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0-11月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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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專頁：

10月16日 (星期五)
公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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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31/10 - 21/11/2020 (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 - 8歲會員 (P1 - P3)

名額：12人

費用： $120/4堂

Fun Fun

Phonic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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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2



日期：31/10 - 21/11/2020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4:15 - 5:15

地點：本中心

對象：9-11歲會員 (P4 - P6)

名額：12人

費用：$120/4堂

課程編號：JCTC20-C063

Fun Fun

Phonic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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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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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2/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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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堂

教練：Mr. Guy Dean (本貫師父)

課程編號：JCTC20-C064



日期：1/11/2020 (日)

時間：上午11: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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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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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020 (日)

時間：上午10:30 -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7-11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

課程編號：JCTC20-C066



日期：15/11/2020（日）

時間：下午3:30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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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7



「畫出正能量」~ 和諧粉彩(A)

課程編號：JCTC20-C068

「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 日文Nagomi意思是
「和」，有和諧之意。它能夠使不懂繪畫的人，

也能畫出內心與啟迪他人思緒的治癒畫作，並有效
釋放情緒。

日期：22/11/2020 (日)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7 - 11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畫出正能量」~ 和諧粉彩(B)

課程編號：JCTC20-C069

「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 日文Nagomi意思是
「和」，有和諧之意。它能夠使不懂繪畫的人，

也能畫出內心與啟迪他人思緒的治癒畫作，並有效
釋放情緒。

日期：22/11/2020 (日)

時間：下午11:15 – 12:15

地點：本中心

對象：12 - 15歲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日期：20/10 – 17/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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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堂

備注：費用已包括材料；學員需自備毛筆、報紙、水杯及紙巾

舊生可於11月17日優先報名下一季 (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 

課程，否則視作放棄學位，而其他名額將於12月3日公開報名。

國畫教室

課程編號：JCTC20-F076



日期：20/10 – 19/11/2020 (逢星期二、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 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 $200/10堂

備註：自備毛巾、防曬用品

戶外保健伸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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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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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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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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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必須出席最少4堂。(不可代替他人上堂)

舊生可於11月20日優先報名下一季 (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 課程，

而其他名額將於12月3日公開報名。

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伸展瑜珈班 (A) JCTC20-F067(i)
23/10 - 20/11  

(逢星期五) 
10:00 a.m. -
11:30 a.m.

15人 $100/5堂

伸展瑜珈班 (B) JCTC20-F068(i)
23/10 - 20/11  

(逢星期五) 
11:40 a.m. -

1:10 p.m.
15人 $100/5堂

伸展瑜珈班 (C) JCTC20-F069(i)
23/10 - 20/11  

(逢星期五) 
1:45 p.m. -
3:15 p.m.

15人 $100/5堂

伸展瑜珈班 (D) JCTC20-F070(i)
24/10 - 21/11 

(逢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15人 $100/5堂

伸展瑜珈班 (E) JCTC20-F071(i)
24/10 - 21/11 

(逢星期六)
12:15 p.m. -

1:15 p.m.
15人 $100/5堂

伸展瑜珈班 (F) JCTC20-F072(i)
24/10 - 21/11 

(逢星期六)
1:30 p.m. -
2:30 p.m.

15人 $100/5堂



日期： 28/1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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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78



日期：4/11/2020(三)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會員

名額：16人

費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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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JCTC20-F079



日期：1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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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每位參加者可獲2支酒精搓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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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80



課程編號：JCTC20-HW17OCT
JCTC20-HW18NOV

「勤+樂」課餘功課支援小組

協助同學解決學業上的困難，提升學習動機及解決能力。

學習與人溝通及社交技巧，培養良好的個人素質。

為有需要的家庭在課餘時間提供功課輔導。

日期：15/10 – 30/11/2020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及星期六、日不用出席)

時間：下午3:00 - 5:00

地點：本中心

1. 費用已包括: 功課輔導、茶點及活動。

2. 學童可因應個別放學時間到中心參與服務，

家長需於下午6:30前接回子女。

3. 如需申請學費減免，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4. 此為長期性活動，新生需向本中心職員索取申請表格。

中心職員將聯絡申請人並安排面試。

5. 功課支援小組按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暫停服務。

6. 每月25號或以前需繳交下月份學費。

對象：小一至小六會員

費用：$700 (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