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隧道篇     

Through subway                         
馬路篇 

Through crosswalk                                    

歡迎瀏覽中心專頁 

緊貼最新消息 

電 話 Tel ： 

電 郵 Email ： 

辦 公 時 間 ： 

Opening Hours ： 

 

位 置 ： 

Venue ： 

 

傳 真 Fax ： （852）2619 0399    （852）2619 0522 

tungchung@hkgga.org.hk 

星期二至星期日  9:15-18:00 

Tuesday to Sunday,  from 9:15am – 6:00pm  

（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closed on Monday and Public Holiday） 

東涌順東路（東涌泳池附近，中電東涌變壓站隔離）  

Shun Tung Road, Tung Chung 

 ( next to Tung Chung Power Station and nearby Tung Chung Swimming Pool) 



颱風及暴雨警告期間中心及戶外活動安排 

以當天課程開始前兩小時由香港天文台發出之天氣報告為準。活動負責人/主辦方亦有權因應天氣情況
提早取消活動以保障參加者安全。 

類別 
戶內活動 

（見註一） 

戶外活動 
(不包括 

海上活動) 

宿營/露營 
（見註二） 

海上活動 
（見註三） 

 
中心 

辦公時間 

寒冷天氣/酷熱天氣/ 
山泥傾瀉/霜凍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人應密切留意活動地點安全及參加者狀態，如

有需要，應安排參加者於戶內暫避或離開  

  

 

 

照常辦公 

  

  

雷暴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人應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強烈季候風信號 照常 照常 照常 延期/取消 

颱風信號 

一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延期/取消 

三號風球 照常 延期/取消 

活動延期或取消，

負責人應確保參加

者留在安全地方，

直至警告解除 

  

八號風球或

以上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如 8 號風球在下午 2 時前解

除，中心於風球解除後兩小時

內開放。若在下午 2 時或之後

解除，中心將不會開放直至下

一個辦公日。 

暴雨警告 

信號 

黃色 照常 

 活動延期或取消；

若活動正在進行

中，負責人應安排

參加者於戶內暫避 

若活動正在進行

中，負責人應安排

參加者於戶內暫避 

  

 
照常辦公 

 紅色 

活動延期或取消；若活動正在進行中，負責人應確保參

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黑色 

如黑色暴雨警告在下午 2 時前

解除，中心於警告解除後兩小

時內開放。若在下午 2 時或之

後解除，中心將不會開放直至

下一個辦公日。 

空氣質素 

健康指數 

 高 (7) 照常 應盡量減少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活動負責人應勸喻對

空氣污染敏感（即患有心臟病及呼吸系統毛病）的參加

者不要參加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 

  

 照常辦公 
甚高  
(8-10) 照常 

嚴重 (10+)  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應予以中止、取消或延期  

註一： 

「戶內活動」指在戶內地方進行的活動和訓練，包括於恆常集會地方以外舉行的戶內活動。活動負責人必須遵照有關活

動場地的使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 

註二： 

正值宿營及露營舉行期間，懸掛三號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宿營及露營負責人須考慮所有安全因素，

包括道路安全等，然後透過中心負責人向總會商討決定是否解散活動。 

註三： 

海上活動須遵照有關活動場地的使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或場地教練的指引。 



報名須知 

1.    學員必須親臨本中心填妥「活動報名表」，並出示有效的會員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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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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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若參加者於課程出席率不足 80%，將會影響下次參加任何課程/活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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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每位參加者應按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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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代有關學員取走材料及製成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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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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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如人數不足或中心行政問題，本中心有權延期或取消課程∕活動，並安排退還款項。 

11.  上述資料如有修改，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衛生措施 

1. 開課∕活動∕入營前，如課程或活動導師∕營友負責人發現參加者∕營友不適，應勸喻他們回家休息。 

2. 在課程／活動/營期中，如課程或活動導師∕營友負責人發現參加者∕營友不適，應勸喻他們終止活動。 

3. 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3.1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 

