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報名須知」請於報名前細閱！ 

 

1. 會員必須親臨本中心填妥「活動報名表」，並出示有效的會員証，除直系親屬(只包括其父母、配偶及子女)外，不可替他人代為報名。如學員未能出示會員証，其報名將不被接納。 

2. 所有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不設電話報名及留位。 

3. 本中心接受現金或支票繳費，如使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女童軍總會」或「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已繳交的費用一概不設退款及轉讓他人使用。 

4. 若參加者因個人原因不能出席課程/活動，不能讓他人代替出席，一經發現者將被取消資格。 

5. 若參加者於課程出席率不足 8 成，將會影響下次參加任何課程/活動。 

6. 各活動∕課程只限所定之對象參與。親子課程之對象為一名家長及一名子女，如有多於一位子女欲參加，須繳付多一份名額之費用。每名家長最多只可報兩個親子名額。除上課學員外，其他人士不得進

入，報名請提供親子姓名核對。 

7. 所有課程/活動，除待別註明外，謝絕家長陪同上課及觀課。 

8. 由於班組活動眾多，報名時請留意核對活動時間及地點，避免相撞。活動繳費後，本中心恕不因以上原因退款。 

9. 參加者請自行記錄已報名活動/課程的舉行日期、時間、地點等，本中心恕不個別通知。 

10. 參加者若因事未能出席活動而要求轉班或退回所繳費用，本中心恕不受理。 

11. 上課時參加者應帶備有效的會員証，以便導師核實。 

12. 每位參加者應按導師指示所分派的材料製作完成品，不可代替其他學員製作。若當日學員缺席，不可以取走當日筆記、材料及製成品。 

13. 課程/活動會於預定時間開始，除特別情況如改期等外，通常不會事前提醒，學員應準時到達上課/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14. 如有任何學員妨礙其他同學上課或行為不當，本中心保留終止該參加者上課的權利，亦不作任何退款。 

15. 如人數不足或中心行政問題，本中心有權延期或取消活動∕課程，並安排退還款項。通知退款日計 1 個月內進行退款手續，逾期作自動放棄退款論。 

16. 請保留所有收據，直至該活動∕課程完結為止，以便查核或退款時交回本中心，並請於課堂/活動第一節帶備收據。 

17. 若活動∕課程受天氣影響或其他因素而取消，本中心可能另行安排補堂，其日期及時間將由本中心決定，恕不安排退款。 

18. 如參加者未能遵守中心規則、作出破壞行為或危害他人身體/中心的行動，本中心有權即時終止其上課/出席活動/會員資格，所交之費用亦不作退款。 

上述資料如有修改，以最終公佈為準，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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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您： 

如進入中心範圍，請遵守以下守則： 

1. 所有人士進入中心範圍內及使用場地期間必須佩戴口罩並量度體溫(包括使用室內及室外場地進行運動期間均要佩帶口罩)，任何人如有發燒徵狀均 

不能進入本中心。 

2. 所有會員、課程參加者及場地使用者需確保現時不受政府發出的檢疫令管限。如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請立即就醫，並進行測試。 

3. 請時刻保持雙手清潔，中心內設有酒精搓手液以供使用。 

4. 中心範圍內嚴禁飲食。 

5. 場地使用者需保持一定社交距離。 

6. 中心在每次使用場地後會預留時間清潔，不作另行通知。 

7. 除場地使用者外，本中心不建議其他人士進入及逗留，以減少人群聚集及感染的機會。 

8. 為配合政府相關防疫指引，本中心職員、清潔員及教授康體班之導師均需在每14天進行2019冠狀病毒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 

9. 如發現任何人士未有跟從以上指引，本中心有權要求有關人士離開中心範圍。 

上述資料如有修改，以最終公佈為準，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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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課程 
*學員可根據個人需要準備圍裙或手袖。請學員跟據各興趣班之內容，攜帶有關所須物資於上課時使用，如有漏帶，中心不會提供任何盛載器。 

