手做個聖誕花環， 無論掛在家或送畀人，都能加添不少聖誕氣氛!

備註： 1. 適合手部較靈活有力者；

 2. 學員可自備氣泵或向中心借用；

 3. 需自備大袋以帶走成品。

查詢： 吳先生 (Donald)

強身健體篇 星級簡介   ＊ 活動容易掌握     ＊＊ 活動需要有基本體能     ＊＊＊ 活動有一定困難     ＊＊＊＊ 活動有挑戰性

詠春研習班     編號： C1911154

日期： 13/11 - 18/12/2019（逢星期三）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7:30pm - 9:00pm 名額： 20名 

堂數： 6堂 導師： Peggy Ho

費用： 會員：＄90（自行前往）/＄120（復康巴）

 非會員：＄120（自行前往）/＄150（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透過基礎體適能及運動元素，深入淺出的介紹詠春拳的基礎知識。

教授內容為詠春拳基礎套路:小念頭及散手招式，以詠春拳作為強身

健體的運動訓練。特別為新手及對詠春拳有基本認識的朋友而設。

備註： 1. 此活動由合資格之詠春導師教授；

 2. 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詠春健體運動班」優先。

查詢： Wendy（蔡姑娘）

詠春健體運動班(進階班)     編號： C1911152

日期： 13/11-18/12/2019（逢星期三）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4:00pm 名額： 20名

堂數： 6堂 導師： Henry Yu

費用： 會員：＄90（自行前往）/＄120（復康巴）

 非會員：＄120（自行前往）/＄150（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 /復康巴

內容： 詠春是一項專門的技術武學，亦可作強身健體之運動。透過詠春之

心法、手法、基本拳退、自衛技術及套路融入健體訓練中，以改善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

備註： 1. 此活動由合資格之詠春導師教授 ；

 2. 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詠春健體運動班」優先。

查詢： Wendy（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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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瑜珈 (11-12月)     編號： C1911149

日期：14/11 - 19/12/2019（逢星期四）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時間：11:00am - 12:00nn 名額： 15名 (只限傷殘會員)

堂數 6堂 導師： Shirley Tse

費用： $150 (自行前往) / $180 (復康巴)

交通： 自行前往或復康巴

內容： 透過不同瑜伽式子加強肌肉伸展，有助改善關節活動能力。伸展瑜伽

可紓緩因姿勢不正確或肌肉長期受壓導致勞損而產生的各種痛症。

備註： 1. 此活動由專業瑜伽導師教授，指導正確訓練動作；

 2. 參加者需自行上落瑜伽蓆，本會提供瑜伽蓆於上課時使用或參加 

 者自備；

 3. 瑜伽運動有一定程度的體能要求，參加者須因應情況報名；

 4. 請參加者自備毛巾和水；

 5.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穿著舒適衣服；

 6. 活動適合男、女會員參與，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變FIT啲--體適能提升計劃 (11-12月) ＊＊ 
編號： C1911148

日期： 13/11 - 18/12/2019 (逢星期三)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時間： 10:30am - 12:00nn 名額： 15名

堂數： 6堂 導師： Michelle

費用： $150（會員） / $170（非會員）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是次活動以基礎運動理論及實踐進行，透過簡單健身操，強化心肺

功能 ； 同時間亦透過啞鈴及瑜伽橡筋帶作訓練，主要強化手、胸、

腹及背部的肌肉訓練，從而強化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體能。

備註︰ 1. 此活動由專業導師教授，指導正確訓練動作； 

 2. 體能運動有一定程度的體能要求，參加者須因應情況報名；

 3. 本會提供啞鈴及瑜伽橡筋帶於上課時使用或參加者自備；

 4. 請參加者自備毛巾和水；

 5.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穿著舒適衣服便可；

 6. 活動適合男、女會員參與，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動感柔力球訓練班 *     編號： C2001147

日期： 2/1/2020 - 27/2/2020 (逢星期四，30/1、31/10除外)

時間： 7:00pm - 8:30pm 地點：賽馬會活動中心

堂數： 8堂 名額： 10人(只限傷殘會員)

費用： $240參加者若出席率達85% (7堂)或以上可獲退還50%學費。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學習柔力球的進階技巧，深化柔力球技術，促進全身運動機能，提

