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9-26/12 (逢一)

 A班:16:30-17:30

 B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6/09-27/12 (逢二)

K班:15:30-16:30

C班:16:30-17:30

D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3/09-31/12 (逢六)

G班:14:30-15:30

H班:15:30-16:30

I班:16:30-17:30

J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鋼琴班
發展參加者音樂智能，學習鋼琴

彈奏技巧，培養參加者的興趣。

06/09-27/12 (逢二)

時間:14:00-20:00(每半小時

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4-18歲

初級$110/

堂

(收費按程

度而定)

1) 新學員於第二堂需另繳

約$70供購買琴書之用

*負責職員﹕湛永康

單車縱橫遊

推動單車運動，探索社區，發掘

區內獨有的地方及遊覽特色景

點。

19/11/2022 (六)

 14:00-18:00

地點:北區

9-14歲 $20

*自備1.5公升食水及少量

乾糧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足球隊

(全年招募)

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足球訓練，

培養對足球的興趣，強身健體。

06/09-27/12 (逢二)

16:30-18:00

地點﹕祥華邨5人足球場

小五或以

上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攝製隊

(全年招募)

教導攝影理論，培養青年對攝影

的興趣，並發掘區內好人好事及

動人畫面。

06/09-27/12 (逢二)

19:0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一或以

上
免費

*每月另外進行外影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山人同行義工

隊

透過行山運動接觸大自然，同時

清理山廢，為地球健康出一分

力。

08/10/2022 (六)

10:00-18:00

地點﹕北區

12-20歲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後續將有定期清理山廢

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跆拳道H

(星期六搏擊班)

(10月至11月

/2022)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

重培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

助提升身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

加者的紀律服從，透過考核，建

立訓練目標。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9:30-20: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歲以上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Y So Sweet甜

品及廚藝義工

隊

(青年)

透過學習廚藝及甜點知識，自我

增值和提升技能。從體驗中增加

對獨居長者需要的認識，以食物

和行動表達對服務對象的關愛，

實踐鄰舍關愛精神。

日期﹕15/10至29/10 (逢

六)

時間﹕14:30-16:0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歲或以

上
$20

*此活動將發展為長期小

組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Happy _Our

義工玩家宿營

舉行聯繫青年的義工訓練營，為

青年製造放鬆空間，以紓減他們

的學業或日常壓力，從活動中自

我發現，在有限資源下學習新技

能和解難能力，提升個人效能感

和義工團的凝聚力。

日期﹕10/12-11/12 (六至

日)

時間﹕13:00至翌日13:00

地點﹕YHA摩星嶺青年旅舍

中三或以

上
$8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桌遊時空義工

隊

透過學習桌遊知識和帶領技巧，

自我增值和提升說話能力，並從

體驗中感受團隊遊樂的歡樂氛圍

，是一個藉專注學習、遊樂而達

致紓壓的機會。

日期﹕23/9-28/10 (逢五)

時間﹕17:0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三或以

上
免費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GO GREEN

 跑步團

召集一班愛好街跑青年，在我們

熟知的社區進行跑步活動和訓練

，發掘社區晚間的美麗，一同邊

跑邊搜集垃圾，實行跑Go

Green!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火熱動感

聖誕燒烤之夜

透過組織青年在大埔區進行減廢

活動，增加他們的環保意識，認

識香港不同的地方，並一起燒烤

享受大自然。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Easy Chef
教授年青人似不同技巧的餐廳菜

式。

日期： 14/9-12/10 (逢三)

時間：18:00-19: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100/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品酒分享小組

分享葡萄酒知識的基礎研，葡萄

品種之基本特徵和基本品酒技巧

，擴闊眼界及提升社交能力與品

味。

日期：19/11, 26/11,

3/12, 10/12 (逢六)

時間：19:00-21: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8歲以上 每堂 $380

*廣東話輔以英文專業用

語

*總共3款 葡萄酒免費品

嘗 (不定期轉換)

