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代CHILL智能學堂
– 啟動週末嘉年華

一年容易又中秋 團圓夜
日期

9/9/2022 (星期五)

時間

6:00pm-10:00pm 詳情請留意Facebook。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臨近中秋節，又是時候要搵定地方賞月猜燈謎及玩攤位遊戲，一於齊齊嚟荃景提前過
中秋啦！

收費

免費 (部份攤位活動除外)

負責

日期 整個計劃時段: 12/2022-4/2023

內容 有充滿科技元素的攤位遊戲、互動
工作坊及嘉賓講座，讓大家體驗教
將流動程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地點 本單位及荃灣區
內容 會教授長者運用不同的手機App，並利用手
機App與長者一同進行不同的挑戰任務！

收費 免費

收費 免費

備註 本嘉年亦同時招募青年義工協助，
有興趣者請與Sunny Sir聯絡。

名額 15人

關敏知 (Denise)

地點 荃灣三棟屋博物館、炮台山油街實現、中環大館、美孚饒宗頤文化館、彩虹邨
內容 透過城市定向的形式，參加者可以到港九不同富有歷史意義的地方進行各種挑戰，
爭取分數，贏取豐富獎品！
收費 $180 (費用已包括交通費和簡單午膳費。)
對象 10-18歲

日期 第一節義工訓練: 3/9/2022 (六) 2:00pm-4:00pm ｜第一節義工訓練: 3/12/2022 (六) 2:00pm-4:00pm
第二節義工訓練: 9/9/2022 (五) 5:00pm-7:00pm ｜第二節義工訓練: 10/12/2022 (六) 2:00pm-4:00pm
及
｜服務: 17/12/2022 (六) 上午
時間 服務: 10/9/2022 (六) 2:00pm-5:00pm
地點 本單位 / 荃新天地

對象 12-24歲青年

負責 江奕謙 (Sunny Sir)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銀樂模特兒 –
「我要裇靚髮」工作坊

銀樂模特兒 – 攝影工作坊

日期及 22/9/2022–13/10/2022 (星期四) 5:00pm–7:00pm
22/10/2022 (星期六) 2:00pm–4:00pm
時間

地點 本單位 / 荃新天地

日期 10/9/2022-24/9/2022 (星期六)
時間 11:00am-12:3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透過4節工作坊，參加者將會與長者一同學習剪髮技巧及修眉技巧，
並在22/10與長者幫助區內有需要人士形象改造，實踐學習成果。

收費

免費

內容 藉著攝影發掘自己的興趣，並與長者一同學習攝影，認
識不同的攝影技巧，發掘技能。完作工作坊訓練後會在
服務日為參加者拍攝實踐所學。

收費 全免

對象

13歲-18歲青少年

收費 免費

對象 12-24歲青年

備註

1. 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贊助。
2. 獲導師推薦者可加入荃景形象設計小隊，一起幫助區內有需要人
士形象改造。

對象 14-21歲青少年

負責

林卓希 (Andy)

內容 收割、包裝香草及準備探訪物資，在新年前探訪送
贈荃灣區內低收入家庭。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備註 活動於荃景青年空間集合和解散。

銀樂模特兒 –
攝影修圖服務日

銀樂模特兒 – 修圖工作坊

23/12/2022 (星期五) 8:00am-6:00pm
24/12/2022 (星期六) 8:00am-6:00pm
本單位
請參閱12月之海報
$500
6-12歲
12月起可報名，同時報名12月學習有法・課餘託管服務計劃之參加者收費為$450*費用
已包括車費、入場費及2天膳食。
關敏知 (Denise)

日期 9-12/2022 (時間待定)
地點 本單位及各區動物收容機構
內容 計劃旨在以「動物」作為媒介，鼓勵全港青年朋友關心社會上
的弱勢社區及小動物，並坐言起行，透過計劃的訓練及服務，
讓大家可以互相學習、交流與分享。更藉著各項活動，使各區
青年人傳播關心社區及愛護動物的訊息，以建立一個「有愛」
和諧社會。