供舒展筋骨的機會。

備註︰ 1. 此班只適合曾參加「動感柔力球訓練班」之學員及「動感柔力球入 

 門班」，並經導師認為已經合適之學員參與；

 2. 柔力球運動由「動感柔力球」教練教授；

 3. 這課程有一定程度的體能及技術要求，參加者須因應情況而 

 報名；

 4. 上課用柔力球及球拍，由本學堂借出，或參加者自備；

 5. 請自備水及毛巾。

碰碰壺--地壺球訓練班 (11-12月) 
編號： C1911151

日期： 19/11 - 10/12/2019 (星期二)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4:00pm 名額： 10名

堂數： 4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100(會員) / $120(非會員)

內容： 1. 地壺球是由冬季奧運會--冰壺運動演變而來，在不足一年的時 

 間，地壺球已能自立門戶發展為獨立的一項體育運動；

 2. 冬季殘疾人奧運會亦有輪椅冰壺賽事，而中國隊亦於2018年冬 

 殘奧勇奪金牌；

 3. 比賽分成兩隊，每隊有3名選手，即 “一壘”，“二壘” 和 “隊 

 長”，各司其職。每隊員投擲兩個壺。每隊交替擲壺。每場6局。 

 完成6局後，勝出的是6局總和的分數；

 4. 地壺球是一項紳士團體運動，與對手的球員沒有身體碰撞。這是 

 一個要求精準，策略，專注力，溝通，團隊合作，禮儀和逆境智 

 能的運動。

備註︰ 活動適合男、女會員參與，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動感柔力球入門班 *   編號： C1912146

日期： 7/12/2019 - 18/1/2020（逢星期六，21/12除外）

時間： 11:00am - 12:30pm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堂數： 6堂 名額： 10人

費用： $100參加者若出席率達85% （5堂）或以上可獲退還50%學費。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學習柔力球的基本握拍法、基本技術(如柔力球的迎球、納球、弧形

引化)，促進全身運動機能，提供舒展筋骨的機會。

備註︰ 1. 柔力球運動由「動感柔力球」教練及或助教教授；

 2. 這課程有一定程度的體能及技術要求，參加者須因應情況而 

 報名；

 3. 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4. 上課用柔力球及球拍，由本學堂借出，或參加者自備；

 5. 請自備水及毛巾。

伸一伸、展露好身手(11-12)＊＊    編號： C1911150

日期： 14/11 - 19/12/2019（逢星期四）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時間： 2:30pm - 3:30pm 名額： 10名

堂數： 6堂 導師： Andy Lam

費用： $150（會員）/ $170（非會員）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1. 是次活動以基礎伸展運動理論及實踐進行，活動需要付出一定的 

 體能，主要伸展手、腳、腰及背部訓練，從而舒緩肌肉繃緊。

 2. 糾正學員日常錯誤的姿勢，使其身體達到健康體適能的水平。

備註︰ 1. 此活動由專業導師教授，指導正確訓練動作； 

 2. 參加者需自行上落地上的瑜伽蓆，本會提供瑜伽蓆於上課時使用 

 或參加者自備；

 3. 伸展運動有一定程度的體能要求，參加者須因應情況報名；

 4. 請參加者自備毛巾和水；

 5.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穿著舒適衣服便可；

 6. 活動適合男、女會員參與，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詠春健體運動班(深造班)     編號： C1911153

日期： 13/11 - 18/12/2019 (逢星期三) 地點： 活動中心 名額：10名

時間： 4:00pm - 5:00pm 堂數： 6堂 導師： Henry Yu

費用： 會員：＄60（自行前往）/非會員：＄90（自行前往）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詠春是一項專門的技術武學，亦可作強身健體之運動。透過詠春之心法、手法、基本拳退、自衛技術及套路融入健體訓練中，以改善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

能力。

備註： 1. 此活動由合資格之詠春導師教授；

 2. 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詠春健體運動班」優先。

查詢： Wendy（蔡姑娘）

18 傷 青 快 訊



賽馬會活動中心 活動/課程資料

無伴奏合唱團XII   編號： C1911136

日期：11/11 - 16/12/2019 (逢星期一)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7:30pm - 9:00pm 名額： 10名

堂數： 6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會員： $150 (自行前往) / 非會員： $160(自行前往)

