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ebook 專頁：

7月10日（星期五）
公開報名

電 話：2619 0399   傳真：2619 0522

電 郵：tungchung@hkgga.org.hk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 09:15-18:00 (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地址：東涌順東路（東涌海濱長廊入口，中電變壓站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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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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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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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信號

一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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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及

「極端天氣」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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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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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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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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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定向追蹤＠東涌
[親子定向追蹤比賽] 十分適合爹啲及媽咪帶同子女一齊參
加的親子活動。大家手持定向追蹤地圖，在指定時間內尋
找追蹤點，過程大家一起討論、研究和闖關。相信增進不
少親子感情，大家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比賽更設有冠、亞、季軍各一名，此外，每位出席參加者
亦會獲得紀念狀。

日期：16/8/2020 (日)

時間：下午2:00 - 4:30

地點：東涌

對象：親子(12歲或以下會員)

名額：20對

費用： $40(已包括飲品)

備注：出席參加者可獲紀念狀及

紀念品乙份。

課程編號：JCTC20-OA010

親
子

活
動



中國功夫劉家拳
武術可強身健體、防身自衛。

親子習武更可加強與子女的溝通，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日期：26 /7 - 23/8/2020(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1:30 - 3: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所有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教練：Mr. Guy Dean (本貫師父)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2，9/2，16/2，23/2暫停活動，
現補回堂數，所以舊生收費為＄20。

課程編號：JCTC20-C051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手工藝系列 - 拼貼相架
課程編號：JCTC20-C052

日期：4/8/2020 (二)

時間：上午10:30 - 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12 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用上色彩繽紛的配件，讓孩子

自由發揮，創造自己理想和賞

心悅目的相架。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兒童欖球(Rugby)體驗日

欖球訓練可使兒童學習紀律及團體合作精神，

在學習過程中，更可增強自信心。

日期：1/8/2020 (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7 -11 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課程編號：JCTC20-C054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日期：5/8/2020（三）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 12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備註：請於報名時提供參加者的英文名。

夢幻迷你霓虹燈

用懷舊的霓虹燈配上自己的名字，

親自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小燈飾。

課程編號：JCTC20-C055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幼兒自少學習正確的字母發音及拼音技巧，

可以提昇幼兒的讀寫技巧及增強英語表達的能力。

日期：6/8 - 27/8/2020（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 - 10: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4-6歲會員（升K2-K3）

費用： $120/4堂

Phonics For Fun
課程編號：JCTC20-C056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日期：6/8-27/8/2020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 9歲會員 (升P1 - P4)

費用： $120/4堂

Fun Fun Phonics
透過趣味遊戲學習拼音，幫助兒童讀出正

確的字母發音，拼出詞彙，培養他們英語

表達的技巧。

課程編號：JCTC20-C057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日期：11/8/2020 (二)

時間：上午10:30 - 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 12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備注：請自備玻璃樽一個

手工藝系列 - 玻璃彩繪

課程編號：JCTC20-C058

自備自己喜愛的玻璃樽形狀，塗上美麗的顏色，

完成後，可以用來插花、貯存小物件…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Data：16/8/2020（Sunday）

Time：12:15 - 1:15 p.m.

Venue：Centre

Target：7 – 12 years old

No.of Participants：16

Fee： $20

Language：English

*不設粵語講解

Perfumed Natural 
Insect Repellent

課程編號：JCTC20-C059

Child/Youth

Program



日期：18/8/2020 (二)

時間：上午10:30 - 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 12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手工藝系列 - DIY筆袋

做一個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筆袋，

貼上不同的圖案，發揮自己無限的創作力。

課程編號：JCTC20-C060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活

動



日期：21/7 - 20/8/2020 (逢星期二、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 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25 - 50歲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戶外保健伸展班

費用： $200/10堂 (新生)

$100/10堂* (舊生)

備註：自備毛巾、防曬用品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4/2，6/2，

11/2，13/2，18/2暫停活動，現補

回堂數，所以舊生收費為＄100。

針對心肺耐力作出體能鍛鍊, 以提升體格及

身體的柔軟度。而在戶外環境中運動, 更有

效促進新陳代謝。

課程編號：JCTC20-F064
婦

女
活

動



日期：21/7 - 25/8/2020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00 - 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120/6堂 (新生)

$40/6堂* (舊生)

備注：費用已包括材料；學員需自備毛筆、報紙、水杯及紙巾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4/2，11/2，18/2，25/2暫停活動，現補

回堂數，所以舊生收費為＄40。

舊生可於7月9日優先報名下一季 (2020年7-8月)課程，

否則視作放棄學位，而其他名額將於7月10日公開報名。

國畫教室
課程編號：JCTC20-F065

婦
女

活
動



日期：29/7/2020 (星期三)