       3.2 用膠袋包妥所有呼吸道分泌物 (如口水、痰或嘔吐物等)，並丟棄於垃圾桶內，亦可通知 員工清   潔

嘔吐物。 

       3.3 如雙手被呼吸系統分泌物弄污，應立即用洗手液洗手。 

       3.4 如廁後應蓋上廁板才沖廁，並立即洗手。 

4.     如有需要應自備蚊怕水。 

安全措施 

1. 中心∕營地備有急救箱，可處理輕微外傷。 

2. 如使用者發生意外或嚴重不適，請通知中心職員召喚救護車。 

3. 如發生打鬥、傷人或失竊時，請通知中心職員報警求助。課程導師/營友負責人必須確保各參加者∕營友

留在場地內，直至警方到場處理事件。 

4.  所有中心/營地範圍嚴禁吸煙。 

5.  在中心或營地煮食時必須有成年人在場。切勿在爐火開啟後不顧離去。 

6. 如火警鐘響起或發生火警，課程導師/營友負責人應立即召集所有參加者∕營友，到露天及安全的地方集 

合(如大閘入口外)，並向中心職員報告參加者∕營友是否到齊。直至消防員證實安全，才可繼續活動。 

7.  本中心內外均設置閉路電視攝錄機作保安用途。所有攝錄影像，如沒有事故發生，儲存於硬碟內的影像

將會視乎儲存影像的解像度、檔案大小及畫面的複雜度等因素儲存七至十四天之後刪除。該硬碟會循環

使用，儲存新的攝錄影像。未經批准的人士一律不准查看或將錄像轉移或複製。所有查看或複製錄像片

段的請求須由香港女童軍總會總幹事審查及批准。有關人員會被安排在指定地點查看或複製閉路電視錄

像。 



婦女活動 

日期 4/1/2019 至 29/3/2019 

時間 逢星期五  

上午 10:00 - 上午 11:30 

對象 25-65 歲婦女會員 

名額 20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

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240/12 堂 

備註 2/12/2018 上午 9 點 30 分

接受報名。 

8/2/暫停。 

伸展瑜伽班 A 

課程編號： JCTC19-F010 

日期 12/1/2019 至 30/3/2019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2:30 - 下午 3:30 

對象 25-65 歲婦女會員 

名額 20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

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240/12 堂 

備註 2/12/2018 上午 9 點 30 分

接受報名。 

 

伸展瑜伽班 B 

課程編號： JCTC19-F011 

所有瑜伽課程，學員需自備瑜伽墊及毛巾。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不設留位。 



日期： 10/1/2019 （四） 

時間：下午 3:00 -  下午 5: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一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迎春水仙種植班  

    本課程學習切割水仙球技巧為主，

學員將獲分配一隻 8 頭及一隻 10 頭水仙

花頭，需自備花盆或盛載器皿。 

婦女活動 

課程編號： JCTC19 - F012 



日期： 30/1/2019 （三） 

時間：下午 3:00 -  下午 4: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三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Love Your Lips  課程編號： JCTC19-F013 

婦女活動 

    市面上的潤唇膏，保濕程度未必十分足夠，標榜天然的價錢

或許不低，何不自己 DIY 天然乳木果製作潤唇膏呢？ 

    參加此課程，每位學員可製作 10 支潤唇膏與親友分享快

樂。 



橄欖榛果乳皂班    課程編號： JCTC19-F014 

日期： 24/2/2019 （日） 

時間：下午 9:30 至中午 12:3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三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婦女活動 

備註： 

1.課程需使用大量臂力。 

2.每位學員可帶走 500g 手工皂，製成  

  品需存放 8 星期方可使用，敬請留意。 

3.自備圍裙 1 條，毛巾 2 條 

4.自備空的屋仔牛奶盒（236ml）2 個 



毛毡手作坊 

日期： 6/3/2019 （三）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一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課程編號： JCTC19-F015 

    此課程已包含材料包，是次活

動製作小雞/小熊貓。 

 

*材料包有可能轉其他動物造型，敬

請留意。 

婦女活動 



日期： 9/3/2019 -30/3/2019 

時間：逢星期六 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二 

對象： 25 - 60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堂數：$80 / 4 堂 

婦女活動 

    西方舞起源於 18 世紀的美國，本課程會教導

學生跳排排舞及雙人圓舞，以及基本舞池知識。 

Fun Fun 舞蹈坊  
課程編號： JCTC18-F016 



日期： 17/3/2019 （日） 

時間：下午 3:00 -  下午 5: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草地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野外烤雞   

    有趣學習野外烹飪技巧，如何利用紙皮盒烤雞，以後同屋

企人去戶外燒烤，無焗爐都可以焗隻靚靚美味烤雞，同大家開

心 share！ 

婦女活動 

● 是次活動為復活節聯合課程，需與

青年課程「野外小食部」(JCTC19-

C013)一同報名。 

● 單獨報名者可安排入後備名單。 

敬請留意。 

課程編號： JCTC19-F017 



國術 
日期 5/1/2019 至 26/1/2019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1:00 - 下午 2:00 