*負責職員：阮詩頴

 童。Youth。

樂器班

提供平台支援年青人研習音樂，

學習不同樂器，發揮所長。讓年

青人互相支持及交流， 擴闊支援

網絡。同時提供演出機會，讓年

青人吸收更多經驗。

日期:逢一、二、六

時間:14:30-22:00

(每次1小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樂器類型: Keybroad、吉

他、鼓、Bass、Full Band

6-24歲 $80
*報名請聯絡石姑娘

*負責職員：石紫瑩

演出真我_2.0

透過話劇練習，提升青少年的自

信心和記憶力，演繹不同角色讓

兒童學習代入角色，多從不角度

思考，從中舒減壓力，釋放更多

正能量。

日期: 14/9-26/10 (逢三)

時間: 19:3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24歲 免費

擁有13年演出經驗，9年

話劇教授經驗。

Theatresport 10年經驗

，6年教授經驗。在香港

和澳門比賽，亞洲公開比

賽獲得冠軍。

*負責職員：石紫瑩

 E班-基礎水彩

班

本課程由朱古力姐姐畫室的導師

任教，教授幼兒運用不同材料，

例如黏土手工、水彩、廣告彩等

，透過互動方式創作，為兒童的

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此學會

欣賞身邊的事物。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7:00-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10-15歲 $100/堂

1) 自備顏料、約A3 Size

畫簿。

2) 如學員因私人原因告假

，不設退款、調班及補

課。

*負責職員：石紫瑩

 寵物義工隊

讓青年體驗如何護理照顧小動物

，善用舊衣物為小動物製作小飾

物及衣裳等，到動物機構作義工

及探訪，並透過上述體驗啟發青

年對生命的反思。

日期: 8/10 - 03/12 (隔星期

六)

時間: 14:00-16: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22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王冠霖

*活動時會與動物接觸

原野烹飪 x 露

營車中泊

這是一個嶄新的體驗，集減壓與

領袖訓練於一身的露營車體驗。

透過原野烹飪等活動，加強分工

合作和團隊精神，感受大自然的

魅力，同時學習應付壓力的技

巧。之後由參加者舉辦一個減壓

活動，和朋輩分享減壓方法。

日期：17/12 - 18/12 (六&

日)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9歲 $20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王冠霖

boardboard

趣

以桌遊作介入點，讓參加者學習

溝通，提供合作能力，並且在過

程中學習帶領桌遊的技巧，日後

帶領桌遊服務。

日期：5/10 - 26/10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一)

日期：12/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3-15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二)

日期：19/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誰能望穿我

每個人也有其獨特能力、核心需

要、價值觀與壓力來源。以「性

格透視」讓參加者從中認識不如

同的個性特質、學習彼此了解、

促進互相接納、改善人際溝通與

關係。

日期：29/10/2022 (六)

時間：15:00 - 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18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導師持有性格透視®認

可(一級)培訓師認證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一)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3/12/2022 (六)

時間：18:00 - 20: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二)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19:00 - 21: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初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3-15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高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6-18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留一天與自己

喘息

放下急促的生活節奏，一同前往

郊區體驗大自然之美，同時學習

珍惜大自然。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09:00 - 16:00

地點：大埔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一)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6:00 - 17: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二)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情緒達人(青年

組)

以多元及趣味性活動體驗，學習

正確表達情緒的方法。

日期：17/9 - 15/10 (逢六)

時間：17:30 - 18: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10公眾假期暫停

13-18歲 $1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香港打卡see一

see

讓參加者認識香港不同好去處並

了解背後歷史和故事，令參加者

對香港更有歸屬感，熱愛居住的

地方透過拍攝照片和短片用鏡頭

記下感覺。隨後與居住在泰國的

小朋友以網上形式分享香港的照

片和故事。

日期:26/11及17/12/2022

(六)

時間: 10:00-18:00 (2節)

