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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W劇團年度公演

STW劇團全名”Seek The World”，是一班熱愛

舞台的青少年在中心社工協助下，自行組織的劇

團，目標是通過戲劇創作，表達對社會現象及議

題的看法。自2017年起曾3度公演不同劇目。

STW劇團得到「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興

趣為本」生涯發展介入模式活動基金資助，原定

於本年4月尾進行年度公演，並已於1月進行了台

前幕後招募。但受疫情影响，現時公演日期將改

於6月21日於大埔藝術中心進行：

如你有興趣觀賞今次的演出，可以follow以下
我地的IG，就會留意到今次公演的最新消息。

簡介會及演員試鏡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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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活動

無論放榜前定放榜後，我哋都會全力支援咁多位DSE考生！不論係想搵人

傾下前路，了解下面試同放榜嘅準備，定係想搵下活動豐富自己嘅暑假，

都可以喺崇真會度搵得到！

‧Support DSE考生 ‧

內容

你在暑假無所事事，想獲得特別的經驗？

你預備投身社會，想早些親身體驗工作環境?

你想在暑假期間賺取收入？

今次青少年暑期工作體驗計劃就能夠滿足你以上

三個願望。你將有機會成為中心的職員，以協助

本中心在暑期各方面的工作，以獲取實際的工作

經驗。

日期    活動簡介：12/7/2020 (星期日)

工作實習：7/2020 - 8/2020

(實際日期需再共同商議)

嘉許禮：29/8/2020 (星期六)

時間    活動簡介：15:00-16:00

工作實習：待定

(實際時間可與各公司/機構商議)

嘉許禮：15:00-17:00

地點    活動工作坊：本中心

工作實習：待定(按個人意願)

對象    升中四至中六學生

名額    10名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吳景順先生

有興趣人士可向註冊社工吳景順先生留名

青少年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G040/20-21

升學諮詢服務 P068/20-21

內容

臨近放榜，想了解多D自己嘅升學前路，又或者

想做下測試睇下自己適合咩學科，可以隨時約見

我地一齊傾傾。

日期    隨時隨地

時間    開放時間內！

地點    本中心崇真TEEN地

對象    升中四至中六學生

名額    不限

收費    免費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模擬面試工作坊 P069/20-21

內容

無論係面對升學，定係準備去搵暑期工，你都會

遇到要面試嘅時候，不如就係正式面試之前，先

黎一場模擬面試啦！

日期    A: 23/6/2020 (星期二) (升學面試)

B: 23/6/2020 (星期二) (求職面試)

時間    A: 15:30 - 16:30、B: 18:30 - 19: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四至中六學生

名額    每班4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備注

1.  歡迎同學自行組團另約日子進行模擬面試備注

DSE聯盟 內容

想緊貼住DSE最新嘅資訊，參加我哋唔同嘅DSE活動，又或者

想搵人互相問書，了解下放榜有咩要準備，就立即Scan下面

個QR Code，用Telegram加入我哋嘅DSE聯盟啦！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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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長洲 Summer Camp P070/20-21

內容

青少年隊的所有阿sir姑娘會全體出擊，三日兩夜

的宿營活動，你將會接受我地唔同的挑戰項目。

日期    2/8 - 4/8/2020 (星期日至二，三日兩夜)

時間    13:00集合，第三日15:00解散

地點    長洲營地；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四以上青少年

名額    30人

收費    會員$150，非會員$180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梁飛揚先生

1.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一同乘坐公共交通公具前往。

2.  請先留名不用交費。

3.  嗚謝 : 民政事務總署 及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備注

War game 生還者 2020 P071/20-21

內容

CQB(室內近身作戰)是特種部隊及士兵必修的課程，這

是我們去到黃埔的工廈場地，一同進行緊張的戰役!

