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Ｏ二一 •(十至十二月) 秋
冬活動可於2021年10月4日(一)

起前來中心報名

青年限定 ONLY YOUTH
美國女專欄作家馬奇·艾波赫提出:

SLASH是一種新工作態度，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專一
職業的工作模式，而選擇有多重職業及身份的生活

每個人都曾經或正在擁有不同的身份，而這些身份並
不是割裂的，身份與身份互相連結、環環相扣、互為
影響

“ “

學生 哥哥 結他手 咖啡師 藍球員 最強王者

S L A S H

多重身份族

S L A S H
每種身份都會影響及賦予我們不同價值、
態度、知識及技能

這些身份不一定是外顯，但同時它們都需要
付出時間及努力去建立，為每個人生涯路
豐富了不同可能性。

你自己又擁有多少種身份呢? 你又會否只
利用單一身份去衝量別人嗎?會否想過去
擴闊自己的不同身份？探索不同可能？

Slash-咖啡師
Slash- Barista

日期：23/10、13/11、27/11、11/12、18/12
(六，共5節)

時間： 上午11:00-下午1:00
集合地點： 北角樂Teen會
對象： 12歲以上青少年
費用： 會員$200 
名額： 6名
負責職員：社工葉志豪(Nick)、社工周學謙(Wilson)、

李思捷 (Angel)
＃咖啡師 ＃學習沖咖啡 ＃咖啡拉花 ＃VASK ＃SLASH歷程分享

心療心 · 分
Fun Day
 
透過不同遊戲及藝術攤位，
認識及舒緩情緒，分享感受。
日期：6/11
時間：下午2:30-5:30

身心健康支援計劃
Heal Your Heart

讀書﹑屋企﹑拍拖﹑疫情……生活上發生種種事情都會令人覺得
困擾和有壓力，有見近年青年人情緒壓力愈來愈大，北角樂Teen會
有一連串活動及服務支援大家。

過去一星期，你有：
感到緊張？
感到不安或煩躁？
試過失眠嗎？
覺得攰到休息不到？
覺得有／好大壓力？

計劃目標
向青年推廣情緒健康的認識及關注

如果有以上的感覺或經歷，你或許需要take a break，深呼吸，
充充電。

不定期「心靈活動」

「心靈信箱」煩惱收集處

自修室「心聲留言板」

N210345YX



N210327YX

N210326YX

N210311YX

N210310YX

N210309YX

N210308YX

N210307YX

N210306YX

N210305YX

N210304YX

N210303YX

與自己再接近些  
Get close to ourselves    

目的：透過表達藝術體驗提升參加者的自我覺察及了解、發掘自己的內在資源，學習自我
欣賞及肯定 

內容：#表達藝術體驗 #成為更好的自己 #自由創作#繪畫音樂舞蹈話劇文字立體創作都有 
#自我探索 

日期：13/11－4/12 (逢六，共4 節)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之會員 
費用：$ 30 /非會員$6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 (Annette)

當世事不像預期，請擁抱想像
Never give up imagination

目的：透過流體畫(fluid paint)及大理石浮紋水畫(water marbling)等創作，學習以想像
面對 ”不像預期” 帶來的獨特與美麗

內容：#不需要手繪的技巧  ＃體驗無拘無束意創作 ＃出乎意料之外 # 不像預期帶來的
獨特  # 只有想像方有希望

日期：13/11– 27/11/ (逢六，共3 節)
時間：下午 4:00 – 5: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之會員 
費用：$ 60 / 非會員$9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 (Annette)

秋- 表達藝術體驗工作坊            
Expressive arts experiential workshop 

目的：提升自我覺察，增加自我了解及肯定，發揮創造力
內容：#表達藝術體驗  #自由發揮  #有趣活動 #自我探索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會員及社區人士
費用：免費
名額：每工作坊 30人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 (Annette)

日期

工作坊(一)

工作坊(二)

工作坊(三)

工作坊(四)

工作坊(五)

工作坊(六)

工作坊(七)

工作坊(八)

工作坊(九)

17/10/2021

14/11/2021

12/12/2021

下午1:00-2:00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下午1:00-2:00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下午1:00-2:00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活動 時間 報名編號



N210331YX

N210332YX

香氣擴香石DIY
Refresh - Making Aroma Stone

透過製作擴香石及放鬆練習調節身心，享受手作樂趣，放下煩惱。
日期：30/11(六)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1-24歲之會員
費用：會員每人$10 / 非會員$30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社工陳思瑜(Chloe)

聖誕心意卡DIY
Refresh – Christmas wreath drawing

學習簡單襌繞圖樣，繪畫聖誕花圈及裝飾，製作心意卡。
日期：11/12 (六)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1-24歲之會員
費用：會員每人$10 / 非會員$30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社工陳思瑜(Chloe)
＃停一停 ＃抖一抖 ＃充充電