地點: 待定

13-18歲 $3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毛孩探訪之旅

你喜歡毛孩嗎？這次我們一同探

訪流浪貓狗機構，與狗隻散步和

了解流浪貓狗真實狀況。

日期: 5/11/2022（六）

時間: 13:00-16:00

地點: 待定

13-18歲 $50

*收費扣除成本全數捐出

予流浪動物機構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USport - 滑板

訓練

滑板（Skateboarding） 近年成

為一項新興的運動，玩法多變、

具挑戰性、能激發毅力及不斷創

新，一同來成為滑板達人吧！

日期: 17/9-5/11（逢六）

時間: 20:00-21:00

地點: 粉嶺安樂門街遊樂場

13-18歲 $10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參加者需自備滑板及護

膝工具

*負責職員﹕黃金燕

北區存在很多未知未發掘的地方

，透過青少年親身前往不同的地

方，讓大家認識北區的另一面，

透過媒體分享北區美景。

透過結構性活動，讓參加者在小

組中合作解決面對的困難，強化

組員解難技巧。

1) 新學員於第一堂需另付

$70供購買算盤及練習之

用

2) 4歲學生能數出0-10為

基本上課要求

*負責職員﹕湛永康

珠心算班

透過學習珠心算，學習計數的技

巧，培養參加者數學的智能， 提

升參加者的學習興趣。

4-16歲
$85/堂(每2

個月收費)



05/09-26/12 (逢一)

 A班:16:30-17:30

 B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6/09-27/12 (逢二)

K班:15:30-16:30

C班:16:30-17:30

D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3/09-31/12 (逢六)

G班:14:30-15:30

H班:15:30-16:30

I班:16:30-17:30

J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鋼琴班
發展參加者音樂智能，學習鋼琴

彈奏技巧，培養參加者的興趣。

06/09-27/12 (逢二)

時間:14:00-20:00(每半小時

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4-18歲

初級$110/

堂

(收費按程

度而定)

1) 新學員於第二堂需另繳

約$70供購買琴書之用

*負責職員﹕湛永康

單車縱橫遊

推動單車運動，探索社區，發掘

區內獨有的地方及遊覽特色景

點。

19/11/2022 (六)

 14:00-18:00

地點:北區

9-14歲 $20

*自備1.5公升食水及少量

乾糧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足球隊

(全年招募)

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足球訓練，

培養對足球的興趣，強身健體。

06/09-27/12 (逢二)

16:30-18:00

地點﹕祥華邨5人足球場

小五或以

上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攝製隊

(全年招募)

教導攝影理論，培養青年對攝影

的興趣，並發掘區內好人好事及

動人畫面。

06/09-27/12 (逢二)

19:0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一或以

上
免費

*每月另外進行外影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山人同行義工

隊

透過行山運動接觸大自然，同時

清理山廢，為地球健康出一分

力。

08/10/2022 (六)

10:00-18:00

地點﹕北區

12-20歲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後續將有定期清理山廢

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跆拳道H

(星期六搏擊班)

(10月至11月

/2022)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

重培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

助提升身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

加者的紀律服從，透過考核，建

立訓練目標。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9:30-20: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歲以上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Y So Sweet甜

品及廚藝義工

隊

(青年)

透過學習廚藝及甜點知識，自我

增值和提升技能。從體驗中增加

對獨居長者需要的認識，以食物

和行動表達對服務對象的關愛，

實踐鄰舍關愛精神。

日期﹕15/10至29/10 (逢

六)

時間﹕14:30-16:0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歲或以

上
$20

*此活動將發展為長期小

組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Happy _Our

義工玩家宿營

舉行聯繫青年的義工訓練營，為

青年製造放鬆空間，以紓減他們

的學業或日常壓力，從活動中自

我發現，在有限資源下學習新技

能和解難能力，提升個人效能感

和義工團的凝聚力。

日期﹕10/12-11/12 (六至

日)

時間﹕13:00至翌日13:00

地點﹕YHA摩星嶺青年旅舍

中三或以

上
$8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桌遊時空義工

隊

透過學習桌遊知識和帶領技巧，

自我增值和提升說話能力，並從

體驗中感受團隊遊樂的歡樂氛圍

，是一個藉專注學習、遊樂而達

致紓壓的機會。

日期﹕23/9-28/10 (逢五)