日期    13/8/2020 (星期四)

時間    14:00 - 19:30

地點    黃埔室內wargame場；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三至中六青少年

名額    20人

收費    會員$80，非會員$120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梁飛揚先生

1.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一同乘坐公共交通公具前往。

2.  嗚謝 : 民政事務總署 及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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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義工計劃 2020
想過個不一樣的暑假？除左「玩」之外，仲可以做下義工架！做義工除左充實時間之外，仲可
以增廣見聞啦、與人溝通、訓練耐性、領袖才能、發掘不一樣的自己…等等，一句講哂一定有
所得益！

而今個暑假我地集合左中心唔同類型既義工服務，總有服務岩你既！

活動名稱 內容 日期 時間 義工人數

暑期託管義工 協助中心暑期託管服務進行、照顧託管

小朋友(小學生)。

7-8月期間

(實際日期會於

報名後再商議)

上午9:30-

下午5:30期

間

6

崇真Teen地

中秋節日佈置

由你發揮創意，為中心既崇真Teen地增

添中秋的節日氣氛。

19/9 (六) 下午

4:00-6:00

6

暑期義工計劃︰

扭氣球導師培訓班

學習扭氣球，再將所學及歡樂帶給小朋

友。(詳細內容可見P.6)

16/7、23/7、

30/7、6/8、13/8

、20/8 (四)

下午

3:30-5:00

6

暑期義工計劃︰

和你走入基層

探訪社會弱勢社群，進行拾荒體驗。

(詳細內容可見P.6)

7/8 、14/8 (五)

17/8 (一)

17:30–

19:00

8

仲有好多義工活動等緊你，Scan以下QR CODE留意最新資訊！

1.  義工服務時段可計算義工/OLE時數

2.  義工服務或有所更新，詳情可留意中

心崇真Teen地的義工資訊版或Scan右

邊的QR CODE查看！

備注 最新更新義工服務 
暑期篇︰7-9月

暑期義工計劃2020
(報名表格)

查詢/報名： Scan以上的QR CODE填寫資料報名 

或 致電中心電話2647-7337；Whatsapp 9513-3803與楊雪瑩姑娘查詢

剪髮義工訓練

內容

學習基本剪髮技巧，為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日期    28/7 - 1/9/2020 (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    19:30 – 2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6歲或以上

名額    10人

收費    $50(會員)，$80(非會員)，$35(綜援)

負責人  註冊社工　賴民鳳姑娘

1.  訓練由Jacky Hair Salon 髮型師義務教

授

備注

G04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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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趁暑期不如跟姑娘學多門手藝啦，扭氣球應用

廣泛，又容易上手，更可以扭出唔同既公仔/造

型！完成訓練後，仲有機會將所學實踐，教授

中心的小朋友扭氣氛，為他們送上歡樂！

日期    扭氣球訓練︰16/7 - 6/8/2020

(逢星期四晚)

扭氣球實踐服務︰13/8、20/8/2020

(逢星期四下午)(共6節)

時間    扭氣球訓練︰19:00-20:00

扭氣球實踐服務︰15:30 - 1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6人

收費    $10(會員)，$40(非會員)，$7(綜援)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楊雪瑩姑娘

暑期義工計劃︰
扭氣球導師培訓班

內容

有冇發覺香港D遊樂場好鬼悶，宜家D小朋友冇

野好玩。今次我地要集合一班有心人，試下快

閃去改造四周野圍的遊樂設施。

日期    31/7 - 21/8/2020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    1430 - 1700

地點    沙田區遊樂場；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二至中六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會員)，$30(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梁飛揚先生

快閃遊樂場

G042/20-21 G043/20-21

1.  此活動可登記義工時數備注

內容
過去一年的社會發生左好多事，社會上好多人都生活

係水深火熱之中，想為社會出多分力既你，有無諗過

可以做啲咩關心社會呢？咁不如一齊諗啦！我地會一

齊走訪社區，接觸同了解下社會上的基層，踏出左第

一步，先可以再有下一步既行動架嘛！

日期    義工會議︰7/8、14/8/2020(星期五)

拾荒體驗︰17/8/2020(星期一)

時間    義工會議︰17:30-19:00

拾荒體驗︰13:00-16:00

地點    本中心及社區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楊雪瑩姑娘

暑期義工計劃︰
和你走入基層

G044/20-21

1.  此期小組完結會有後續活動，詳

情會再與參加者討論。

備注

探訪群體(待定)︰長者、露宿者、拾荒者、清潔工
人等
體驗活動：拾荒體驗(執拾紙皮再轉交給拾荒者或
協助執拾)