時間：上午10:30 - 11: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愛心搓手液

想自己有支酒精搓手液的味道與眾不同？

顧及個人及家人健康親手製作一支屬於自己

鐘意的搓手液送比自己關顧的家人。

課程編號：JCTC20-F066
婦

女
活

動



伸展瑜珈班
瑜珈能改善身體的柔軟度，消除疲勞，

更可以平靜你的心境！

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伸展瑜珈班 (A) JCTC20-F067
24/7 - 21/8 
(逢星期五)

10:00 a.m. -
11:30 a.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伸展瑜珈班 (B) JCTC20-F068
24/7 - 21/8 
(逢星期五)

11:40 a.m. -
1:10 p.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伸展瑜珈班 (C) JCTC20-F069
24/7 - 21/8 
(逢星期五)

1:45 p.m. -
3:15 p.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伸展瑜珈班 (D) JCTC20-F070
25/7 - 22/8 
(逢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伸展瑜珈班 (E) JCTC20-F071
25/7 - 22/8 
(逢星期六)

12:15 p.m. -
1:15 p.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伸展瑜珈班 (F) JCTC20-F072
25/7 - 22/8 
(逢星期六)

1:30 p.m. -
2:30 p.m. 15人

$100/5堂 (新生)
$20/5堂* (舊生)

對象：25 - 50 歲婦女會員

備註：學員請自備瑜珈墊及毛巾，每位會員只可報一班瑜珈班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上一期(A)、(C)班7/2，14/2，21/2，28/2暫停活動，

上一期(B)、(D)班8/2，15/2，22/2，29/2暫停活動，現補回堂數，所以舊

生收費為＄20。

學員出席率必須達80%，方可保留優先報名資格。即A、B 、C 、D 、E 、

F班必須出席 少4堂。(不可代替他人上堂)

舊生可於7月9日優先報名下一季 (2020年7 - 8月) 課程，而其他名額將於

7月10日公開報名。

婦
女

活
動



日期：29/7/2020 (三)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夢幻玻璃蝕刻

名額：16人

費用： $20

備註：請自備玻璃樽

為自己的玻璃樽設計喜歡的圖案，

再配以LED 燈串裝飾，安放家中增添不少

柔和氣氛。

課程編號：JCTC20-F073
婦

女
活

動



日期：7/8/2020 (五)

時間：上午10:30 -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精美押花茶杯、碟

利用不同形態的植物及花，製作獨一無二的精美

押花茶杯、碟，賞花與實用兼備，擺放家中，

讓日常生活更具藝術氣息。

課程編號：JCTC20-F074
婦

女
活

動



日期：12/8/2029 (三)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可愛小熊貓 (絲襪公仔) 工作坊

利用不一樣的絲襪，

製造一個獨一無二的小熊貓。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課程編號：JCTC20-F075
婦

女
活

動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收費

第一期

上午班
HW17AUG

3/8 – 21/8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及日休息)
(共15日)

9:00am - 12:30pm
$750.-

(包括:各項訓練
和活動費用。)

下午班
HW17AUG 2:30pm – 6:00pm

$750.-
(包括:各項訓練
和活動費用。)

日期：3/8 - 21/8/2020 (星期一至五)

時間：[上午班] 9:00 a.m. - 12:30 p.m.

[下午班] 2:30 p.m. - 6:00 p.m.

對象：升小三至小六學生

內容：功課輔導、教授英數新學年課程、興趣/技能學習、

小組及主題活動、戶外活動、結業暨頒獎禮。

*結業暨頒獎禮

日期：23/8/2020 (星期日)

時間：10:30 a.m. - 12:00 p.m.

內容︰親子活動、頒獎禮、導師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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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課堂內容：

時間 內容

上午班

9:00am - 9:30 a.m. 早操 / 故事或新聞時事分享

9:30am - 11:00 a.m. 暑期功課輔導 / 教授英數新學年課程

11:00 a.m. - 11:15 a.m. 小休

11:15 a.m. - 12:30 p.m. 多元化體驗活動
(包括: 社交技巧、學習技巧及創意思維等。)

12:30 p.m. 下課

下午班

2:00 p.m. - 3:30 p.m. 暑期功課輔導 / 教授英數新學年課程

3:30 p.m. - 3:45 p.m. 小休

3:45 p.m. - 5:30 p.m. 多元化體驗活動
(包括: 社交技巧、學習技巧及創意思維等。)

5:30 p.m. - 6:00p.m. 康樂活動 (桌上遊戲 / 集體遊戲 / 故事問答等)

6:00 p.m. 下課

備註：

1) 學員及家長請於23/8(星期日) 10:00am – 12:00pm 出席結業及頒獎禮。

2) 如遇黑色暴雨、八號或以上風球，當日課堂活動將取消，並不作補課安排。

3) 如遇黃/紅/黑色暴雨警告、三號或以上風球，當日之戶外活動將會取消，

並不作補課安排。

4) 如欲申請「半費」資助，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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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五戶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