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2023年1-3月活動抽籤結果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M 503982 503983 503984 503985 503986 503987 503988 503989

A

1月10 日至

3月21 日

 (逢星期二)

4:00-5:00

1月13日至

3月24日

(逢星期五)

4:00-5:00

1月11日至

3月22日

(逢星期三)

4:45-6:15

1月5日至3月23日

(逢星期四)

4:00-6:00

1月12日至

3月16日

(逢星期四)

5:00-6:00

1月13日至3月17日

(逢星期五)

5:00-6:00

1月12日至3月16日

(逢星期四)

5:00-6:00

1月6日至3月24日

(逢星期五)

6:00-8:00

A 靜觀期變 玩賞好心情2 傳統紥作技藝工作坊 智能新世代KOL 小手動起來 樂行童軍團 全民動起來 跑出未來

A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A 10人 10人 10人 12人 10人 15人 10人 12人

1 鄭*茵 李*熹 許*兒 李*熹 梁*玉 許*豪 楊*澤 黃*珊

2 關*為 黃*珊 梁*玉 黎*然 佘*美 黃*輝 劉*邦 劉*邦

3 李*傑 梁*朗 胡*威 鄭*茵 何*希 梁*軒 黃*江 李*樑

4 佘*美 鄭*茵 周*兒 梁*玉 許*明 楊*樟 趙* 梁*朗

5 盧*強 蕭*麒 胡*瑜 佘*美 胡*威 許* 羅*煇 羅*煇

6 闕*麟 梁*玉 張*森 馮*勁 0 佘*美 關*為 李*燐

7 0 柯*瀚 梁*朗 梁*欣 0 李*明 何*希 楊*澤

8 0 0 吳*明 闕*麟 0 許*華 何*銘 何*希

9 0 0 佘*美 楊*澤 0 林*英 許*兒 趙*

10 0 0 項*翊 徐*女 0 鄒*晃 黎*然 方*

11 黎*萓 劉*麒 蘇*耀

12 0 張*邦 崔*賢

13 林*瑤

14 黃*瀚

15 陳*瑜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2023年1-3月活動抽籤結果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503990 503991 503992 503993 503994 503995 503996 503997

1月14日至3月18日

(逢星期六)

12:00-12:30

1月14日至3月18日

(逢星期六)

10:15-11:00

1月14日至3月18日

(逢星期六)

2:30-3:30

1月14日至3月18日

(逢星期六)

3:45-4:45

1月7日

10:30-12:00

1月14日

10:30-17:30

1月21日

2:00-4:30

1月28日

3:00-4:30

想和你吹吹水 好玩棋兵
歌曲傳情。引發共

鳴
懷舊金曲唱唱 K 會員意見大會 

港鐵義工同遊迪士

尼
新春休閒影院 歲歲有今朝

免費 $10 $10 $10 免費 $20 免費 $80

不限 10人 8人 8人 不限 10人 15人 15人

胡*威 李*樑 佘*美 胡*威 劉*邦 甄*寶 曾*曦

鄭*茵 甄*寶 甄*寶 蕭*麒 梁*朗 李*樑 陳*朗

甄*寶 何*希 胡*威 甄*寶 張*恩 周*兒 李*樑

陳*志 佘*美 李*熹 陳*志 鄭*心 陳*志 吳*彥

邢*健 呂*璋 何*希 陳*瑜 潘* 馮*勁 呂*璋

趙* 潘* 邢*健 周*兒 麥*佑 劉*邦 蕭*麒

李*傑 陳*志 陳*朗 佘*美 梁*欣 黃*江 陳*瑜

佘*美 盧*強 盧*強 張*萍 徐*女 陳*朗 林*星

闕*麟 楊*澤 盧*強 佘*美 張*森

何*希 0 曾*曦 闕*麟 佘*美

0 黃*珊 麥*佑

0 蕭*麒 何*希

0 何*希 朱*津

0 吳*彥 陳*志

0 黎*然 胡*威

活動以Zoom形式進行，

連結會以Whatsapp形式

發放，歡迎即時參加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2023年1-3月活動抽籤結果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滿
503998 503999 504000 504001 504002 504003 504004

2月4日

10:00-11:30

2月11日

2:30-5:30

2月18日

10:00-11:30

2月25日

9:30-1:00

3月11日

2:30-5:30

1月8日

(時間待定)

1月15日

9:00-4:00

元宵團圓整湯丸 齊賣復康券1 甜甜蜜蜜巧克力 港鐵體驗之旅-車廠探秘 齊賣復康券2 我跑馬拉松 綠活南涌．親子遊

$30 免費 $30 $20 免費 免費 $20

10人 8人 10人 10人 8人 12人 10個家庭 

李*燐 甄*寶 李*熹 佘*美 甄*寶 黃*珊 吳*彥（梁*珍）

陳*志 吳*彥 甄*寶 黃*江 陳*志 劉*邦 闕*麟 (容*珍)

劉*邦 佘*美 陳*瑜 胡*威 張*森 李*樑 李*燐(邱*)

陳*朗 陳*志 張*恩 黎*然 闕*麟 梁*朗 林*婷（黃*鳳）

許*兒 曾*曦 胡*威 林*婷 楊*澤 羅*煇 何*希（何*榮，黃*詩）

李*傑 張*森 李*燐 李*傑 何*希 李*燐 何*傑(許*儀)

張*萍 何*希 趙* 周*兒 0 楊*澤 張*敏(李*蓮)

陳*瑜 楊*澤 楊*澤 陳*朗 0 何*希 梁*欣（梁*芳）

胡*威 鄭*茵 羅*煇 趙* 吳*怡（吳*文，黃*貞）

李*熹 許*明 徐*女 方* 林*慧（林*華）

蘇*耀

崔*賢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休閒服務2023年1-3月活動抽籤結果

滿
504005 504006 504007 504008

2月26日

9:30-3:30

3月5日

3:00-4:00

3月19日

2:30-3:30

3月19日

3:30-4:30

香港仔古漁船．漁民文化親

子遊
親子瑜伽 親子潤手霜 製作 親子精油按摩

$20 $50 $50 $50

10個家庭 5對親子 5對親子 5對親子

何*傑(許*儀) 梁*欣（梁*芳） 林*怡(謝*妹) 林*慧（林*華）

胡*瑜(* Wu，* Wong) 0 何*銘(鄭*珍) 梁*欣（梁*芳）

梁*欣（梁*芳） 0 梁*欣（梁*芳） 闕*麟 (容*珍)

施*恩(施*喬，黃*蓮) 0 0 0

吳*怡（吳*文，黃*貞） 0 0 0

林*婷（黃*鳳）

馮*勁（朱*珍）

闕*麟 (容*珍)

李*燐(邱*)

 李*彤（葉*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