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活動抽籤結果

2022年 4-6月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M 503630 503631 503632 503633 503634 503635 503636 503638 503637 503641-503642

A

4 月12 日至

6 月14 日

 (逢星期二)

4 月8日至

6月24日

(逢星期五)

6月25日

4月7日至

6月23日

(逢星期四)

4月7日至6月9日

(逢星期四)

4月8日至6月24日

(逢星期五)

4月2日至6月25日

(逢星期六)

4月2日至6月25日

(逢星期六)

4月 2 日至6月25日

(逢星期六)
4月23日/ 4月30日

A 四味人生 疫境自強 押花及水晶膠工作坊 樂滿FUN 智能達人 運動Gym子 虛擬科技小組 隨你點播 週末晏晝玩餐飽
Blooket 學習日

Blooket 問答比賽

A $50 $50 $50 $50 $50 $50 $50 $0
 $30 $20

A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2人

1 梁*玉 吳*裕 袁*珊 梁*朗 周*兒 關*為 梁*朗 柯*瀚 李*熹 李*樑

2 吳*裕 闕*麟 梁*朗 關*為 佘*美 劉*邦 佘*美 蕭*麒 柯*瀚 李*熹

3 關*為 何*希 佘*美 王*悅 何*希 蘇*耀 蕭*麒 劉*邦 胡*威 陳*基

4 周*儀 梁*朗 張*森 佘*美 關*為 黎*萓 蘇*耀 李*樑 佘*美 佘*美

5 盧*強 張*萍 周*兒 張*恩 梁*玉 楊*澤 張*森 楊*澤 蕭*麒 蕭*麒

6 闕*麟 蕭*麒 梁*玉 黎*萓 李*熹 梁*玉 楊*澤 陳*瑜 陳*朗 張*恩

7 楊*澤 胡*威 何*希 何*希 蘇*耀 何*希 何*希 梁*朗 鄭*健 楊*澤

8 周*敏 梁*玉 0 蕭*麒 蕭*麒 闕*麟 0 鄭*健 楊*澤 闕*麟

9 佘*美 佘*美 0 0 馮*勁 朱*津 0 陳*朗 何*希 0

10 何*希 李*熹 0 0 黎*萓 0 0 胡*威 盧*強 0

11 0

12 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活動抽籤結果

2022年 4-6月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503643 503644 503645 503646 503647 503648 503639 503649 503640 503650

5月7日 5月14日  5月21日 5月28日 6月4日 6月11日 6月11日 6月18日 6月25日 6月25日

母親節電子賀卡DIY 休閒自助畫室
 年年有"甘"日 賽龍奪錦慶端午 大潭水塘結伴行 父親節禮物設計
區區打卡地點-炮台

山東岸公園
MTR 體驗之旅- 車廠探秘
一起行山郊遊去@青衣 智能達人科技展

$50 $50 $80 $50 $20 $50 $20 $30 $20 $0

10人 10人 15人 10人 12人 10人 12人 10人 12人 10人

李*傑 黎*萓 項*翊 曾*曦 黃*珊 李*傑 張*恩 羅*煇 周*兒 馮*勁

王*悅 胡*威 胡*威 張*萍 羅*煇 李*傑 李*傑 麥*佑 闕*麟 梁*朗

胡*威 朱*津 黎*萓 劉*邦 何*希 胡*威 王*悅 胡*威 黃*珊 張*森

佘*美 曾*曦 李*熹 陳*基 陳*朗 陳*朗 梁*欣 曾*曦 梁*欣 佘*美

蕭*麒 何*希 何*希 胡*威 李*駿 朱*津 李*駿 張*恩 蘇*耀 蘇*耀

朱*津 柯*瀚 張*萍 佘*美 闕*麟 楊*澤 黎*萓 梁*欣 麥*佑 陳*基

張*森 陳*基 陳*基 楊*澤 曾*曦 0 楊*澤 鄒*晃 楊*樂 胡*威

楊*澤 楊*澤 佘*美 何*希 鄒*晃 0 羅*煇 佘*美 胡*威 陳*朗

何*希 袁*珊 0 李*傑 梁*欣 0 佘*美 蘇*耀 關*源 李*熹

0 佘*美 0 0 陳*基 0 楊*樂 楊*樂 梁*欣 何*希

0 梁*欣 麥*佑 劉*邦

0 李*樑 陳*基  鄒*晃

0

0

0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活動抽籤結果

2022年 4-6月

503465 503671 503672 503628

5月14日至6月25日

(逢星期六)
4月2日

 4月9日 4月14日至6月23日



成教-唱歌學英文識

字

親子居家運動training

A
親子居家運動training B
 全民動起來

$30 $0 $0 $50

10人 6對親子 6對親子

李*樑 柯*瀚/爸or媽 柯*瀚/爸or媽 李*樑

梁*朗 闕*麟丶媽媽 朱*津, 梁*珍 黃*珊

陳*基 0 闕*麟丶媽媽 劉*邦

佘*美 0 0 黎*萓

朱*津 0 0 闕*麟

楊*澤 0 0 林*瑤

闕*麟 0 0 0

林*瑤 0 0 0

0 0 0 0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