時間﹕17:0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三或以

上
免費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GO GREEN

 跑步團

召集一班愛好街跑青年，在我們

熟知的社區進行跑步活動和訓練

，發掘社區晚間的美麗，一同邊

跑邊搜集垃圾，實行跑Go

Green!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火熱動感

聖誕燒烤之夜

透過組織青年在大埔區進行減廢

活動，增加他們的環保意識，認

識香港不同的地方，並一起燒烤

享受大自然。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Easy Chef
教授年青人似不同技巧的餐廳菜

式。

日期： 14/9-12/10 (逢三)

時間：18:00-19: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100/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品酒分享小組

分享葡萄酒知識的基礎研，葡萄

品種之基本特徵和基本品酒技巧

，擴闊眼界及提升社交能力與品

味。

日期：19/11, 26/11,

3/12, 10/12 (逢六)

時間：19:00-21: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8歲以上 每堂 $380

*廣東話輔以英文專業用

語

*總共3款 葡萄酒免費品

嘗 (不定期轉換)

*負責職員：阮詩頴

 童。Youth。

樂器班

提供平台支援年青人研習音樂，

學習不同樂器，發揮所長。讓年

青人互相支持及交流， 擴闊支援

網絡。同時提供演出機會，讓年

青人吸收更多經驗。

日期:逢一、二、六

時間:14:30-22:00

(每次1小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樂器類型: Keybroad、吉

他、鼓、Bass、Full Band

6-24歲 $80
*報名請聯絡石姑娘

*負責職員：石紫瑩

演出真我_2.0

透過話劇練習，提升青少年的自

信心和記憶力，演繹不同角色讓

兒童學習代入角色，多從不角度

思考，從中舒減壓力，釋放更多

正能量。

日期: 14/9-26/10 (逢三)

時間: 19:3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24歲 免費

擁有13年演出經驗，9年

話劇教授經驗。

Theatresport 10年經驗

，6年教授經驗。在香港

和澳門比賽，亞洲公開比

賽獲得冠軍。

*負責職員：石紫瑩

 E班-基礎水彩

班

本課程由朱古力姐姐畫室的導師

任教，教授幼兒運用不同材料，

例如黏土手工、水彩、廣告彩等

，透過互動方式創作，為兒童的

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此學會

欣賞身邊的事物。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7:00-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10-15歲 $100/堂

1) 自備顏料、約A3 Size

畫簿。

2) 如學員因私人原因告假

，不設退款、調班及補

課。

*負責職員：石紫瑩

 寵物義工隊

讓青年體驗如何護理照顧小動物

，善用舊衣物為小動物製作小飾

物及衣裳等，到動物機構作義工

及探訪，並透過上述體驗啟發青

年對生命的反思。

日期: 8/10 - 03/12 (隔星期

六)

時間: 14:00-16: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22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王冠霖

*活動時會與動物接觸

原野烹飪 x 露

營車中泊

這是一個嶄新的體驗，集減壓與

領袖訓練於一身的露營車體驗。

透過原野烹飪等活動，加強分工

合作和團隊精神，感受大自然的

魅力，同時學習應付壓力的技

巧。之後由參加者舉辦一個減壓

活動，和朋輩分享減壓方法。

日期：17/12 - 18/12 (六&

日)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9歲 $20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王冠霖

boardboard

趣

以桌遊作介入點，讓參加者學習

溝通，提供合作能力，並且在過

程中學習帶領桌遊的技巧，日後

帶領桌遊服務。

日期：5/10 - 26/10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一)

日期：12/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3-15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二)

日期：19/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誰能望穿我

每個人也有其獨特能力、核心需

要、價值觀與壓力來源。以「性

格透視」讓參加者從中認識不如

同的個性特質、學習彼此了解、

促進互相接納、改善人際溝通與

關係。

日期：29/10/2022 (六)

時間：15:00 - 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18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導師持有性格透視®認

可(一級)培訓師認證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一)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3/12/2022 (六)

時間：18:00 - 20: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二)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19:00 - 21: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初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3-15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高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6-18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留一天與自己

喘息

放下急促的生活節奏，一同前往

郊區體驗大自然之美，同時學習

珍惜大自然。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09:00 - 16:00

地點：大埔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一)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6:00 - 17: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二)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情緒達人(青年

組)