計劃內容包括：
1. 義工訓練
2. 社區探訪
3. 被遺棄動物探訪

日期 10-11/2022

時間 11:00am-12:3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由老有所為計劃義工實踐工作坊所
學，與長者合作，為社區人士拍攝
證件相或全家幅。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體驗及學習襌繞畫、流體畫及動物黏土，選擇其中一項教導小朋友，及協助將作品製成網上畫展。
21/9: 簡介會+破冰遊戲 ｜ 28/9: 襌繞畫體驗 ｜ 5/10: 流體畫體驗 ｜ 12/10: 動物黏土DIY
19/10: 義教活動 ｜ 26/10: 成果分享會

對象 社區人士

收費

$80

對象 14-21歲青少年

備註 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贊助。

對象

13-18歲

備註 1. 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贊助。
2. 本單位會提供電腦及所需軟件。
3. 參加者需完成一次義工服務。

負責 李綠丹 (Bella)

備註

1. 100%出席率之參加者可獲證書乙張 (須另加$30證書費)
2. 費用已包括材料

內容 藉著修圖發掘自己的興趣，並與長者一同學習，
透過工作坊互相交流，發展新技能。完作工作坊
訓練後會在服務日為參加者拍攝實踐所學。
收費 免費

「青年有愛大使」社區嘉年華

日期及 21/9/2022–12/10/2022 (三) 6:00pm-7:15pm ｜ 9/10/2022 (三) 6:00pm-7:30pm ｜
時間 26/10/2022 (三) 6:00pm-7:15pm

收費 免費

負責

日期 12/2022 (時間待定)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嘉年華設有攤位遊戲、動物手工工作坊、展覽及成果分享，
藉此宣揚保護動物的信息。
收費 全免
對象 社區人士
負責 李綠丹 (Bella)

林卓希 (Andy)

聖誕淨灘派對

收費
對象
備註
負責

21/12/2022 (星期三)
2:00pm-5:00pm (暫定)
荃灣海美灣
每人都應該為環保出一分力，年青人的大家亦不例外。參加者將會分成兩隊，到海美灣執拾垃
圾，並進行一系列的沙灘活動比拼。勝出不同的任務可以累積分數，最後勝出可以贏取小禮品。
$50
15-25歲
本單位集合和解散。
陳梓蔚 (Sharon)

收費
對象
導師
負責

日期及 訓練: 24/9/2022(六) 7:30pm-9:00pm ｜ 23/9/2022(五) 7:30pm-9:00pm ｜ 8/10/2022(六) 7:30pm-9:00pm
時間 比賽: 15/10/2022(六) 上午
地點

荃灣/欣澳

內容

邀請青年透過成為陪跑員的角色，在三次的訓練包括:
- 認識香港的智障人士
- 陪跑員的技巧和訓練
完成訓練後有機會組隊參與「2022年香港人壽ASTC三項鐵人亞洲杯暨」傷健接力組，成為陪跑員，成就三項鐵人的
比賽創舉，帶出傷健共融的訊息。

日期 14/1/2023 (時間待定)

日期 19/11/2022 (時間待定)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在團年的日子，與社區人士分
享團年飯，在新年時段送上祝
福。

內容 為社區人士送上有需要的物資，
並關懷及了解他們的需要。

收費 免費

對象 10-24歲

對象 10-24歲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收費 免費

$20

對象

17-25歲

備註

1. 本活動有機會因應疫情及政府防疫措施而改動，主辦機構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如為參加者帶來不便，敬希見諒。
2. 參加者必須遵守大會防疫措施及安排。
3. 完成者更可以獲得證書一份。

荃景 例六跑步關注小組

余順康 (魚蛋)

體適能同樂日

第二季 Greencathon 青年種植大使招募!!

Greencathon山徑清零行動

日期 24/9/2022 (星期六)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全港

時間 2:00pm-3:30pm

地點 本單位/荃新天地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設立目標，透過各項體適能遊戲，訓練小朋友的身體協調能力、
柔軟度、核心肌肉群、肌耐力、與他人合作的技巧等等，並會教
導小朋友營養小知識，讓他們了解自我，完成減脂大計!