編號 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收費 

兒童篇 

DTSW21-041 
*幼兒油粉 

彩畫班 

透過說故事的形式引導幼兒利用油粉彩

把點、綫、面結合而創作，從而發揮孩子

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已包畫具及畫簿) 

兒童 

(3-5歲) 

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8堂) 

日 

上午 

9:15-10:15 

(1小時) 

10 $420 

DTSW21-042 
*兒童 

水墨畫 

教授兒童用筆,調墨,調色,運用筆法透

過線條、水墨與想像力的結合,組成中

國獨有的水墨畫(國畫),通過創作，加

強兒童的觀察力及專注力，並引領他們

對美的敏感性及欣賞等。學生須自備:

毛筆 3枝(大中小),國畫顏料,墨,調色

碟,墊枱氈,筆捲,筆洗,毛巾,宣紙。 

兒童                                                                                                                                                                                                                                                                   

(6歲或以

上)                                                                                                                                                                                                                                                         

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8堂) 

日 

上午 

10:30-11:30 

(1小時) 

10 $400 

DTSW21-043 
*兒童 

書法班 

兒童書法的內容:教授兒童正確的坐姿

及執筆的方法,通過臨摹使兒童更易掌

握各字的基本筆法,結構及造型等。 

兒童 

(6歲或以

上) 

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8堂) 

日 

上午 

11:45-12:45 

 (1小時) 

10 $370 

DTSW21-044 
*兒童硬筆 

書法班 

兒童硬筆書法的內容:教授兒童正確的

坐姿及執筆的方法,通過臨摹使兒童更

易掌握各字的基本筆法,結構及造型

等。 

兒童 

(6歲或以

上) 

11/4,18/4,25/4,2/5, 

9/5,16/5,23/5,30/5  

(共 8堂) 

日 

下午 2:45- 

下午 3:45 

(1小時) 

10 $320 

DTSW21-045 
*多元創意 

繪畫班(A) 教授油粉彩繪畫技巧，透過靜物寫生及

風景描繪，掌握粉彩的特性及色彩之運

用。 

兒童 

(6歲或以

上) 

23/5,30/5,6/6, 

13/6,20/6,27/6 

(共 6堂) 

日 

下午 

1:00-2:00 

(1小時) 

10 $310 

DTSW21-046 
多元創意繪

畫班(B) 

兒童       

(5歲或以

上) 

23/5,30/5,6/6, 

13/6,20/6,27/6 

(共 6堂) 

日 

下午 

2:15-3:15 

(1小時) 

1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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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收費 

DTSW21-069 
夏威夷 

小結他(A) 教授會員基本的夏威夷小結他彈奏技

巧，享受音樂的樂趣。 

*夏威夷小結他需另購 

兒童       

(6歲或以

上) 

7/5,14/5,21/5,28/5 

(共 4堂) 
五 

下午 

5:00-6:00 

(1小時) 

8 $180 

DTSW21-070 
夏威夷 

小結他(B) 

兒童       

(6歲或以

上) 

4/6,11/6,18/6,25/6 

(共 4堂) 
五 

下午 

5:00-6:00 

(1小時) 

8 $180 

 

婦女篇 

DTSW21-047 *成人水墨畫 

教授成人用筆,調墨,調色,運用筆法透過

線條、水墨與想像力的結合,組成中國獨

有的水墨畫(國畫)。*學員須自備用品，

如有需要可在首堂請老師代購。           

婦女 

  22/4,29/4,6/5,13/5, 

20/5,27/5,3/6,10/6, 

17/6,24/6,8/7  

(共 11堂) 

四 

上午 

9:00-10:30 

(1.5小時) 

12 $550 

DTSW21-048 *書法班 

學習懸肘執筆法，掌握如何運筆，先練

習楷書的基本筆劃，隨後會臨習碑帖。

課堂上會示範及批改習作。 *請學員自

備毛筆(筆鋒約長 3CM)、豉油碟(大小約

為 4CM)及書法墊布(大小約為

50X50CM) 。 

婦女 

22/4,29/4,6/5, 

13/5,20/5,27/5, 

3/6,10/6,17/6  

(共 9堂) 

