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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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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戶�活動」�在戶��⽅�⾏的活動和訓練�包括於恆常�會�⽅���⾏的戶�活動�活動負責⼈必須�照�關活動場�的使⽤守

則�惡劣天����

註⼆�

正值宿�����⾏期間��掛三���信��紅⾊或⿊⾊暴��告信���宿����負責⼈須考�所���因素�包括�路��

������中⼼負責⼈向�會�討�定是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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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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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繳交的費用一概不設退款及轉讓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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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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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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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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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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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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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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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資料如有修改，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報名須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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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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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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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措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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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營地備有急救箱，可處理輕微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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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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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心/營地範圍嚴禁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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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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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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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措施
1.
2.
3.

4.
5.
6.

7.



所有人士進入本中心範圍內及使用場地 (包括︰使用室內及室外場地進
行運動期間。) 必須佩戴口罩，並量度體溫。任何人士如有發燒徵狀，
均不能進入本中心。

所有會員及場地使用者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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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時刻保持雙手清潔，中心內設有酒精搓手液以供使用。
本中心範圍內嚴禁飲食。

場地使用者需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本中心在每次使用場地後，要預留時間清潔，不會作另行通知。

除場地使用者外，本中心職員、兼職清潔員及康體班導師均會每14天，
進行「2019冠狀病毒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
為配合政府相關防疫指引，中心有權要求有關人士離開本中心範圍。

如進入本中心範圍，請遵守以下守則：

1.

2.

3.
4.
5.
6.
7.

8.
上述資料如有修改，以最終公佈為準。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國畫�室(中�)

課����JCTC21-F104

本課�會���授中國⽔墨畫基本結

構�繪畫�⿃�⼭⽔的�點和�識中國

⽔墨畫的「��意��和�意」�

⽇期�8/6-17/8/2021 (�星期⼆)

�間�下午2:00 - 3:30

對����會員(�合具基本繪畫技巧的會員)

�點�本中⼼

�額�15⼈

費⽤�$220/11堂

⽔墨畫�室(初�)

課����JCTC21-F105

本課�會�識⽔墨畫的�⾊�

�授基本繪畫技巧�

⽇期�9/6-18/8/2021 (�星期三)

�間�下午2:00 - 3:30

�點�本中⼼

對����會員 (�合初學者)

�額�15⼈

費⽤�$220/11堂

�註�學員�⾃�報紙�⽔杯�紙⼱�

�受疫�影響未��⾏⾯授��改��上形式(Zoom)�⾏�

�⽣可於8⽉17⾄22⽇�先報�下⼀期(2021年9-11⽉)課��

否則視放�學位�⽽其��額�於9⽉��開報��



伸 展 � 珈 �
�珈�改���的�軟度��除疲��

更可�平�你的⼼境�

活動�稱

伸展�珈�(A)

伸展�珈�(B)

伸展�珈�(C)

活動��

JCTC21-F107

JCTC21-F106

JCTC21-F108

⽇期

11/6-20/8/2021

(�星期五)

�間

10:00 a.m. -

11:30 a.m.

15⼈ $220/11堂
11:40 a.m. -

1:10 p.m.

1:45 p.m. -

3:15 p.m.

11/6-20/8/2021

(�星期五)

11/6-20/8/2021

(�星期五)

�額 費⽤

對����會員

�註�學員�⾃��珈墊�⽑⼱�每位會員只可報⼀��珈��

學員出席率必須�80%�⽅可�留�先報��格�

即必須出席�少9堂�(不可代��⼈上堂)

�⽣可於8⽉20⾄27⽇�先報�下⼀� (2021年9⾄11⽉) 課��

否則視放�學位�⽽其��額�於9⽉��開報��



� 末 � 珈 �
�珈�改���的�軟度��除疲��

更可�平�你的⼼境�

活動�稱

�末�珈�(A)

�末�珈�(B)

�末�珈�(C)

活動��

JCTC21-F110

JCTC21-F109

JCTC21-F111

⽇期 �間

15⼈ $220/11堂

�額 費⽤

對����會員

�註�學員�⾃��珈墊�⽑⼱�每位會員只可報⼀��珈��

學員出席率必須�80%�⽅可�留�先報��格�

即必須出席�少9堂�(不可代��⼈上堂)

�⽣可於8⽉21⾄28⽇�先報�下⼀� (2021年9⾄11⽉) 課��

否則視放�學位�⽽其��額�於9⽉��開報��

12/6-21/8/2021

(�星期六)

12/6-21/8/2021

(�星期六)

12/6-21/8/2021

(�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12:15 p.m. -

1:15 p.m.

1:30 p.m. -

2:30 p.m.