內容 荃景跑步小組，讓大家養成每星期跑步的習慣，每個
星期都去不同的跑步地方打卡。一班人點都好過一個
人跑。歡迎跑友一齊報名加入，一齊Chill Chill 跑跑
啦!!

收費 $50

收費 免費

對象 6-12歲

對象 17-25歲青年

備註 請穿著舒適運動服及球鞋上課。

備註 參加者成功報名後，同事會聯絡參加者。

負責 林卓希 (Andy)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內容 【世界地球日 回收動起來 】 2022年世界地球日為「Invest Our Plant」，世界各地都一同參與這
世界性的環保運動，透過節能減碳等日常環保行動，改善地球環境。 荃景青年空間為了響應今年
世界地球日2022的主題，推出Greencathon計劃，招募一班青年植植大使，除了與荃地天地合作
恆常的活動外，更會向社區推廣綠色生活，服務區內的有需要對象，一同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出一分
力！
參與:
- 荃新天地合作活動
- 向社區推廣綠色生活
- 義工服務

內容 使用健身閣設施，完成指定的體適能挑戰，從中學習運動知識並訓
練團體合作，完成後有機會獲得小禮物，成為荃景體適能達人!
收費 $20
對象 6-12歲
備註 請穿著舒適運動服及球鞋上課。
負責 林卓希 (Andy)

收費 全免

日期 29/10/2022 (星期六) 10:00am-3:00pm 何文田
19/11/2022 (星期六) 10:00am-3:00pm 石硤尾
及
時間 26/11/2022 (星期六) 10:00am-3:00pm 九龍水塘
地點 何文田 / 石硤尾 / 九龍水塘
內容 山徑清零,「Leave No Trace」 的概念已經開始廣為人知的活動，讓參加者認識香港市區4個少人
知道的山，包括何文田區的山、 九龍水塘及石硤尾區的山，邊走邊將垃圾帶走。 一齊參與一個
環保又健康的活動啦。
收費 $10
對象 14歲或以上青年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車費和飲用水。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對象 12-24歲有意向推廣環保的青年 (計劃需要經過甄選程序)

週六郊遊遊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日期 11/10/2022-29/11/2022 (星期二)

日期 19/11/2022 (星期六)

時間 6:15pm-7:15pm

時間 10:30am-1:3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1. 青衣自然徑
2. 菠蘿壩自然教育徑

日期 15/9/2022 (星期四)

日期 17/9/2022 (星期六)

｜ 17/9/2022 (星期六)

內容 完成市區簡易行山路線，接觸大自然同時發掘打卡點，做個健康小達人！

時間 5:00pm-7:00pm

時間 6:00pm-7:15pm

｜ 7:30pm-8:45pm

收費 全免 (膳食自費)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對象 13-18歲青年

內容 運用植物油及香精製作手工皂， 讓參加者體驗冷製法手工皂，打皂及
混合材料過程，並了解使用手工皂的優點!

內容 由導師教授利用天然物料及植物油製作萬用膏及唇膏! (成品不含石油物質，無化學添加，滋潤皮膚時也用得安心)
收費 $90/位

｜ $150/組及親子

備註 1. 請穿著舒適運動服及球鞋上課。
2. 參加者在活動期間，可以免費預約使用健身閣的設施。

收費 $110

對象 13-24歲

｜ 5-12歲及親子

對象 13-24歲

負責 林卓希 (Andy)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

備註 1. 親子組已包一大一小材料費用，萬用膏及唇膏各二。
2. 如參加者人數不足，活動會取消或延期。

負責 李賀琳 (Holam)

負責 李賀琳（Holam）

對象 13-18歲

荃景小小籃球盃

負責 李綠丹 (Bella)

冷製手工皂工作坊

貓貓義工小隊

對象 8-12歲

收費 $40

｜ 13-18歲

導師 註冊社工暨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及北美戲劇治療實習生

對象 8-15歲

負責 林卓希(Andy)

備註 費用已包一支黑色軟筆及一本畫簿。
負責 李賀琳 (Holam)

DIY個人化香水 Workshop

日期 20/10/2022 (星期四)

｜22/10/2022 (星期六)

日期 9/12/2022 (星期五)

｜9/12/2022 (星期五)