內容
無論你係參與中心的暑期實習計劃定向義工計劃，都

一定付出左好多努力，為答謝青年導師同義工們係暑

假所付出既努力、貢獻，你地會同時被邀請出席計劃

既嘉許禮！我地會一齊回顧大家既暑期經歷，互相分

享同頒獎，為今年不一樣既暑假劃上完滿既句號，記

得預留時間呀！

日期    29/8/2020 (星期六)

時間    15:00 – 1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參與「暑期義工計劃2020」、「暑

期實習計劃2020」之青年導師及義

工

收費    免費

負責人  註冊社工　吳景順先生及楊雪瑩姑娘

暑期義工計劃暨
實習計劃嘉許禮

G03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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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結他自彈自唱班

透過學習結他彈奏技巧，讓參加者能學會自彈自唱

，並學習有效放鬆心情的方法

日期    3/8/2020-31/8/2020 (逢星期一，共5節)

時間    15:30-16: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7人

收費    $75 (會員)，$105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吳景順先生

1.  中心有少量結他可供借用

2.  適合對木結他沒有任何認識之人士

備注

木
箱鼓( Cajon)初班

透過學習木箱鼓打奏技巧，讓參加者能學會

打奏自己心愛的流行曲，並學習有效放鬆心

情的方法

日期    6/8/2020-27/8/2020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16:30-17: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5人

收費    $70 (會員)，$10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吳景順先生

1.  適合對木箱鼓沒有任何

認識之人士

備注

流行鼓初階

透過學習流行鼓，讓參加者能讓歌曲加入

節拍感，並且學習表達情緒及提升自信心

。

日期     6/8/2020-27/8/2020 (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    17:30-18: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4人

收費    $80 (會員)，$11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吳景順先生

1.  中心有鼓棍可供借用

2.  適合對流行鼓沒有任何認識

之人士

備注

音樂
篇

多元
興趣篇

狼
人

的聚
餐–夏日祭禮

每個月都有一個星期六，狼人會聚集喺崇真

Teen地進行《狼人殺》，你身邊嘅個位，是

人，是狼?

日期    29/7-26/8/2020(逢星期三；共5節)

時間    15:00–16: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30 (會員)，$60 (非會員)，$21 (綜援)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三國殺大戰

殺，閃，再殺，再閃，三國戰場上各為
其主，你以為佢係你嘅忠臣，下一秒佢
可能已經背叛左主公。自問三國殺戰場
上戰無不勝嘅你，就要黎崇真TEEN地會
一會其他武將，一決高下！

日期    16/9、23/9、30/9/2019

(星期三；共3節)

時間    17:30 – 19:00

地點    本中心崇真TEEN地

對象    升中一以上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G045/20-21

G046/20-21

G047/20-21

G048/20-21 P07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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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恆常訓練及定期友賽，提升籃球技巧及團隊能

力，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機會代表中心

出戰不同籃球比賽！

日期    逢星期五

時間    19:00–21:00

地點    曾大屋籃球場

對象    中一至中六學生

名額    15人

收費    每月$120 (會員)，每月$15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適合有一定籃球技巧的青少年參加；

2.  參加者需通過簡單籃球測試；

3.  參加者請先留名，待工作員聯絡後再

報名。

4.  此活動獲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戴麟趾

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撥款非建設工

程計劃下購置活動中的運動用品。

備注

G049/20-21

TTM青年籃球隊( 6 - 9月) 「崇真盃」街頭三人籃球比賽

平時打開街場3打3嘅你，係時候搵埋你嘅隊友一齊

落場同其他區內籃球愛好者打返場三人籃球比賽喇

，贏左重會有獎牌添！

日期    簡介會: 28/7/2020 (星期二)

比賽: 25/8/2020 (星期二)

時間    簡介會: 15:00–15:30

比賽: 10:00–13:00 (初賽)；

14:00 – 15:30 (決賽)

地點    沙田區內籃球場

對象    沙田區內12歲至15歲之青少年

名額    6隊；每隊最多4人

收費    報名費每隊$50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參加隊伍可於以下QR Code報名及了解

