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心社區服務 
電話：2379 9158    地址：藍田德田邨德禮樓地下一號室 

 

  

 

 

 

 

  

 

 

 

 

 

 

 

 

 

 

 

 

 

 

 

 

 

 

 

 

 

 

 

 

 

 

  

 

 

 

 

 

 

 

 

 

 

 

 

 

 

 

 

 

 

 

 

 

 

活動或班組舉行前 2 小時颱風訊號及 

暴雨警告之活動或班組安排 

颱風訊號 暴雨警告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一號 雨天或黃色 照常 照常 

三號 紅色 照常 
延期/取消     

（有待安排） 

八號或以上 黑色 取消 取消 

 

備註： 
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
黑色暴雨警告改低或除下
2 小時  後，中心恢復辦
公。但所有活動/班組需視
乎當天天氣或家長意願而
決定是否適宜帶子女往活
動場地參與。 
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於下午三時仍然懸掛，中心
當日全日暫停開放。 

 參加者報名須知  

1. 參加者先到先得，不設留位服務 (包括：電話留位、郵遞支票及入數紙)，一切以收費作實。 
2. 報名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證件。              
3. 報名者請準備充足輔幣。 
4. 已報名參加之活動/班，若因個人理由而退出或缺席，本中心一概不退回款項；而參加者亦不能轉讓學位予他人。 
5. 請自行記下已報名的活動/班之日期和時間，本中心恕不另外通知。 
6. 請保留單據，直至該活動/班完結為止。     
7. 開課時請攜帶收據及有效會員證。 
8. 若該活動/班因人數不足而取消，需於該活動/班負責人聯絡後 14 日內，親自持該收據到本中心辦理退款手續，逾期作自動放棄論。 
9. 所有課程，如因颳風、暴雨等天氣原因停課，本中心不會補堂及不會退款。如因導師或場地問題而被迫取消課堂，中心將盡快安排補堂，如參加者未於已安排的時間出席補堂，

將會當作自動放棄，中心不會退款。 
10. 在活動進行期間參加者必須遵從職員指導，不得騷擾他人及阻礙課程進行，中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11. 每個課程完結後一個月內，參加者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要求中心發出「出席証書」，每張 10 元正，逾期不獲處理。 
12. 如班組有任何改動，本機構會保留一切之最終決定權。 

以上活動由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 

兒童品格建立計劃 11/2019-8/2019 

喜樂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得獎名單 2019 

喜樂讚美社區義工服務 

 

快樂家庭計劃 

活 動 慶 典 
中心招募十多位成熟義工，與接近 30 名小學生兒童配對，鼓勵

兒童學習訂立個人生活時間表及品格建立，並學習讚美積極的正

面溝通的言語。這些義工定期與兒童參加者會面，家長也同受鼓

勵學習正面讚美感恩的溝通方法，營造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 

目    的： 

日    期： 201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時    間： 下午 2:30 – 4:00 

內    容： 總結兒童參加者品格成長的進展；並感謝義工愛心的付出。 

地    點： 開心社區服務禮堂 
人    數： 60 人 

快樂家庭義工培訓工作坊暨嘉許禮 

義工嘉許禮 

我們期望藉這嘉許禮能繼續鼓勵義工，無論是

家庭義工、婦女義工、青年義工、企業義工一

起於社區無私地貢獻自己的時間和才能，凝聚

義工新勢力，締造和諧社區。嘉許禮內容包括

由義工分享服務的感受和心德，及頒發義工感

謝狀，多謝他們熱心服務。  

服務對象： 快樂家庭計劃義工：「兒童品
格建立計劃」、「細味開心事件簿」、「喜樂
讚美社區義工服務」、「愛與分享嘉年華會」
義工等。 

參與人數： 100 人 

日    期： 2019 年 8 月 17 日 (星期六) 

時    間： 下午 2:30 – 4:00 

地    點： 開心社區服務禮堂 

費    用： 全免 

 

工作坊三 

主    題： 節拍樂 

內    容： 以輕鬆互動的手法，讓義

工掌握音樂節拍的重點及

技巧，有助義工服務的設

計及推展。 

服務對象： 20 位義工 

日    期：2019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一) 

時    間： 上午 10:15 – 11:45 

地    點： 開心社區服務禮堂 

費    用： 全免 

內    容： 義工藉著與基層家庭一起旅行，學習與他人分享喜樂，亦鼓勵服
務使用者學習常感恩，常讚美的態度，讓社區儲備更多正能量。  

活動旅行   

♥ A 團： 天際 100、活化工廈之旅 ♥ 

出發日期：2019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行程內容：義工與社區家庭互相認識，結伴到「天際 100」欣賞香港
景緻，下午到活化工廈南豐紗廠參觀，一同認識香港歷史。 

 
♥ B 團：黑暗中對話、前裁判院之旅 ♥ 

出發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行程內容：義工與社區家庭互相認識，結伴到「黑暗中對話」經歷新
體驗，下午參觀前粉嶺裁判院一同認識香港歷史。 

♥ C 團：天際 100、科學館之旅 ♥ 

出發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行程內容：義工與社區家庭互相認識，結伴到「天際 100」欣賞香港
景緻，下午一同往科學館進行各式科學互動遊戲。 

集合時間：上午 9: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開心社區服務  

回程時間：下午 5:00               參加者費用：$ 40 (大小同價)  
參加者人數：38 位(兒童及家長) 每個家庭最多 5 位參加者 
對象資格 : 基層家庭 (書簿津貼半資助/書簿津貼全資助/綜合援助/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  
商界公司義工人數：20 位  

小學組別：初級組（小一至小三） 

獎項 學 校 學生姓名 

冠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梁曉鳴 

亞軍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江紫晴 

季軍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黃闡嬅 

優異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呂文智 

優異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簡䯫泓 

優異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李千悅 

優異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鄔瑜正 

優異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馬詠琳 

 

小學組別：高級組（小四至小六） 

獎項 學 校 學生姓名 

冠軍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何巧榆 

亞軍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黃頌茵 

季軍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丘寶琳 

優異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鄭曉琳 

優異獎 喇沙小學 鄺衍麟 

優異獎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周嘉蓉 

優異獎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陳泳嘉 

優異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鄭迦晞 

 

 

 

 

 

中學組別：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獎項 學 校 學生姓名 

冠軍 嘉諾撒聖家書院 陳樂晴 

亞軍 嘉諾撒聖家書院 蔡思嬈 

季軍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陳婥茵 

優異獎 五旬節中學 彭雅然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劉善茹 

優異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雨虹 

優異獎 荃灣聖芳濟中學 梅晉軒 

優異獎 聖士提反書院 劉詠瑜 

 

中學組別：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獎項 學 校 學生姓名 

冠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謝曉瑩 

亞軍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李洛賢 

季軍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陳慧蘊 

優異獎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何少婷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卓文鈺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曉琳 

優異獎 聖母書院 杜杏妍 

優異獎 聖母書院 馮怡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