時間 5:00pm-7:00pm

｜6:30pm-8:30pm

時間 5:00pm-6:30pm

｜6:30pm-8:15pm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教授製作一支土耳其蠟燭及基本蠟燭知識，包括精油及蠟比例、顏色調製、保存方法及注意事項，
工作坊為你提供多種味道香精選擇，讓你製作出香氣四溢的土耳其蠟燭！

內容 教授基礎調香知識及技巧、前中後調比例、香水種類、嗅覺訓練、換算滴數、保存方法及注意事
項， 記錄對香氣感覺和喜好，讓你將靈感轉化為設計idea，打造一支個人化香水！

收費 $250/位

｜$250/組及家長

收費 $180/位

｜$250/組及家長

對象 13-24歲

｜6-12歲

對象 13-24歲

｜6-12歲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每支香水30ml。

負責 李賀琳 (Holam)

負責 李賀琳 (Holam)

DIY乾花擴香石 Workshop

線畫靜心繞

日期 18/11/2022 (星期五)

日期 16/12/2022 (星期五)

時間 6:00pm-7:00pm

時間 5:00pm-7:0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讓參加者了解擴香石的特性和用法，教授擴香石製作技巧、成份比例、顏色調製、乾花裝飾，保存
方法及注意事項，工作坊為你提供多種味道香精選擇，一起製作手工擴香石吧！

內容 繞線畫，運用釘及線於木板上將線變面，編織出圖案或文字，造出專屬圖騰。參加者可自由按個人
喜好發揮想像力及創意，配襯心儀顏色與圖案，編織一個專屬自己的圖騰。

收費 $160

收費 $50

對象 6-12歲

對象 13-24歲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釘、木板及線。

負責 李賀琳 (Holam)

負責 李賀琳 (Holam)

uCafe體驗．土耳其燈

自療。字聊

日期 29/12/2022 (星期四)

日期 15/12/2022 (星期四)

日期 24/9/2022 及 8/10/2022 (星期六)

時間 5:00pm-7:00pm

時間 7:30pm-9:00pm

時間 3:00pm-5:3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每當風輕輕吹過，風鈴便會發岀清脆的響動，清脆悅耳
的聲音令人豁然開朗，非常治癒！讓我們寫下期許願
望，製作獨特的祝福書簽，為接下來新一年打打氣！

內容 透過專注製作燭台，放鬆心情，在
創作時放下煩憂。

內容 體驗中文和英文的書法，學習書法用的專業鋼筆，寫出自己個人風格的文字。過程中透過筆
和紙的觸感，寫出文字，表達自己的心情，帶出治療的效果，更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書籤。
24/9/2022 (六) 英文書法 (現代體)
8/10/2022 (六) 中文書法 (行書)

收費 $100

收費 $40

對象 13-25歲

日期 9-10/2022 (六、日) (時間待定)

對象 13-24歲

備註 費用已包一份材料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

地點 荃灣區

負責 李綠丹 (Bella)

負責 李賀琳 (Holam)

收費 $30/次
對象 16歲或以上青年
備註 活動工具由單位提供。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天然萬用膏及唇膏DIY工作坊

親子天然萬用膏及唇膏DIY工作坊

「航」行出狀元 無人機駕駛員

JOY Game Make Friend

日期 9/2022–1/2023 (時間待定)

日期 9/2022-1/2023 (每月第二及三個星期五)

地點 本單位

時間 6:00pm-8:00pm

內容 無人機正值現今潮流，透過學習及生涯體驗活動讓青年人建
立各種興趣及能力，引導青年人考慮不同事業和選擇生涯的
路向，促進他們探索無人機生涯發展的可能。

地點 本單位

活動內容：
1. 認識自己及進行生涯規劃
2. 講者分享會及參觀無人機公司，了解最普遍無人機的拍攝
應用、需求及發展
3. 體驗無人機體驗工作坊、無人機操作課程，了解無人機這
新興工具，知識及操作技能
4. 拍攝及製作無人機短片

浮游花瓶工作坊

日期 9/10/2022 (六)

時間 2:00pm-3:30pm

時間 9:00am-1:0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荃灣/觀塘

日期 10/11/2022 (星期四)