內容： 無伴奏合唱：意大利語： Acappella ；而中文音譯：阿卡貝拉，屬於純

人聲合唱，參加者無須使用任何工具或樂器，除了主音外的都是由人

聲唱出，如低音、和音、人聲敲擊等。

備註： 1. 參加者若出席達80%或以上可獲退還$50學費；

 2. 曾參與無伴奏合唱團XI優先；

 3. 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

查詢： 天Sir

二胡初階III   編號： C1912170

日期： 6/12, 20/12/2019 及 3/1, 17/1, 31/1, 14/2, 28/2, 13/3/2020  

(隔星期五)

時間：7:30pm - 9:00pm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活動室

導師： 謝先生 名額： 8名

費用： 會員$100 / 非會員$120 堂數： 8堂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教授拉奏二胡進階技巧，導師將按參加者之能力選取合適曲目。

備註： 1. 請自備二胡。

 2. 未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二胡班者優先。

查詢： Philip(黃先生）

粵曲基礎班2019   編號： C2001172

日期： 3/1/2020 - 6/3/2020 (逢星期五)

時間： 2:30pm - 4:30pm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活動室

導師： 招碧兒老師 名額： 16名(殘疾會員優先)

堂數： 10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250 (會員) / $350 (非會員)

內容： 教授粵曲的基本知識、運氣及曲目內容。

備註： 參加者若出席達80%或以上可獲退還 $100學費；

 曾參與粵曲基礎班2019優先。

查詢： Philip(黃先生）

粵曲進階班2019   編號： C2001173

日期： 3/1/2020 - 6/3/2020 (逢星期五)

時間：7:00pm - 9:00pm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活動室

導師： 招碧兒老師 名額： 16名(殘疾會員優先)

堂數：10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250 (會員) / $350 (非會員)

內容： 教授粵曲的進階知識、運氣及曲目內容。

備註： 參加者若出席達80%或以上可獲退還 $100學費；

 曾參與粵曲進階班2019優先。

查詢： Philip(黃先生）

笛子初階III   編號： C1912171

日期： 13/12, 27/12/2019 及 10/1, 24/1, 7/2, 21/2, 6/3, 20/3/2020 

 (隔星期五)

時間： 7:30 - 9:00pm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活動室

導師： 謝先生 名額： 8名

堂數： 8堂 交通：復康巴或自行前往

費用： 會員$100 / 非會員$120

內容： 教授吹奏中國笛子的基本技巧，學習基本樂理和簡單曲目。

備註： 1. 請自備笛子。

 2. 未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笛子班優先。

查詢： Philip(黃先生）

口琴合奏班   編號： C1909120

日期： 6/11 - 18/12/2019 地點： 賽馬會活動中心 

（逢星期三），27/11除外） 名額： 10名

時間： 8:00pm - 9:00pm 交通： 自行前往/復康巴 

堂數： 6堂 

費用： 會員：＄120（自行前往）/＄150（復康巴）

 非會員：＄140（自行前往）/＄170（復康巴）

內容： 由口琴導師教授基本的口琴合奏技巧，歌曲以懷舊中、英文金曲為

主，歡迎複音口琴和半音階口琴朋友參加。

備註： 1. 請自備口琴。

 2. 曾參加本會過往舉辦之口琴合奏班的學員優先。

 3. 參加者若出席率達75%或以上可獲退還$60學費。

查詢： Wendy (蔡姑娘)

音樂篇

其他篇

司儀口才訓練班     編號： C1911139

日期： 12/11 - 17/12/2019（逢星期二）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7:00pm - 8:30pm 名額： 12名

堂數： 6堂

費用： 會員：免費（自行前往）（須達75﹪出席率，否則須繳付的活動費用＄100）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活動將教授參加者演說基本功及司儀基本功，如何與觀眾及嘉賓互動

及面對特殊情況臨場應變的技巧。

備註： 1. 中心義工組義工優先參與；

 2. 活動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活動中簽者； 
3. 參加者若出席率未能達75﹪，將需收取活動費用$100。

查詢： 天Sir

趣味手語歌     編號： P1911137 

日期： 25/11 - 9/12/2019（逢星期一）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7:00pm - 9:00pm 名額： 10名

堂數： 3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20

內容： 有沒有想像過手語除了用作溝通外，還可以唱歌？中心將為大家舉辦

手語歌課程，機會難得，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備註： 1. 活動觀塘區議會贊助；