以多元及趣味性活動體驗，學習

正確表達情緒的方法。

日期：17/9 - 15/10 (逢六)

時間：17:30 - 18: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10公眾假期暫停

13-18歲 $1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香港打卡see一

see

讓參加者認識香港不同好去處並

了解背後歷史和故事，令參加者

對香港更有歸屬感，熱愛居住的

地方透過拍攝照片和短片用鏡頭

記下感覺。隨後與居住在泰國的

小朋友以網上形式分享香港的照

片和故事。

日期:26/11及17/12/2022

(六)

時間: 10:00-18:00 (2節)

地點: 待定

13-18歲 $3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毛孩探訪之旅

你喜歡毛孩嗎？這次我們一同探

訪流浪貓狗機構，與狗隻散步和

了解流浪貓狗真實狀況。

日期: 5/11/2022（六）

時間: 13:00-16:00

地點: 待定

13-18歲 $50

*收費扣除成本全數捐出

予流浪動物機構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USport - 滑板

訓練

滑板（Skateboarding） 近年成

為一項新興的運動，玩法多變、

具挑戰性、能激發毅力及不斷創

新，一同來成為滑板達人吧！

日期: 17/9-5/11（逢六）

時間: 20:00-21:00

地點: 粉嶺安樂門街遊樂場

13-18歲 $10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參加者需自備滑板及護

膝工具

*負責職員﹕黃金燕

北區存在很多未知未發掘的地方

，透過青少年親身前往不同的地

方，讓大家認識北區的另一面，

透過媒體分享北區美景。

透過結構性活動，讓參加者在小

組中合作解決面對的困難，強化

組員解難技巧。

1) 新學員於第一堂需另付

$70供購買算盤及練習之

用

2) 4歲學生能數出0-10為

基本上課要求

*負責職員﹕湛永康

珠心算班

透過學習珠心算，學習計數的技

巧，培養參加者數學的智能， 提

升參加者的學習興趣。

4-16歲
$85/堂(每2

個月收費)



05/09-26/12 (逢一)

 A班:16:30-17:30

 B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6/09-27/12 (逢二)

K班:15:30-16:30

C班:16:30-17:30

D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3/09-31/12 (逢六)

G班:14:30-15:30

H班:15:30-16:30

I班:16:30-17:30

J班:17:3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鋼琴班
發展參加者音樂智能，學習鋼琴

彈奏技巧，培養參加者的興趣。

06/09-27/12 (逢二)

時間:14:00-20:00(每半小時

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4-18歲

初級$110/

堂

(收費按程

度而定)

1) 新學員於第二堂需另繳

約$70供購買琴書之用

*負責職員﹕湛永康

單車縱橫遊

推動單車運動，探索社區，發掘

區內獨有的地方及遊覽特色景

點。

19/11/2022 (六)

 14:00-18:00

地點:北區

9-14歲 $20

*自備1.5公升食水及少量

乾糧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足球隊

(全年招募)

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足球訓練，

培養對足球的興趣，強身健體。

06/09-27/12 (逢二)

16:30-18:00

地點﹕祥華邨5人足球場

小五或以

上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攝製隊

(全年招募)

教導攝影理論，培養青年對攝影

的興趣，並發掘區內好人好事及

動人畫面。

06/09-27/12 (逢二)

19:0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一或以

上
免費

*每月另外進行外影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山人同行義工

隊

透過行山運動接觸大自然，同時

清理山廢，為地球健康出一分

力。

08/10/2022 (六)

10:00-18:00

地點﹕北區

12-20歲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後續將有定期清理山廢

活動

*負責職員﹕湛永康

跆拳道H

(星期六搏擊班)

(10月至11月

/2022)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

重培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

助提升身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

加者的紀律服從，透過考核，建

立訓練目標。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9:30-20: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歲以上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Y So Sweet甜

品及廚藝義工

隊

(青年)

透過學習廚藝及甜點知識，自我

增值和提升技能。從體驗中增加

對獨居長者需要的認識，以食物

和行動表達對服務對象的關愛，

實踐鄰舍關愛精神。

日期﹕15/10至29/10 (逢

六)