賽制

2.  每位隊員只限報名一隊，不得重覆報名

3.  成功報名之隊伍需派最少一名代表出席

簡介會

備注

P081/20-21

「崇真盃」五人籃球比賽

連同你嘅隊友，一齊同區裡面嘅其他籃球隊打返場

激烈嘅五人籃球比賽，挑戰自己嘅能力啦！

日期    簡介會: 28/7/2020(星期二)

初賽: 16/8/2020(星期日)

四強及決賽: 23/8/2020(星期日)

時間    簡介會: 16:00–16:30

初賽: 10:00–13:00；14:30–17:30

四強及決賽: 10:00–12:00；

13:30–15:30

地點    沙田區內戶外籃球場

對象    沙田區內16歲至19歲之男子籃球隊

名額    6隊；每隊最多12人

收費    報名費每隊$100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參加隊伍可於以下QR Code報名及了解

賽制；

2.  每位隊員只限報名一隊，不得重覆報名

；

3.  成功報名之隊伍需派最少一名代表出席

簡介會；

4.  活動正申請2020-2021沙田區議會撥款

資助，如未獲資助比賽將會取消。

備注

P082/20-21
籃球足球玩到悶，其實仲有好多新興嘅運動可以玩

嫁，躲避盤呀、芬蘭木柱呀、地壺球呀、旋風球呀

，都已經有好多人玩緊，你都唔好落後喇，Join埋

一份啦！

日期    31/7–28/8/2020 (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    15:30–17:00

地點    本中心周邊運動場

對象    升中一及以上中學生

名額    10人

收費    $70 (會員)，$10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活動正申請2020-2021沙田區議會撥款

資助，如獲資助活動將由專業教練教

導

備注

G050/20-21

潮玩新興運動

運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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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興做運動增加抵抗力，夜跑都係一個唔錯的選

擇。

日期    25/7、1/8、8/8、22/8、29/8/2020

(逢星期六，共五節)

時間    19:00-20:00

地點    沙田區/城門河；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    6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適合無長跑經驗者

2.  請穿著運動鞋及合適服裝

備注

G051/20-21

夜跑少年 山系 - 城門水塘

早個幾個月香港有股行山熱潮。想去行山但又怕好

辛苦好³？唔洗怕，城門水塘冇咩上落斜，仲有靚

景睇添。依個暑假一齊做個山系少年。

日期    12/8/2020 (星期二)

時間    12:00-19:00

地點    城門水塘；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一及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請自備足夠車資

2.  活動不包括午飯時間，有需要可自備乾

糧

3.  請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4.  活動時間視參加者體力而有所增減

P074/20-21

備注

運動篇

山系 – 獅子山

住係沙田嘅你對獅子山一定唔陌生，但親身上去就

未必試過啦。我地一齊登頂俯瞰沙田同黃大仙嘅景

色！

日期    26/8/2020 (星期二)

時間    11:00-17:00

地點    獅子山；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一及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請自備足夠車資

2.  活動不包括午飯時間，有需要可自備乾

糧

3.  請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4.  活動時間視參加者體力而有所增減

P075/20-21

備注

咩話？灣仔都可以露營？其實此灣仔不同彼灣仔，

灣仔南營地位於西貢，風景優美，仲有個大草原添

。一齊黎煮下飯同享受自然之美啦！

日期    營前會：8/8(星期六)

露營日：15-16/8(星期六-星期日)

時間    營前會：14:00-16:00

露營日：12:00-翌日14:00

地點    灣仔南營地；本中心集合及解散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60 (會員)，$9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請自備車資

2.  活動費用已包括食材及借用露營物資的

費用

備注

P076/20-21

山系 – 灣仔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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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平時睇到嘅Youtube短片到底係點拍出嚟的? 加

入我地就可以學習到點樣進行拍攝工作嫁喇! 你可

以嘗試吓做導演、編劇、Cam Man同演員添!

日期    定期聚會：13/6、27/6、11/7、25/7、

8/8、22/8及5/9、19/9/2020

(隔星期六；共8節)

時間    19:30 - 21:00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對象    升中三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12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有興趣者可先留名，待工作員通知後

再作報名

2.  舊生優先

3.  歡迎初學者參加

4.  除定期聚會外，小組時間會於活動時

一同決定，屆時請自備車資

備注

G052/20-21

青少年微電影小組

拍攝攝影工作坊

有時上網碌IG都會見到好多靚相靚片，想自己都影

到但又唔知點做好嘅話，就同我地一齊上堂一齊學

啦，教你影相教你拍片，其中一節我地仲會出去影

相拍片添!

