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Adventure Youth Association (China) Limited 中國香港歷行會有限公司
九龍馬頭角道 40 號東南工業大廈 9 樓 A3 座 F 室

中國香港歷行會

9/F, Block A3, Room F, Tung Nam Factory Building, 40 Ma Tau Kok Road, Kowloon
Tel：3102- 8989

Fax： 3102- 9696

Web-site：www.chkaya.org

可合作項目建議(小學及中學)
以下為本會可提供的服務，請在有興趣的項目加上，傳真或寄回，待本會職員
作進一步聯絡！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需要以單元/小組/講座/系列式/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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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應個別學校需要而協商設計
活動
方式
成長的天空(小學)
整項或個別項目/日營/宿營
全校活動/全級活動
嘉年華會/主題講座/旅行/遠足/參觀
試後/暑期活動
半日工作坊/日營/宿營/旅行
小組服務
自理/理財/情緒管理/生命教育/其他
行為偏差同學服務
小組/遠足/日營/宿營
畢業營
日營/宿營
到校功課輔導班/託管
暑期/全學年進行
義工訓練
講座/工作坊/日營/宿營
『同心創新天』
講座/工作坊/日營/宿營
風紀/領袖訓練
中一迎新活動
半日/一日/旅行或宿營
「生涯規劃」計劃
半日工作坊/日營/宿營
其他學習經歷(OLE)
例：歷奇助教證書/義工及領袖訓練
全方位學習活動
校內主題學習日
校內：主題學習遊戲日/嘉年華
主題戶外旅行/參觀
戶外：地質/生態/文化歷史

可提供資料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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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境外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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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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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裔及新來港人士
全方位輔導計劃
教師發展日
不同形式招標項目
其他合作項目

一天或以上行程 按情況而協商設計
教師培訓
家長教師會旅行
小組/工作坊/日營/宿營
駐校社工與學校協商
例：生涯卡及 OH CARD 運用/歷奇訓練等
與學校協商
與學校協商

如欲進一步查詢詳情















歡迎聯絡

沈小姐(Monica) 電話：3102-8989 9380-9480
電郵：monicashum.hk@gmail.com

請加上










傳真：3102-9696

網址：http://www.chkay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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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本會合作之小學

曾與本會合作之中學

大埔公立學校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天主教明德學校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天神嘉諾撒小學
心光盲人學校 拔萃女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太子西) 香港培道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青山天主教小學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青松侯寶垣小學 屯門官立小學
李鄭屋官立小學 沙田崇真學校 崇真英文小學
油麻地循道學校(小學) 喇沙小學 華封學校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培道小學 孫方中小學
保良局雨川小學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英華小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迦密愛禮信小學 童軍知友社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香島道官立小學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香港嘉諾撒學校
香港潮連同鄉會張祝珊紀念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粉嶺官立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
高主教小學 啟基學校 惠群小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基督教勵行會天虹小學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崇真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上午) 觀塘官立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下午) 蘇浙小學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聖公會主風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聖公會基顯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聖公會榮真小學 聖公會蒙恩小學 聖公會諸聖小學
聖公會基真小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聖公會青衣村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長亨)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聖安當小學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聖馬可小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
聖羅撒學校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嘉諾撒培德學校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瑪利曼小學
農圃道官立小學 道教青松小學 道教青松侯寶垣小學
嘉道理官立小學 閩僑小學 興德學校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橫洲公立學校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鄭任安夫人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小學

九龍利瑪竇書院 上水官立中學 大埔三育中學
大埔官立中學 大埔神召會康樂中學
大埔鄉議會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天主教南華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
天主教祟德英文書院 迦密聖道中學 景嶺書院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中學 孔聖堂中學
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月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余振強紀念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佛教大光中學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方潤華中學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協恩中學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保良局唐乃勤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保良局書院慧賢雅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保祿六世書院 南屯門官立中學 香島中學(將軍澳)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英華女校 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隸珊紀念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裘錦秋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高主教書院 高雷中學
將軍澳香島中學
聖公會諸聖中學 聖母院書院 聖貞德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嘉勒女書院 葵涌蘇浙公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觀塘瑪利諾書院 銘賢書院
寧波公學 瑪利曼中學 閩僑中學 德蘭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樹仁中學
澳門濠江中學 藍田聖保祿學校 羅陳楚思中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寶覺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