四 

上午 

10:45-12:15  

(1.5小時) 

12 $440 

康體課程 

* 請跟據課程內容穿著有關衣飾上課，如沒有指定服裝，請學員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上課。 

編號 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

額 
收費 

兒童篇 

DTSW21-049 *花式跳跳跳 A 

教授基本練習及跳繩遊戲，單人或

雙人等創作花式及表演排練，更可

鍛鍊體能。  

兒童 

(8-12歲) 

25/4,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9堂) 

日 

上午 

10:30-11:30  

(1小時) 

1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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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W21-050 *花式跳跳跳 B 
兒童 

(6-12歲) 

25/4,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9堂) 

日 

上 11:45- 

下午 12:45 

 (1小時) 

10 $530 

DTSW21-051 *跆拳道(A) 

課程由香港真武跆拳道會教練教

授，以認真教學手法，學習多元

化，亦讓學員之了解跆拳道的精

神。 

*初學者在首月可穿著運動服，一

個月後必須購買教練指定的道袍。 

兒童 

(3歲或以上) 

(初級) 

2/5,9/5,16/5,23/5, 

30/5,6/6,20/6  

(共 7堂) 

日 

下午 

1:00-2:30 

(1.5小時) 

12 $310 

DTSW21-052 *跆拳道(B) 

兒童 

(3歲或以上) 

(中級) 

2/5,9/5,16/5,23/5, 

30/5,6/6,20/6  

(共 7堂) 

日 

下午 

2:45-4:15 

(1.5小時) 

10 $310 

DTSW21-053 跆拳道(C) 

兒童 

(3歲或以上) 

(高級) 

2/5,9/5,16/5,23/5, 

30/5,6/6,20/6  

(共 7堂) 

日 

下午 

4:30-6:00 

(1.5小時) 

10 $310 

DTSW21-054 
*國際青少年流

行舞入門 KPOP 

以輕鬆易學的手法教授 K-POP舞

蹈，讓學員能愉快地隨著韓國歌學

習舞步，在體驗餘暇樂趣之餘又當

作適量運動。 

*導師可安排學員考取韓國證書，

學員需自費參與考試及表演等 

兒童 

(4-8歲) 

20/4,27/4,4/5,11/5, 

18/5,25/5,1/6,8/6, 

15/6,22/6 

(共 10堂) 

二 

下午 

5:00-6:30 

(1.5小時) 

8 $800 

DTSW21-055 
*兒童拉丁舞 

(入門班) 

以輕鬆易學的手法教授恰恰、桑

巴、倫巴、牛仔、鬥牛，讓學員能

愉快地隨著拍子學習入門舞步，在

體驗餘暇樂趣之餘又可培養優雅的

氣質及改善身體線條。 

兒童 

(4-7歲) 

21/4,28/4,5/5, 

12/5,26/5,2/6,9/6, 

16/6,23/6,30/6 

(共 10堂) 

三 

下午 

5:00-6:30  

 (1.5小時) 

8 $800 

DTSW21-056 
兒童拉丁舞 

(精進班初級) 

適合具 2年拉丁舞經驗者，以輕鬆

易學的手法教授恰恰、桑巴、倫

巴、牛仔，讓學員能愉快地隨著拍

子學習舞步，在體驗餘暇樂趣之餘

又可培養優雅的氣質及改善身體線

條。*表現良好者，可安排表演、

比賽及考章(費用自付)。 

兒童 

(6-8歲) 

15/4,22/4,29/4,6/5, 

13/5,20/5,27/5, 

3/6,10/6,17/6  

(共 10堂) 

四 

下午 

5:00-6:30  

 (1.5小時) 

8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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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篇 

DTSW21-057 *太極(A) 

楊式太極簡化八十五式。 

婦女 
15/6,17/6,22/6,24/6,29/6 

(共 5堂) 
二、四 

上午 

9:00-10:30 

(1.5小時) 