 2. 活動會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聯青聾人中心合作。

查詢： 天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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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活動中心 活動/課程資料

中式點心放題     編號： A1911142

日期： 17/11/2019（星期日） 地點： 觀塘

時間： 12:00nn - 2:00pm 名額： 8名

費用： 會員： $120 / 非會員： $140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兩小時任食中式點心，超過五十多款即叫即做、任點任食的中菜，
另有其他抵食美食，絕對是假日的首選享受，一次過就可以試晒多款
點心啦！

備註： 1. 如報名者年齡超過要求，其報名將不會 
 計算在內；

 2. 如需要協助者，請自行邀請照顧者同行；
 3.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查詢： Dora (黃姑娘) 電話： 2338 5133

青年狂歡倒數夜     編號： A1912144

日期： 31/12/2019（星期二）

時間： （31/12/2019） 7:30pm - （1/1/2020）12:30am

地點： 活動中心 名額： 15名

費用： 會員： $80 / 非會員： $100＜* 活動設有1+1同行優惠＞

交通： 自行前往

內容： 過時過節想同一大班人一齊慶祝，但又無地方？返來中心啦！一起享
用除夕晚餐，盡情吃喝玩樂，盡情狂歡。2019跨越2020，踏入新
年的跨年狂歡倒數，一個屬於你的狂歡之夜。

備註： 1. 如報名者年齡超過要求，其報名將不會計算在內；

 2.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查詢： Dora (黃姑娘) 電話： 2338 5133

冬日美食‧廚     編號： C1912145

日期： 5/12 - 19/12/2019（逢星期四） 地點： 活動中心

時間： 7:00pm - 9:00pm 名額： 10名

堂數： 3堂 交通： 自行前往

費用： $90 (會員) / $110 (非會員)＜* 活動設有1+1同行優惠＞

內容： 隨著冬天的到來，今次大家一齊來整冬日美食，讓大家於冬日為親友
來個驚喜吧！

 (一) 炸三文魚芝士麵包卷
 (二) 流心芝士撻
 (三) 雪球曲奇

備註： 1. 請自備食物盒。

 2. 如報名者年齡超過要求，其報名將不會計算在內；

 3.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查詢： Dora（黃姑娘）電話： 2338 5133

大富翁博物館之旅     編號： A1911143

日期： 30/11/2019 (星期六) 地點： 山頂

時間： 2:30pm - 4:30pm 名額：10名

費用： 會員： $100 (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130 (復康巴)

 非會員：$130 (自行前往 /中心上車) / $160 (復康巴)【原價：$260】

交通： 復康巴或自行前往

內容： 全球首個大富翁主題體驗館「大富翁夢想世界」已經開幕，仲等？？！！
一齊去啦！！！！

 遊戲講述大富翁先生
被搶劫，訪客要穿梭
大富翁世界，協助他
緝拿盜賊入獄後，便
可領取獎勵，在大富
翁銀行隨便「執錢」，
贏到的遊戲貨幣可在
體驗館的禮品區、輕
食區消費。

備註： 1. 如報名者年齡超過要求，其報名將不會計算在內；
 2.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3. 歡迎照顧者一同參與。

查詢： Dora (黃姑娘) 電話： 2338 5133

＊SUN潮派–青年活動「1 + 1同行優惠」計劃 
（2人同行，1人免費）

為鼓勵更多殘疾青年參與社區活動，凡報名並抽中參與本期

傷青快訊內「SUN潮派」指定活動的朋友，將可享有「1 + 1

同行優惠」。只要你符合參與「SUN潮派」活動的資格，與另

一位親友（包括殘疾青年或照顧者）一同報名參與「SUN潮

派」指定活動，並成功中籤，即可享有2人同行1人免費的

優惠。

使用條款：

‧ 必須使用同一張報名表格報名（請於報名表格內「與其

他人士一同報名」欄內填寫的第二位報名人士的資料）；

‧ 報名者在中籤後方可享有優惠；

‧ 「一人收費」 以二人報名者費用較高的一位為準；

‧ 倘中籤後，其中一位報名缺席活動，參加者則不再享有

優惠，並須繳交/ 補回二人全額活動費用；

‧ 中心有權保留優惠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SUN潮派系列（適合35歲或以下殘疾青年及其照顧者）