日期    29/7 - 26/8/2020 (星期三；共5節)

時間    17:30 - 18:30

地點    本中心及戶外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20 (會員)，$50 (非會員)，$14 (綜援)

負責人  註冊社工　方子健先生

1.  歡迎初學者參加，如有相機歡迎自備

2.  請自備車資參與外出活動

備注

G053/20-21

技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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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環有唔少地道小店，仲有由歷史建築活化而成

的PMQ同大館，一齊用相機影低舊香港的痕跡啦！

日期    26/7/2020(星期日)

時間    13:00-16:00

地點    中環及上環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歡迎初學者參加，如有相機歡迎自備備注

P077/20-21

7月活動 – 中上環攝影遊

8月活動 – 街拍 – 土瓜灣

土瓜灣是香港其中一個舊區，區內有不少唐樓及小

店，可惜已被重建局納入重建區域。我們一起用攝

影紀錄土瓜灣的現有面貌吧﹗

日期    23/8/2020 (星期日)

時間    13:00 - 16:00

地點    土瓜灣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之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免費 (會員)，$30 (非會員)

負責人  註冊社工　黃啟興先生

1.  如一起於中心出發，請於12:00到達中

心，屆時請自備車資

2.  歡迎初學者參加，如有相機歡迎自備

備注

P078/20-21

技藝篇

後製都係攝影嘅一環﹗暑假影左咁多靚相，我地一

齊學下Photoshop，令自己嘅作品更上一層樓，然後

沖曬出黎，比大家睇下依個咁有特色的香港﹗

日期    27/9/2020 (星期日)

時間    14:00-1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    8人

收費    $20 (會員)，$50 (非會員)

負責人  黃啟興先生

1.  已包括沖曬相片的費用備注

P079/20-21

9月活動–Photoshop入門班

想識一班對攝影有興趣嘅朋友？一於加入中心嘅青

少年攝影小組啦！我地每個月都會有唔同嘅活動，

歡迎想學影相或者想識到志同道合朋友嘅你！

對象    升中一或以上青少年

負責人  註冊社工　黃啟興先生

青少年攝影小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13:00

14:30-18:30

18:30-21:30

中心開放時間 (04/8/2020 - 27/8/2020)

暑期活動報名須知 2020

‧親身或WhatsApp遞交活動報名表，

入籤後將獲得其籤號。

‧入籤可以個人或家庭作入籤單位

‧會員証有效期為31/8/2020

‧每名會員最多可選報5個活動。

6月16日-6月30日 交表

7月7日 公佈結果

‧進行抽籤，決定每個籌號的報名次序。

‧按報名先後次序將會員與活動進行配對。

‧於7月7日下午1:30公佈每個籌號可報名參

加的活動。

‧屆時請留意中心佈告欄及Facebook。

‧會員可於中心開放時間內到沙綜或泉恩匯

繳費報名參加抽中的活動。

‧所有抽中而又未於19日或之前到中心報名

之會員將被視為放棄優先報名的權利。

7月14日 – 7月19日 

到中心報名

7月21日起

‧開放所有活動的剩餘名額予所有中心會員

報名。

報

名

表

報名安排

1. 出示有效中心會員証(有效期為31/8/2020)

2. 帶備有關証明文件(e.g.綜援証明)

3. 帶備有關費用

4. 如未能親身報名，可找他人協助辦理報名

手續，但必須帶齊上述所有資料

5. 中心只接受現金或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SHATIN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報名注意事項

1. 除中心活動更改或因天氣而改期外，所有
報名一經落實將不作退款或轉讓，參加者
須注意各活動日期是否撞期，中心概不負
責或作任何補償；

2. 請保留活動收據至活動完結，倘若活動取
消，須憑收據退款；

3. 中心大堂內會張貼最新的暑期活動消息，
包括：新增活動、取消活動、資料更改等
，請參加者於報名日前，到中心瀏覽大堂
內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