內容 比賽只限正報讀幼兒籃球恆常班的學生參與。比賽將會分組進行，一起進行簡單的籃球挑戰項目，
例如一分鐘拍球挑戰、籃底射球挑戰、鬥快走籃挑戰等，勝出隊伍將獲得小禮物，一起挑戰成為荃
景幼兒籃球達人! (組隊人數將會按參加人數而定，如希望組隊比賽，請向負責職員林Sir查詢。)

內容 一班跑友，一個目標！由荃灣跑去觀塘(路線約25km)，更與荃景跑步小組一同參與，完成荃灣跑去
觀塘的創舉！歡迎跑友一齊報名加入！

對象 13-18歲
備註 參加者需要經甄選 (時間待定為9月下旬)，通過甄選的參加
者會被通知參加簡介會，了解活動內容。
負責 李賀琳 (Holam)

時間 6:30pm-7:30pm

收費 全免

| 5:00pm-6:00pm

日期 4-25/11/2022 (星期五)
時間 7:00pm-8:00pm

地點 本單位

地點 本單位
內容 香包DIY超簡單！一起動手製作香囊送給社區人士吧！運用「現代日常用品」製作香囊，把口罩
化身為香囊衣裳，加入特別香草，隨身攜帶可散寒又驅蚊！一起製作小小心意關愛我們身邊的人
吧！(製作的香包將會作捐贈用途)
收費 $40/組及親子

收費 $20

對象 17-25歲青年

對象 3-5歲 (只限正報讀幼兒籃球恆常班的學生)

備註 完成者更可以獲得證書一份。

內容 凝住鮮花璀璨的瞬間，創作您專屬的浮游花瓶，為生活添上一分自然之美。把乾花放進透明玻璃
樽，配上專用的礦物油，就能長久地保存花朵盛放之姿，與我們一起開展春意盎然的創作，延續花
朵的生命吧！

備註 請穿著舒適運動服及球鞋上課。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收費 $50/位
對象 13-24歲
備註 費用已包材料。
負責 李賀琳 (Holam)

｜ 6-12歲

收費 全免
對象 6-12歲
備註 本單位備有Boardgame，switch主機，遊戲及健身環。
歡迎參加者自攜其他switch遊戲。
負責 關敏知 (Denise)

青年護膚工作坊
日期 17/9/2022 (星期六)
時間 3:00pm-4:00pm
地點 本單位

親子環保香囊製作工場 (義工/體驗活動)
｜ 10/11/2022 (星期四)

內容 透過小組遊戲中學習社交，團隊合作，遵守遊戲規則，以及
處理遊戲輸贏問題。

收費 $100 (如出席率達8成, 將全數退回)

荃灣觀塘縱走之旅

日期 26/11/2022 (星期六)

負責 林卓希(Andy)

內容 無需要寫好多的字，只需寫好每一個字！在書寫的過程中，慢慢細味每一個字，用心感受。教
授軟筆的使用方法和控制 ，學習不同中文筆劃的書寫方式，運用創意書寫你心中的文字。即堂
完成的作品亦可作為心意卡片送給親友，盡顯心意。

收費 全免

負責 李綠丹 (Bella)

時間 逢星期六晚上

收費 $50

地點 本單位

對象 16-24歲 (全年招募)

日期 11/10/2022–29/11/2022 (星期二)

內容 本活動分為4部份，第一部份測量體脂，訂立個人目標，第二部份，導師會教導參加者正確的健身
動作，訓練大小肌肉群，並嘗試徙身健身及HIIT，第三部份為營養飲食知識，了解自己每日所需的
蛋白質及卡路里，制定個人化的營養餐單，並在最後有成果分享環節。

時間 5:00pm-6:00pm

內容 小組透過各種藝術體驗，例如酒精墨水、戲劇遊戲、即興音樂創作等，去表達自己，隨意創作，
感受過程中的快樂。

收費 $20 (年度收費)

日期 10/2022-1/2023

荃景健人 - 大隻仔女健身小組

日期 5/10/2022–26/10/2022 (星期三)