對象 6-24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80/4 堂 

課程編號： JCTC19-C007 

    舞獅是華人慶典、節日中常見的助興節目，增添喜慶

氣氛之餘，更喻意吉祥繁榮。舞獅結合中國功夫，有複雜

的步伐，高難度的採青技巧，練習舞獅更可強身健體。 

本課程由洪拳傳奇人物莫義的徒孫葉偉賢師傅親自

教授，為一個長期訓練兒童學習忍耐性和合作性的課程。 

 

本課程導師有權決定學生是否適合接受長期訓練。 

（1 月） 

兒童/青少年活動 



活力舞室 
課程編號： JCTC19-C008 

日期 6/1/2019 至 3/2/2019 （20/1 暫停一次） 

時間 逢星期日 上午 10:00 - 上午 11:30 

對象 16 - 24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80/4 堂  

       Aerobic 是一種可以提高人體耐力，

增強心肺功能的有氧運動。伴隨著節奏

感的音樂舞動身體，不但可以減輕體

重，還可以鍛煉肌肉，非常適合追求健

美體態的年輕人。 

兒童/青少年活動 



擴香石膏公仔
課程編號： JCTC19-C009 

日期 27/1/2019 

時間 逢星期六 13:00-14:00 

對象 5 歲或以上青年會員 

名額 16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20 

日期 27/1/2019 （日） 

時間 下午 3 ： 00 - 下午 5 ： 00 

對象 6 - 24 歲會員 

名額 25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一 

費用/堂數 $20 

    小朋友透過不同的模具，凝固成石膏公仔，

配上香味及色料，製作獨一無二的公仔。 

兒童/青少年活動 



小小盆栽設計師 
課程編號： JCTC19-C010 

日期： 17/2/2019 （日） 

時間：上午 10:00 - 上午 11:3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一 

對象： 8 - 24 歲會員 

名額： 20 名 

費用：$20 

    本課程供豐富的 DIY 材料，讓

小朋友發揮創意，設計自己的小

盆栽，耐心培植自己的作品。 

兒童/青少年活動 



DIY 環保索袋 課程編號： JCTC19-C011 

日期 10/3/2019 （日） 

時間 下午 3:00 - 下午 5:00 

對象 8 - 24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 活動室一 

費用/堂數 $20 

   利用舊衫褲，用針線賦予新生

命變索帶袋，加上個人特色小配件

變得獨一無二。一齊廢物利用，響

應環保吧！ 

 備註：學員需自備舊衣物以作布料。 

兒童/青少年活動 



西洋書法班 
課程編號： JCTC19-C012 

日期 3/3/2019 至 31/3/2019  

時間 逢星期日 上午 10:30 - 上午 11:30 

對象 6 - 24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 

費用/堂數 $100/5 堂  

    西洋書法優雅多變，講求字體流暢度，

書寫時需專注力十足，本課程教導西洋書法

知識，包含一套練習工具，並於第五堂將所

學的書法畫上環保袋製作美學感十足的時尚

環保袋。 

 

兒童/青少年活動 



野外小食部   
課程編號： JCTC19-C013 

日期： 17/3/2019 （日） 

時間：下午 3:00 - 中午 5:00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東涌活動中心草地 

對象： 6 - 24 歲會員 

名額： 16 名 

費用：$20 

   教導學員利用簡單器皿於野外製作爆谷及

麵包條，分享野外烹飪的樂趣。 

● 是次活動為復活節聯合課程，需

與婦女課程「野外烤雞」

(JCTC19-F017)一同報名。 

● 單獨報名者可安排入後備名單。 

敬請留意。 

兒童/青少年活動 



本中心將會籌辦「勤+樂」課餘功課支援小組 

歡迎報名留位 
目的： 

- 協助同學解決學業上的困難，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解決能力。 

- 學習與人溝通及提升社交技巧，培養良好的個人素質。 

- 為有需要家庭提供課餘時間指導功課。 

日期： 2/1 - 31/1/2018 (星期一至五) 

(1 號公眾假期及星期六、日不用出席課餘功課支援小組。) 

時間： 4:00 - 6:30pm 

地點：本中心 

對象：小一至小六會員 

內容：功課輔導、茶點、成長性和節日性活動、成績品德獎勵計劃等。 

費用：$600.- (每月) 

1. 此小組最少 12 人才開班。 

2. 費用已包括: 功課輔導、茶點及活動費用。 

3. 學童可因應個別之放學時間到中心參與服務，家長需於 7:00p.m. 前

接回子女。 

4. 如需申請學費減免，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5. 此為長期性活動，新生需向本中心職員索取申請表格，填妥後遞交。 

     中心職員將聯絡申請人並安排面試。 

6.功課支援小組按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暫停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