10 

$130   

(60歲

以上

$70) 

DTSW21-058 *太極(B) 婦女 
8/7,13/7,15/7,20/7,22/7 

(共 5堂) 
二、四 

上午 

9:00-10:30 

(1.5小時) 

10 

$130   

(60歲

以上

$70) 

DTSW21-059 *動感柔力球 

柔力球是一種揉合太極、羽毛球、

網球等的精粹而創編的運動，相對

較為輕鬆，加上以動感的姿態，能

舒展全身筋骨。 

*學員請自備柔力球球拍 

婦女 

21/4,28/4,5/5, 

12/5,26/5,2/6,9/6, 

16/6,23/6,30/6,7/7 

(共 11堂) 

三 

上午 11:30- 

下午 1:00 

(1.5小時) 

12 $370 

DTSW21-060 
星期二瑜伽 

自療 

由鄧 Miss教授。課程通過瑜伽及

相應輔助器具，以較易的方式達成

式子，治療筋、骨、肌肉，特別是

關節的問題。此外，課程教授按壓

淋巴的技巧，減輕生活上各種壓

力。 

*請學員自備長、短毛巾各一條。 

*學員請自備工具，如瑜伽墊、瑜

伽磚 

婦女 

27/4,4/5,11/5, 

18/5,25/5,1/6,8/6, 

15/6,22/6 

(共 9堂) 

二 

上午 

9:15-11:00 

(1小時 45分鐘) 

10 $620 

DTSW21-061 
星期四瑜伽 

自療 
婦女 

22/4,29/4,6/5, 

13/5,20/5,27/5, 

3/6,10/6,17/6  

(共 9堂) 

四 

上午 

9:15-11:00 

(1小時 45分鐘) 

10 $620 

DTSW21-062 
*星期三 

瑜伽輪班 

由曾 Miss 教授瑜伽輪班。都市人

長時間用電腦、長時間站立或坐姿

不良。透過好助手「瑜珈輪」協助

練習瑜伽體式時更加深度舒展，伸

展，讓身體的彈性達到更高。 

*學員請自備工具，如瑜伽墊、瑜

伽磚 

婦女 

28/4,5/5,12/5, 

26/5,2/6,9/6, 

16/6,23/6 

(共 8堂) 

三 

上午 

9:00-10:00 

(1小時) 

8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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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W21-063 
*星期三瑜伽班 

(靜態)  

動作節奏較慢，適合任何人士。透

過練習瑜伽改善現今都市人常見的

痛症，如：五十肩，腰背痛、肌肉

僵硬、肩周炎、坐骨神經痛、頭

痛、失眠及便秘帶來的困擾。練習

過程中感受到拉感、疼痛感、氣

感，專注力等等。同學們可以在瑜

伽帶及瑜珈磚的輔助下增加筋腱拉

伸角度，感受不同拉感，疼痛感的

樂趣。 

*學員請自備工具，如瑜伽墊、瑜

伽磚 

婦女 

28/4,5/5,12/5, 

26/5,2/6,9/6, 

16/6,23/6 

 (共 8堂) 

三 

上午 

10:15-11:15 

(1小時) 

10 $480 

DTSW21-064 
*研習 

瑜伽班 

由曾 Miss 教授。動作節奏較快

(動態)，適合曾學習瑜伽人士。 

*學員請自備工具，如瑜伽墊、瑜

伽磚 

婦女 

17/4,24/4,8/5,15/5, 

22/5,29/5, 

5/6,12/6,19/6 

(共 9堂) 

六 

上午 

9:30-10:30 

(1小時) 

10 $540 

DTSW21-065 *靜態瑜伽班 A 
由曾 Miss 教授。動作節奏較慢

(靜態)，適合任何人士。 

*學員請自備工具，如瑜伽墊、瑜

伽磚 

婦女 

17/4,24/4,8/5,15/5, 

22/5,29/5, 

5/6,12/6,19/6 

(共 9堂) 