跨年

推介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會員個人資料更新 (重要)
敬請各位仍未填妥較早前協會發出的「會員個人資料更新表格」，於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填妥並交回有關表格，否則閣下之會藉將有機會於上述日期後被凍結，直至完成會員個人資料更新手續為止。為免影響服務，請盡快完成有關手續。「會員個人資料更新表格」可於本會網頁www.hkfhy.org.hk下載，閣下亦可親臨本會賽馬會活動中心索取表格，辦理有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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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歷

動力學堂

動歷競技嘉年華 及 地壺球交流賽
嘉年華及交流賽已分別於2019年7月13日及8月24日於在橫頭磡邨4期廣

場及D2 Place舉行。嘉年華內容由專業教練帶領的運動示範及體驗，包括： -體
適能、伸展運動、輪椅籃球、坐式排球、運動輪椅、柔力球、旋風球、冰壺等運
動讓大家接受挑戰，亦讓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一同分享運動樂趣，社區人士可以
認識及體會殘疾人士的能力；同時亦有不同運動競賽龍虎榜及大抽獎，每個項目
的首名均獲得豐富禮品以作鼓勵；而交流賽則讓經過1年多的地壺球班組的同學
經過不斷的學習及練習後，將學習到的展現出來。

計劃完滿結束
我們相信殘疾人士一樣能夠享受運動樂趣，促進身體健

康(如心肺、肌肉與耐力)，實現正向健康的生活態度(舒緩壓
力、調適不穩情緒) ；而透過運動鍛煉，可以培養信心與毅
力，向親友發放堅毅自強的人生；參與運動過後，亦可以向
社會發放運動能量，人人平等的信念讓殘疾與健全人士都得
到發展潛能的機會。

殘
疾
運
動 

●
 

領
袖
新
星
計
劃

由「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慈善基金」贊助，傷青動力學堂全力推行，於2018年4月開始，推行為期一
年的運動健康推廣、社區共融教育之工作。透過運動作強身健體、廣闊社交圈子、延遲身體機能退化、預
防各類疾病痛症的出現，培養殘疾人士對運動的興趣。

由傷青動力學堂、香港浸會大學體

育學系及香港輕(氣)排球總會合作，研

究及嘗試讓一眾殘疾人士有機會參與團隊

競技運動、提昇功能性體適能及改善身心 

健康。

輕排球比一般排球輕巧，所需使用

的場地較小，速度慢、動作不如排球激

烈，因此較適合殘疾人士參與；研究發

現，輕排球有效地提升上肢肌肉力量及耐

力、敏捷性、有氧耐力。

過往1年，我們舉行了多項研究及進

行了不同的訓練安排，前後共有約50位

會員一同參與計劃，經過多月來的研究及

嘗試，我們發展出有效及有系統地的訓練

方法，讓肢體傷殘人士更容易掌握坐地輕

排球技術，並享受打球的樂趣！

2019 坐地輕排球比賽暨同樂日
日        期 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時        間 上午8時30分 至 下午4時30分

地        點 香港浸會大學--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

對        象 肢體殘疾人士

名        額 20人

費        用 免費 (* 傷青會員原價每位 $150、非會員原價每位 $200 )
* 如確認報名後，於比賽當日未能出席，將會收取原價報名費用。

交        通 自行前往

內        容 1. 上午：坐地輕排球同樂日，由輕排教練、體育系學生及富經驗
之會員一同分享及帶領體驗輕排運動；

2. 中午：進行坐地輕排球比賽，採3局2勝制，歡迎任何會員
(包括第1次參與)體驗參與；

3. 詳細活動章程將於報名後發放。

獎        品 1. 冠軍、亞軍及季軍之隊伍，每位可獲獎牌乙個
2. 所有參與之會員可獲紀念獎牌乙個
3. 冠軍、亞軍及季軍之隊伍另有豐富獎品

備        註 1. 活動適合男、女會員參與，包括企立會員及輪椅使用會員。
2. 如出席全日活動，將獲午飯津貼

報名及查詢 截止報名：2019年11月8日(五)、中午12點前 
報名方法：以電郵 / 傳真 / 親身遞交以下報名資料
電郵： mao@hkfhy.org.hk
傳真： 2338-5122
地址： 九龍橫頭磡邨宏德樓地下16號(傷青動力學堂)
查詢電話： 2338-5133 (阿維)
報名資料： 中文全名、聯絡電話、傷青會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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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歷焦點

