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周年會慶服務巡禮＠大學及學院青年會 

適逢本會 120 周年會慶，將於 1 月 17 日至 28 日期間，在本港多間
設有大學及學院青年會的大專院校內進行服務巡禮展覽，藉以介紹
青年會的歷史及發展里程，並介紹位於該院校內的 Uni-Y 組織，讓  
師生們對青年會的服務及校園工作有更詳盡的瞭解。 

是次展覽啟動儀式將於 1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假香港
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三樓徐莉學生活動室舉行，由
本會會長鄭卓生博士、120 周年會慶籌備委員會主席丘頌云名譽會長、
董事蘇以葆主教、劉俊泉總幹事，聯同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   
教授、各大學學生事務代表及大學青年會（浸大）第十八屆學生幹事
會主席陳永如小姐主持啟動儀式，屆時並設有對談環節及播放大學
及學院青年會歷史和過往成就精華圖輯等。歡迎各院校教職員及學
生到場參觀，各間院校展覽地點如下： 

香港大學－邵逸夫平台（西翼）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龐萬倫學生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本部－范克廉樓地下展覽場地 
香港恒生大學－何善衡教學大樓地下  
香港理工大學－Ｃ座至Ｄ座平台 
香港浸會大學 -  逸夫校園李作權大道 
嶺南大學－乾新坊 
青年會專業書院 - 地下展覽廳 

攝祝120 

本會現正舉辦「攝祝 120」活動，邀請會友及公眾於社交平台分享相片及
語句，一起祝賀 YMCA 120 周年會慶，參加者更有機會獲得本會送出之  
餐飲獎賞及 120 周年紀念品。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內容。 

日期： 1 月 2 日至 1 月 20 日 
對象：會友及公眾 
參加辦法： 1. 追蹤本會 Instagram 專頁 
 2. 填寫網上參加表格 
 3. 於 Instagram 上載一張包含「120」的相片 
 4. 撰寫祝賀 YMCA 120 周年的語句 
獎品：最佳相片獎 6 名——城景／灣景國際自助午餐（2 位用） 
 最佳賀句獎 6 名——城景／灣景國際自助午餐（2 位用） 
 參與獎 120 名——120 周年紀念襟章一個（先到先得） 
結果公布： 1 月 28 日 
查詢： 2783 3370 機構傳訊及市場拓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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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6) 



Sports for Better Life 運動市集 

新界會所獲民政事務總署贊助，將於 1 月 16 日舉辦「Sports for 
Better Life 運動市集」，冀提升大眾對運動之興趣，瞭解運動對身
心健康的重要性，從而積極建立運動習慣，提升生活質素，做到    
「減壓冇難度」。由身心出發，體現 Sports for Better Life——       
運動可以令生活變得更美好！ 

市集分為四部份進行，包括「Sports for Adventure」、「Sports 
for Fun」、「Sports for Health」及「Sports for Wellness」。免
費入場，部份活動需報名預約，名額有限，先報先得。查詢請致電
2420 0266 聯絡新界會所。    

挑戰 120 • 親子定向嘉年華 

藍田會所《開心不過家常愛》系列活動「挑戰 120 • 親子定向嘉年華」已於
2021 年 12 月 5 日順利完成，當日共 25 隊親子團隊於藍田區參與定向活動，     
走訪藍田區內不同設施，認識社區特色，透過活動任務進一步瞭解青年會  
120 年發展。另外，藉此活動促進家人之間合作及溝通技巧。親子團隊完成    
定向活動後，帶同禮物包探訪 30 戶區內獨居／雙老長者家庭，為有需要的 
長者送上禮物及祝福，讓定向活動更添意義。與此同時，藍田會所同步舉行 
嘉年華活動，與超過 120 位區內街坊分享家庭關愛資訊。在活動過程中，招
募了約 30 位義工協助，不論參加者、義工及社區人士都十分投入參與，讓藍      
田會所充滿「家常愛」氣氛。  

灣景國際獲頒發節能約章 

灣景國際支持由環境局及機電工程署推出的《節能約章 2021》
及《4T 約章》，以應對氣候變化，促進能源效益及節省能源，
例如維持室內温度在攝氏 24 至 26 度、關掉不使用的電器及系
統等，並訂立「4T」框架：設定節能目標及時間表、確保節能
成果的透明度、鼓勵持份者與我們共同參與達成節能目標。  

會慶 120 周年暨營地 50 周年慶典營地開放日 

為慶祝本會成立 120 周年及烏溪沙青年新村開展服務 50 周年，烏溪沙
青年新村將於 2 月 3 日（年初三）舉行開放日。是次活動費用全免，市
民可參與營地活動、戶外油畫、歷史相關活動、享用營內設施、觀賞露
營車展及精彩表演節目等。為增加節日氣氛，營地籌辦「大笪地」市集
攤位活動，現誠邀本會單位開設不同形式之攤位，與廣大市民一同歡度
節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42 9420 與鄧潔茹或林俊民同工聯 
絡。   

 

 

 

 

 

 

 



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課程 

本會專職醫療護理部現開辦「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課程」，由註冊物理治療師教
授，為有意投身復康服務業或對物理治療有興趣人士而設。 

日期： 2 月 15 日至 5 月 3 日（逢星期二），共十堂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 
地點： YM Motion 專項治療中心（油麻地彌敦道 523 號禮基大廈 1 樓） 
對象：年滿 18 歲會友，學歷中三或以上程度 
費用：$3,250 
查詢： 2783 3616 (Bonnie) 

 

「20 年印記」天水圍天澤會所二十周年嘉年華 

「20 年印記」天水圍天澤會所二十周年嘉年華已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圓滿結束，活動當天以大自然及傳承為主題，佈置素材是由義
工們到傳統稻米農場「大地予我」收割後帶來的禾草，再由小朋友及    
親子製作成不同的禾草裝置及手作，並由 Joyful 小組為單位畫上 
20 周年紀念牆畫。單位亦滿載天澤會所不同年代的服務相片，讓主
禮嘉賓、眾多親臨支持的天澤會所舊同工、持續服務多年的義工及  
導師和服務使用者一起感受天澤會所走過的足跡。 

 

暖心過聖誕 

Y-Care 企業伙伴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與荃灣會所合作，已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舉辦「暖心過聖誕」活動，12 位來自施羅德投資的企
業義工與荃灣區的 12 個基層家庭共度一個快樂的下午。他們共同參與遊
戲、合力製作及設計獨一無二的環保聖誕樹和雪人，大家一面做手工、一
面互相分享彼此的日常生活，過程既温馨亦愉快。施羅德投資在是次的活
動共送出 170 個聖誕福袋予區內基層家庭，與他們共度一個温暖聖誕。  

 

 

荷蘭傳統文化——藍瓷藝術工作坊 

青年會中學獲荷蘭領事館和 Art Asia Hong Kong 邀請，已於 2021 年  
12 月 21 日合辦「荷蘭傳統文化–— 藍瓷藝術工作坊」，活動由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程明璋先生向學生講解荷蘭藍瓷與中國青花瓷的
淵源及歷史。當日，邀得荷蘭領事 Mr. Arjen van den Berg、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特別職務）謝凌潔貞女士聯同本會劉俊泉總幹事蒞臨參與，
與 170 多位中三學生交流和一起製作藍瓷藝術品。今次活動不僅增進了 
兩地文化合作，更加深了學生對歷史和多元文化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