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活動抽籤結果

2022年7-9月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M 503738 503739 503740 503741 503742 503744 503743 503745 503746

A

7月12 日至

9 月13 日

 (逢星期二)

7 月15日至

9月16日

(逢星期五)

7月20日至

9月21日

(逢星期三)

7月7日至

9月22日

(逢星期四)

7月7日至9月8日

(逢星期四)

7月7日至9月8日

(逢星期四) 7月8日至9月9日

(逢星期五)

7月2日至9月3日

(逢星期六)

7月2日至9月3日

(逢星期六)

A 我的平台。關心 獨特的我 押花及水晶膠工作坊 樂滿FUN 智能達人 全民動起來 運動Gym子 電玩桌遊任你玩 隨你點播

A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0 

A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1 梁*玉 梁*朗 梁*朗 梁*朗 梁*朗 黃*珊 梁*玉 鄭*華 鄭*華

2 闕*麟 黃*珊 梁*玉 梁*玉 闕*麟 羅*煇 闕*麟 李*樑 胡*威

3 趙* 梁*玉 胡*威 黎*萱 張*邦 梁*玉 楊*澤 趙* 李*樑

4 張*森 趙* 張*森 蕭*麒 黎*萱 李*樑 黎*萱 楊*澤 邢*健

5 周*兒 張*森 項*翊 周*兒 李*熹 闕*麟 劉*邦 陳*志 陳*志

6 關*為 蕭*麒 周*兒 關*為 佘*美 劉*邦 關*為 何*希 陳*朗

7 佘*美 李*熹 何*希 佘*美 何*希 何*希 黎*然 黎*然 吳*詠

8 李*傑 李*樑 佘*美 胡*威 陳*豪 李*燐 陳*豪 潘* 佘*美

9 盧*強 0 許*兒 黃*悅 0 黃*瀚 潘* 0 鄭*心

10 黃*江 0 吳*明 黃*江 0 林*瑤 黃*江 0 李*燐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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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503747 503749 503750 503751 503752 503753 503754 503755 503756 503757

7月 2 日至9月3日

(逢星期六)
7月2日 7月9日 7月16日 7月23日 7月30日  8月6日 8月13日 8月20日 8月27日

週末晏晝玩餐飽 休閒影院 用畫傳情 夏日豐盛祭 
走進西九藝術M+

博物館

藝術小教室:手提袋

繪畫
年年有"甘"日 水母館樂遊蹤 小眼睛。賞藝術 藝術小教室:拼豆樂 

$30 $0 $50 $20 $20 $60 $80 $30 $30 $60

10人 12人 12人 15人 8人 8人 15人 12人 10人 8人

胡*威 胡*威 柯*瀚 黃*珊 潘* 曾*曦 陳*志 張*森 胡*威 胡*威

趙* 李*樑 胡*威 洪*謙 何*希 胡*威 何*希 李*傑 楊*澤 楊*澤

楊*澤 趙* 趙* 鄭*華 張*邦 楊*澤 黎*然 胡*威 李*熹 佘*美

陳*志 楊*澤 楊*澤 張*森 李*駿 項*翊 許*兒 張*邦 佘*美 何*希

蕭*麒 陳*志 陳*朗 張*邦 梁*欣 佘*美 吳*明 趙* 何*希 0

陳*朗 張*邦 項*翊 羅*煇 胡*威 何*希 羅*煇 陳*朗 0 0

李*熹 陳*朗 蘇*耀 闕*麟 趙* 潘* 張*萍 楊*澤 0 0

周*兒 李*熹 佘*美 李*樑 李*樑 0 方*祐 鄭*華 0 0

何*希 周*兒 何*希 張*恩 0 劉*邦 0

盧*強 劉*邦 潘* 胡*威 0 羅*煇 0

佘*美 0 陳*志 0 陳*志

何*希 0 柯*瀚 0 何*銘

梁*盈 0

曾*曦 0

李*傑 0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活動抽籤結果

2022年 7-9月

滿 滿 滿 滿
503758 503760 503761 503769 503764 503765 503766 503767

9月3日 9月17日 9月24日

7月9日(逢星期六),7

月15日至8月26日(逢

星期五)

8月7日
9月4日 8月21日 9月18日

霓虹燈工作坊 夏日藝術祭

藝術小教室:皮膚彩

繪
成教-工作場所溝通

技巧訓練班

深心相印親子製作

(TOTE BAG)
深心相印親子製作 (衣服) 

烘焙好心情A 烘焙好心情B

$100 $0 $60 $30 $50 $50 $50 $50

10人 10人 8人 10人 6對親子 6對親子 6人 6人

曾*曦 鄭*華 胡*威 梁*朗 柯*瀚，家人 柯*瀚 張*森媽（崔*蓮） 潘*(徐*鑽)

胡*威 胡*威 項*翊 黃*珊 潘*+徐*鑽 蘇*耀 李*傑 施*恩 媽媽

張*森 張*恩 何*希 胡*威 施*恩 ，爸爸 李*燐, 邱* 邱*  (李*燐) (何*銘)Jane *

陳*志 趙* 0 張*森 0 潘*+徐*鑽 潘*(徐*鑽) (蕭*麒)馬*娥

佘*美 陳*朗 0 黎*萱 0 施*恩 ，爸爸 施*恩 媽媽 (梁*欣)梁*芳

何*希 佘*美 0 張*邦 0 0 0 梁*冰（恩*媽）

潘* 何*希 0 黃*江

0 0 0 馮*勁

0 0 許*兒

0 0 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