動力學堂

傷青輪椅籃球女子隊
傷青輪椅籃球體驗隊
傷青輪椅籃球挑戰隊

2019-2020年度 
「輪椅籃球練習」及
「輪椅籃球挑戰賽」

即將舉行，如有興趣與我們一起體驗輪椅籃球

運動，甚或至一起挑戰不同賽事，均歡迎加入我們

的練習，一嘗輪椅籃球的樂趣。

輪椅籃球是一項具挑戰性、剌激性、團隊性的

運動，你有勇氣接受此挑戰嗎？任何人士，不論你

是男或女、健全或殘疾，都歡迎你加入我們的「籃

球隊」，一起嘗試輪椅籃球的挑戰、一起享受輪椅

籃球的樂趣！

如果有興趣的「你」，歡迎與我們聯絡！

報名查詢：阿維 -- 電話：2338 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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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  
公眾假期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休

息

總辦事處 4 4 4 4 4 4 4 4 4 4 4

活動中心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動力學堂 4 4 4 4 4 4 4 4 4 4 4

創視設計 4 4 4 4 4 4 4 4 4 4 4

傷青花藝舍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就業服務中心 4 4 4 4 4 4 4 4 4 4 4

開放時間：早上 9:30 – 下午1:00 ； 下午2:00 – 5:30 ；晚上6:30 – 9:30

天氣情況

協會各單位 	4 4 * 4 	4 7

室內活動 				4	
**

7 7 4 				4	
**

7

戶外活動 7 7 7 4 7 7

水上活動 7 7 7 4 7 7

ERB課程 			4	
**

7 7 4 				4	
**

7

VTC課程 			4	
**

7 7 4 7 7

備註：

* 中心如未開放則會暫停開放；如中心已開放及舉行班組，將安排到訪人士於中心安全地方暫留，直至紅雨 /黑色暴雨警告除下為止。

** 中心亦會因應當時情況決定是否取消活動及班組，如決定取消，將即時通知參加會員。

*** 活動及班組照常舉行或取消與否，以活動及班組開始時間四小時前，天文台所發出的訊號為標準。

如遇天氣惡劣需要查詢安排，請致電相關服務單位：

1. 總辦事處 2338 5111 ； 3. 傷青動力學堂 2338 5133 / 6623 5615 （外出活動電話）；

2. 就業服務中心 2759 6412 ； 4. 賽馬會活動中心 2337 9311 / 6623 5618 （外出活動電話）。

各
單
位
開
放
時
間

惡
劣
天
氣
安
排

4：照常       7：取消或暫停

活動中心活動/動力學堂課程 報 名 須 知
5 須乘坐復康巴之參加者，請於活動報名時註明上落車地點，

協會有權因應整體行車情況，合理更改上落車地點，懇請各

參加者配合。

6 請各參加者於活動當日準時上車，司機並不會再作任何等

候，參加者倘因此而缺席活動，參加者亦須繳回相關費用；

7 活動費用一般於活動當天繳交，倘報名者有欠交費用紀錄，

協會有權暫停其往後之活動報名，直至其繳清所有應繳費用

為止；

8 參加者於活動進行期間請互相尊重，並請遵從各工作人員指

示，協會有權拒絕不遵從工作人員指示的參加者日後參與協

會各活動的權利。

 * 若身體不適者，能提供有效的醫生証明文件（指經由醫生判

斷後發出的「病假紙」註明病人可獲病假休息，「到診紙」並不

適用）可申請豁免。

1 倘活動報名人數多於實際參與名額，協會將會為活動安排抽

籤，待完成抽籤程序及整合資料後，職員方會通知各中籤者

結果；

2 凡中籤而未能出席活動者，請於通知日期後3個工作天內通

知職員，否則參加者仍須繳交活動費用 / $20或以上行政費用

（以較高者為準）。

3 未能出席活動者有責任盡早通知職員取消活動，以便安排輪候

中的參加者參與活動，倘參加者1年內有2次缺席活動，且並

未有於活動日期前6個工作天通知職員取消活動 *，協會將有

權暫停其新一期之活動報名，以便給予其他輪候之會員參與。

4 凡參與班組之會員，若連續兩期出席率未能達70%出席率 *，

協會有權暫停報讀新一期之課程，以便給予其他輪候之會員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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