六 

上午 

10:45-11:45 

(1小時) 

10 $540 

DTSW21-066 *靜態瑜伽班 B 婦女 

17/4,24/4,8/5,15/5, 

22/5,29/5, 

5/6,12/6,19/6 

(共 9堂) 

六 

中午 12:00- 

下午 1:00 

(1小時) 

10 $540 

DTSW21-067 *肚皮舞 

隨著變化萬千的快速節奏擺動臀部

和腹部，舞姿優美，變化多端，同

時有助刺激消化、排泄及腸內淋巴

系統，分解腹腔脂肪同時可以收緊

臂部、大小腿等線條。 

*上課將不會穿鞋 

婦女 

24/4,8/5,15/5,22/5,29/5, 

5/6,12/6,19/6 

(共 8堂) 

六 

上午 

9:30-11:00 

(1.5小時) 

8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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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收費 

會員篇 

DTSW21-068 
*健身 

氣功班 

教授及練習國家體育總局修編之各

套健身氣功功法，包括：易筋經、

八段錦、五禽戲、六字訣 等。動作

安全簡易，但成效顯着，對於新陳

代謝、免疫系統有針對性的效果。 

會員 

2/5,9/5,16/5,23/5, 

30/5,6/6,13/6,20/6  

(共 8堂) 

日 

 

上午 

9:15-10:15 

(1小時) 

12 $320 

學術及其他課程 
編號 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收費 

兒童篇 *請自備文具及一本筆記簿 

DTSW21-071 
高小 

奧林匹克數學班 

由中國數學奧林匹克教練教授，每

堂內容包括數列規律、乘除法巧算、

倒推法、定義新運算、和差問題、

差倍問題、和倍問題、年齡問題。 

*學員請自備文具及筆記簿 

兒童 

(小五至小六) 

 

7/5,14/5,21/5,28/5, 

4/6,11/6,18/6,25/6 

(共 8堂) 

五 

下午 

4:00-5:00 

(1小時) 

1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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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版)節能省電有獎問答活動 

節能省電有獎問答活動 
以下有 5題關於節能省電的問題，答對 4題或以上之參加者即可得到小禮物一份，禮物數量有限，換完即

止，參加者可親身到中心或網上提交答案。 

 

1. 以下哪一種是發電能源的方式？ 

(i)   煤。 

(ii)  天然氣。 

(iii) 核能。 

(iv)  可再生能源。 

A) (i)(ii) 

B) (i)(iii) 

C) (iii)(iv) 

D) 以上答案皆是 

 

2. 以下哪種方法可以減少碳排放？ 

(i)   減少買衣服。 

(ii)  裝滿一機衣物才洗衣。 

(iii) 根據天氣穿著合適的衣服。 

(iv)  盡量使用自然風代替乾衣機吹乾衣

服。 

A) (i)(ii) 

B) (i)(iii) 

C) (iii)(iv) 

D) 以上答案皆是 

 

3. 以下哪些是導致氣候暖化或極端天氣的原因？ 

(i)   經常食肉。 

(ii)  經常購買衣服。 

(iii) 使用電動車。 

A) (i) 

B) (ii) 

C) (iii) 

D) (i)及(ii) 

 

4. 如果我們將空調溫度設定調高 1°C，可節省冷氣用電多少百分比？ 

A) 4% 

B) 5% 

C) 6% 

D) 7% 

 

5. 以下哪個不是家居節約能源的方法？ 

A) 使用「屏幕保護程式」比關掉電腦顯示屏更能節省能源。 

B) 讓熱或溫暖的食物冷卻至室溫後，才放進雪櫃。 

C) 將冷藏食物自然解凍方才烹煮。 

D) 使用風扇代替空調機。 
參加者也可於問答活動網站(https://rb.gy/34extd)提交答案，答對 4題或以上之參加者將會由職員聯絡

領獎詳情。*以上活動由中電資助，以推廣慳電節能。 

 1. 2. 3. 4. 5.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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