時間﹕14:30-16:0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歲或以

上
$20

*此活動將發展為長期小

組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Happy _Our

義工玩家宿營

舉行聯繫青年的義工訓練營，為

青年製造放鬆空間，以紓減他們

的學業或日常壓力，從活動中自

我發現，在有限資源下學習新技

能和解難能力，提升個人效能感

和義工團的凝聚力。

日期﹕10/12-11/12 (六至

日)

時間﹕13:00至翌日13:00

地點﹕YHA摩星嶺青年旅舍

中三或以

上
$8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桌遊時空義工

隊

透過學習桌遊知識和帶領技巧，

自我增值和提升說話能力，並從

體驗中感受團隊遊樂的歡樂氛圍

，是一個藉專注學習、遊樂而達

致紓壓的機會。

日期﹕23/9-28/10 (逢五)

時間﹕17:00-18: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中三或以

上
免費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GO GREEN

 跑步團

召集一班愛好街跑青年，在我們

熟知的社區進行跑步活動和訓練

，發掘社區晚間的美麗，一同邊

跑邊搜集垃圾，實行跑Go

Green!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火熱動感

聖誕燒烤之夜

透過組織青年在大埔區進行減廢

活動，增加他們的環保意識，認

識香港不同的地方，並一起燒烤

享受大自然。

日期﹕7/10-25/11 (逢五)

時間﹕20:00-21:30

地點﹕北區

中四或以

上
$20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Easy Chef
教授年青人似不同技巧的餐廳菜

式。

日期： 14/9-12/10 (逢三)

時間：18:00-19: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100/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品酒分享小組

分享葡萄酒知識的基礎研，葡萄

品種之基本特徵和基本品酒技巧

，擴闊眼界及提升社交能力與品

味。

日期：19/11, 26/11,

3/12, 10/12 (逢六)

時間：19:00-21: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8歲以上 每堂 $380

*廣東話輔以英文專業用

語

*總共3款 葡萄酒免費品

嘗 (不定期轉換)

*負責職員：阮詩頴

 童。Youth。

樂器班

提供平台支援年青人研習音樂，

學習不同樂器，發揮所長。讓年

青人互相支持及交流， 擴闊支援

網絡。同時提供演出機會，讓年

青人吸收更多經驗。

日期:逢一、二、六

時間:14:30-22:00

(每次1小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樂器類型: Keybroad、吉

他、鼓、Bass、Full Band

6-24歲 $80
*報名請聯絡石姑娘

*負責職員：石紫瑩

演出真我_2.0

透過話劇練習，提升青少年的自

信心和記憶力，演繹不同角色讓

兒童學習代入角色，多從不角度

思考，從中舒減壓力，釋放更多

正能量。

日期: 14/9-26/10 (逢三)

時間: 19:30-20: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24歲 免費

擁有13年演出經驗，9年

話劇教授經驗。

Theatresport 10年經驗

，6年教授經驗。在香港

和澳門比賽，亞洲公開比

賽獲得冠軍。

*負責職員：石紫瑩

 E班-基礎水彩

班

本課程由朱古力姐姐畫室的導師

任教，教授幼兒運用不同材料，

例如黏土手工、水彩、廣告彩等

，透過互動方式創作，為兒童的

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此學會

欣賞身邊的事物。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7:00-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10-15歲 $100/堂

1) 自備顏料、約A3 Size

畫簿。

2) 如學員因私人原因告假

，不設退款、調班及補

課。

*負責職員：石紫瑩

 寵物義工隊

讓青年體驗如何護理照顧小動物

，善用舊衣物為小動物製作小飾

物及衣裳等，到動物機構作義工

及探訪，並透過上述體驗啟發青

年對生命的反思。

日期: 8/10 - 03/12 (隔星期

六)

時間: 14:00-16: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樂樓)

12-22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王冠霖

*活動時會與動物接觸

原野烹飪 x 露

營車中泊

這是一個嶄新的體驗，集減壓與

領袖訓練於一身的露營車體驗。

透過原野烹飪等活動，加強分工

合作和團隊精神，感受大自然的

魅力，同時學習應付壓力的技

巧。之後由參加者舉辦一個減壓

活動，和朋輩分享減壓方法。

日期：17/12 - 18/12 (六&

日)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9歲 $20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