｜ 7:00pm-9:00pm

地點 荃景青年空間

內容 貓貓義工小隊去動物收容中心幫忙照顧貓貓，可需要幫手清
潔貓舍、幫貓貓洗澡、餵飼貓貓、餵藥等。讓貓貓們可以居
住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等待新的主人。
參加者從中除了學習照顧小動物的方法和技巧外，更能體驗
義工的意義與樂趣。

30/12/2022 (星期五)
7:30pm-8:45pm (暫定)
本單位
大笑瑜伽 (Laughter Yoga/ Hasyayoga) 亦稱為愛笑瑜伽，是近年新興的減壓活動，強調「沒
原因地笑」。透過持續和自發的笑，結合腹式呼吸和穴位按摩，轉變成自然的大笑，達致放鬆
心情的效果。家長和子女齊來放聲大笑起來吧！一起享受忘憂的時光，促進家庭關係。
$80 (每對)
3-12歲小朋友及其家長
註冊社工；認證大笑瑜伽領袖 (Certiﬁed Laughter Yoga Leader)
陳梓蔚 (Sharon)

體適能大挑戰 - 減脂大工程!

｜ 25/10/2022–29/11/2022 (逢星期二)

時間 4:45pm-6:00pm

祈願玻璃風鈴製作工作坊

鄰舍探訪日 –
義工招募

負責 余順康 (魚蛋)

收費

負責

大笑瑜伽 (Laughter Yoga) 親子體驗坊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鄰舍團年飯 –
義工招募

同步同路 陪跑員計劃

日期 25/10/2022–29/11/2022 (逢星期二)

地點 本單位

負責 李綠丹 (Bella)

義教體驗 – 手作工作坊

日期 8/10/2022-22/10/2022 (星期六)

為你執筆：自由書法工作坊

DIY土耳其蠟燭 Workshop

收費 $10

負責 李綠丹 (Bella)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隨意創作隨心聽〉- 表達藝術小組

負責 李綠丹 (Bella)

聖誕搞乜鬼4.0

負責

招募「社區動物親善大使」

備註 1. 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贊助。
2. 參加者可自備攝影器材。
3. 參加者需完成一次義工服務

負責 陳梓蔚 (Sharon)

日期及
時間
地點
內容
收費
對象
備註

｜收割、包裝香草及準備探訪物資，在聖誕節前探訪
｜送贈荃灣區內獨居長者。

收費 全免

對象 12-24歲青年

日期 第一節義工訓練: 7/1/2023 (星期六) 2:00pm-4:00pm
第二節義工訓練: 13/1/2023 (星期五) 5:00pm-7:00pm
及
時間 服務: 14/1/2023 (星期六) 時間待定

時間 9:30am-5:30pm (暫定)

愛‧種在荃城 (聖誕探訪)

內容 收割、包裝香草及準備探訪物資，在中秋節探訪
送贈荃灣區內清潔工人。

愛‧種在荃城 (鄰舍團年探訪)

日期 29/10/2022 (星期六)

愛‧種在荃城 (中秋探訪)

一個青年 x 科技 x 長者的義工計劃

日期 11/2022

負責 江奕謙 (Sunny Sir)

萬聖懷舊大獵奇

CHILL智能義工計劃：

四驅兄弟

內容 針對青少年的青春期問題，由I-TEC LV3合格化妝導師教授
基本護膚知識、洗面技巧及後續簡單保養。青年不再為「痘
痘」 煩惱！
收費 $180/堂

日期 9/2022-1/2023 (星期六)

對象 13-24歲

對象 6-12歲

時間 11:00am-12:30pm

備註 課堂已包材料費用：洗面奶，磨砂膏，潤膚乳。

備註 1. 費用會被用作購買捐贈材料。
2. 出席率達100%可獲得出席證書。

地點 本單位

負責 李賀琳 (Holam)

負責 李賀琳 (Holam)

內容 組織喜愛四驅車活動的青少年，設置四驅車路軌讓參加者試
車及交流，導師將教授改裝技巧及提供技術支援，並與參加
者一起征服不同賽道，一起參與比賽。
收費 $55/堂
對象 9-18歲
備註 參加者必須自備四驅車者。
負責 李賀琳 (Hol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