學習繪畫和諧粉彩畫作，給自己及身邊人送上祝福。 透過Boardgame推理解謎活動，學習溝通及合作。

充

電

站
和諧粉彩輕鬆體驗
Enjoying Pastel Nagomi Art

推理事件簿
Chronicle of Crime

地
點

北角樂Teen會

對
象

10-24歲之會員

費
用

會員每人$20 / 非會員$30 

名
額

10人

負職
責員

社工陳思瑜(Chloe)

#   停一停 #   抖一抖 #   充充電

內容：#桌遊 #推理事件簿 #查案推理 
#齊齊做偵探

日期： 4/11、11/11、18/11 (逢四，共3節)
時間：下午5:00–晚上7: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以上青少年
費用：每人$30/ 非會員$60
名額：5人
負責職員：社工劉昭瑩(Hika)

N210325YX

A組 B組

29.10.2021

下午4:00-5:30

26.11.2021

N210295YX N210296YX



目的：透過遊玩飛鏢提升參加者自我有能感、人際溝通技巧、判斷力等。
內容：#飛鏢練習 #專注 #比賽 #競技 #自我突破
日期： 6/10-22/12 (逢三)
時間： 晚上7:00-8:30
練習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飛鏢

傳說

Band 

北角

練習隊10-12月

對決交流團

隊 (10-12月)

Sing 戰

目的：透過遊玩手機遊戲學習團體合作、人際及相處技巧。
內容：#傳說對決 #團體競技 #魔龍路 #凱撒路 #神隊友定雷隊友
日期：21/12、22/12、23/12 (二、三、四)
時間：下午3:30-5:00
練習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之及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日期：7/10、28/10、4/11、18/11、 2/12、16/12 (四)
時間：晚上6:00-8: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Band房
對象：12歲以上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6人
負責職員：社工葉志豪(Nick)
＃音樂 #一齊玩

Darts Team (Oct to Dec)

N210336YX

N210337YX

N210347YX

N210338YX

Arena of Valor Exchange Group

Band (Oct- Dec)

North Point singers maker

目標：讓參加者初步領會唱歌用聲技巧，提升參加者在人前表演的效能感。
日期：7/10、14/10、21/10、28/10、4/11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3歲以上青少年
費用：會員$2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社工何旭浩(Hugo)



為單位的鐵閘塗上色彩
日期：待定
地點 : 中心
服務日期：待定(兩個星期六晚)
時間：晚上6:00-下午10:00

N210328YX

目的

鍾意行山既你，除左自己同朋
友行，仲可以試下帶住小朋友
認識世界

內容

#計劃活動及行山路線
#陪小朋友行
#提升身體及心理質素
#少D耐性都唔得

Hiking in Autumn

日期：23/10、20/11、18/12 (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5:00
集合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 12歲以上青少年
費用： $30 
名額： 8人
負責職員：社工葉志豪(Nick)
＃停一停 ＃抖一抖 ＃充充電

大腳印
X 小足跡

「

「

師友計劃 (第五期)  -  青年友師招募 

The Paths We Cross -Mentorship Program (Season V) – Mentors Recruitment

秋
季大
行
山

社
區

      

因
你
而
美
麗

Colour our community 

目的 ：增強參加者與社區的連繫
內容：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 愛就付出 #抱擁社區 # 為社區添上色彩 

#以行動表達 #義工服務

對象： 13歲或以上之會員
費用：免費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社工區曉彤(Annette)

簡介會 行山挑戰

24.9.2021

晚上7:30-9:00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每月一次活動，包括一次露營，
多於星期日或公眾假期舉行

N210283CX

N210346YX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Wilson)及社工雷欣慧(Yan)



北驚嚇鬼屋2021
NOrhT Scary Haunted House 2021

目的：鬼屋既目的，你知、我知、佢都知……………
內容：鬼知
日期：30/10 (星期六)
時間：晚上7:00-9: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之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50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北驚嚇鬼屋2021 – 工作人員招募
NOrhT Scary Haunted House 2021

目的：一齊籌備鬼屋／扮鬼嚇人
內容：#構思鬼屋 #場地佈置 #想點玩就點玩
日期：4-29/10(設計&籌備)、鬼屋日30/10 (星期六)
佈置時間：早上10:00 – 下午6:00 
正式活動時間：晚上7:00-9:30
地點：北角樂Teen會
對象：12歲或以上之青少年
費用：免費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社工周學謙 (Wilson)

特別鳴謝阿晴為今期青年限定作插圖設計，我們仍然不斷物色有興趣的年輕人為青年限定作設計排版，你有興趣的，話俾我哋知啊！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nphtc
香港北角和富道51–53 號地下
電話： 2561 0251　傳真：2561　1851　電郵：nphtc@hkcs.email
印刷：500份 
If you need any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ssistance, please approach our Duty Officer.

做我哋會員有乜好??
自修室 BAND 房
桌球 舞蹈室 大量BOARDGAMES 飛鏢
完! 仲想玩其他? 話俾我哋知啦！～

單位入會須知、服務
者使用權利及義務、
活動須知：

N210282YX

N210281Y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