*負責職員﹕王冠霖

boardboard

趣

以桌遊作介入點，讓參加者學習

溝通，提供合作能力，並且在過

程中學習帶領桌遊的技巧，日後

帶領桌遊服務。

日期：5/10 - 26/10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一)

日期：12/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3-15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北」想遊玩

(二)

日期：19/11/2022 (六)

時間：16:00 - 21:00

地點：北區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誰能望穿我

每個人也有其獨特能力、核心需

要、價值觀與壓力來源。以「性

格透視」讓參加者從中認識不如

同的個性特質、學習彼此了解、

促進互相接納、改善人際溝通與

關係。

日期：29/10/2022 (六)

時間：15:00 - 18: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18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導師持有性格透視®認

可(一級)培訓師認證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一)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3/12/2022 (六)

時間：18:00 - 20: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逃出中心的密

室 (二)

參加者透過需透過智力、合作及

溝通，解決密室內的難關，逃離

密室，提升邏輯思維及解難能

力。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19:00 - 21: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5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初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3-15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欖球先鋒(高中

組)

學習欖球基本技巧，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日後亦可服務及教授低

收兒童欖球知識。

日期：2/11 - 23/11 (逢三)

時間：19:00 - 20:00 (4節)

地點：祥華邨球場

16-18歲 $20

*教練為合資格Level 1

Coaching 15-4-side教

練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負責職員﹕張家銘

留一天與自己

喘息

放下急促的生活節奏，一同前往

郊區體驗大自然之美，同時學習

珍惜大自然。

日期：9/12/2022 (五)

時間：09:00 - 16:00

地點：大埔

13-18歲 $20

*由註冊社工帶領

*運動服及運動鞋

*自備食水、膳食費及車

費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一)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6:00 - 17: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迎難而上 (二)

日期：24/10 - 14/11 (逢

一)

時間：17:00 - 18:0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3-15歲 $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情緒達人(青年

組)

以多元及趣味性活動體驗，學習

正確表達情緒的方法。

日期：17/9 - 15/10 (逢六)

時間：17:30 - 18: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10公眾假期暫停

13-18歲 $1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香港打卡see一

see

讓參加者認識香港不同好去處並

了解背後歷史和故事，令參加者

對香港更有歸屬感，熱愛居住的

地方透過拍攝照片和短片用鏡頭

記下感覺。隨後與居住在泰國的

小朋友以網上形式分享香港的照

片和故事。

日期:26/11及17/12/2022

(六)

時間: 10:00-18:00 (2節)

地點: 待定

13-18歲 $3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毛孩探訪之旅

你喜歡毛孩嗎？這次我們一同探

訪流浪貓狗機構，與狗隻散步和

了解流浪貓狗真實狀況。

日期: 5/11/2022（六）

時間: 13:00-16:00

地點: 待定

13-18歲 $50

*收費扣除成本全數捐出

予流浪動物機構

*負責職員及導師﹕黃金

燕

USport - 滑板

訓練

滑板（Skateboarding） 近年成

為一項新興的運動，玩法多變、

具挑戰性、能激發毅力及不斷創

新，一同來成為滑板達人吧！

日期: 17/9-5/11（逢六）

時間: 20:00-21:00

地點: 粉嶺安樂門街遊樂場

13-18歲 $100

*活動由北區民政事務處

贊助

*參加者需自備滑板及護

膝工具

*負責職員﹕黃金燕

北區存在很多未知未發掘的地方

，透過青少年親身前往不同的地

方，讓大家認識北區的另一面，

透過媒體分享北區美景。

透過結構性活動，讓參加者在小

組中合作解決面對的困難，強化

組員解難技巧。

1) 新學員於第一堂需另付

$70供購買算盤及練習之

用

2) 4歲學生能數出0-10為

基本上課要求

*負責職員﹕湛永康

珠心算班

透過學習珠心算，學習計數的技

巧，培養參加者數學的智能， 提

升參加者的學習興趣。

4-16歲
$85/堂(每2

個月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