⽇期�10/6-19/8/2021 (�星期四)

(1/7/2021 暫停)

�間�上午9:30 - 11:00

�點�本中⼼

對����會員

�額�12⼈

費⽤�$200/10堂

�註�⾃�⽑⼱�防�⽤品

戶��
健伸展�

針對⼼�耐⼒作出��鍛鍊��提升

�格���的�軟度�⽽在戶�環境中�動� 

更�效促��陳代��

課����JCTC21-F112



徒
⼿ �

動 健 � �

⽇期�20/6-22/8/2021 (�星期⽇)

�間�下午2:30 - 3:30

�點�本中⼼

對����會員

�額�15⼈

費⽤�$200/10堂

課�重點

1) 學�正確���的伸展�動技巧�⽅法

2) 幫助放��⾁和神經線

3) 促�⾎液�環�增加�軟度

課����JCTC21-F113



D I Y
� 爽 防 � �

課����JCTC21-F114

⽇期�24/6/2021 (四)

�間�下午2:30 - 3:45

�點�本中⼼

對����會員

�額�15⼈

費⽤�$20

�⽇���海灘和戶�郊野成為

⼤家的�去��在陽光下活動�

不�學�⾃製防�兼�爽的

防�������⾃⼰的⽪��



烹 � � �
紅⾖砵仔�  JCTC21-F116

⽇期�30/6/2021 (三)

�間�上午10:00 - 11:30
對����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

�橙果�  JCTC21-F118
⽇期�6/7/2021 (⼆)

�間�上午10:00 - 12:00
對����會員
�額�15⼈
費⽤�$20
�註��⾃�玻��

古早味�果  JCTC21-F120
⽇期�21/7/2021 (三)

�間�上午10:00 - 12:00
對����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

斑��汁�  JCTC21-F121
⽇期�5/8/2021 (四)

�間�上午10:00 - 11:30
對����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

＊��只供參考



⽇期�2/7-20/8/2021 (�星期五)

�間�下午3:45 - 5:45

�點�本中⼼

對����會員

�額�15⼈

費⽤�$160/8堂

療 � � ⼼ 禪 繞 畫
課����JCTC21-F117

禪繞畫 (Zentangle) 讓⼤家作畫��

專注在紙�上繪畫�單��結構的���

從中讓⾃⼰放��可��卻�惱�療�⼼��

��獨⼀�⼆的作品�



⽇期�15/7/2021 (四)

�間�下午2:30 - 4:00

�點�本中⼼

對����會員

�額�15⼈

費⽤�$20

捲 出 向 ⽇ �

��的⼿⼯紙����其獨�的���

同�⼿⼯紙��存�間⻑�

材��單環��顏⾊鮮豔���

⼜可作裝�之⽤�

課����JCTC21-F119



� �
D A D D Y

⽇期�13/6/2021 (⽇)

�間�上午10:30 - 12:30

�點�本中⼼

對��6歲或�上會員

�額�12⼈

費⽤�$20

課����JCTC21-FG008

"Happy Father Day"

⽗���天�你怎�給爸爸祝福��

讓孩⼦�⼿製作⽗��賀卡�給⽗��上

溫�的祝福�給爸爸打打���⼀定會很

⾼興�欣賞到孩⼦的⼼思和對�的��



� �
學 功 夫 - 劉 家 拳

 

課���

陪伴各位學員成⻑�

To grow with each member.

 

武�可強�健��防�⾃衛�

Martial arts can strengthen

 physical fitness and self-defense.

 

⽇期 / Date     ：6/6-22/8/2021 (Sun)

�間  / Time    ：1:00 - 2:00 p.m.

�點 / Venue �本中⼼ / Centre

對� / Target�所�會員 / all members

�額 / Quota �15⼈

費⽤ / Fee       ：$240/12堂 /sessions

�練 / Coach�本貫師⽗ ( Mr. Guy Dean )  

 

Happy Kung Fu Learning -

Lau's Family Fist 
課����JCTC21-C088



幼兒
專注⼒訓練�
課����JCTC21-C091

活動主����為中⼼�提⾼幼兒的

專注�⼒�專注⼒對幼兒的成⻑

⼗�重��可影響⽇�學��

各項�疇發展�

      (�星期⽇)

�間�上午11:30 - 12:30

�點�本中⼼

⽇期�4/7-8/8/2021 對��K2-K3會員

�額�10⼈

費⽤�$120/6堂

 



⽇期�11/7-22/8/2021 

(�星期⽇)

�間�上午09:30 - 10:30

對��7歲或�上會員

和��彩源⾃於⽇本����單�放�的

作畫⽅法讓⼈從��中得到

放����的�覺�

發揮�意�神�

和 � �
彩 童 ⼼ �  

課����JCTC21-C092

�點�本中⼼

�額�15⼈

費⽤�$140/7堂

�註�*學員�⾃�和��彩��������五毫⼦硬幣

      *⾸�報�的學員會免費派發和��彩�⼀盒



⼩ 廚
神 � �

＊��只供參考

玫���頭  (JCTC21-C093)

⽇期�14/7/2021 (三)

�間�上午10:00 - 11:30
對��6歲�上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圍裙

朱古⼒ Cake Pops  (JCTC21-C099)

⽇期�27/7/2021 (⼆)

�間�上午10:30 - 12:00
對��6歲�上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圍裙

法式��桃�磅蛋�  (JCTC21-C101)

⽇期�7/8/2021 (六)

�間�下午3:30 - 5:30
對��8歲�上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圍裙

⾖�唧� Cup Cake  (JCTC21-C102)

⽇期�21/8/2021 (六)

�間�下午3:30 - 5:30
對��8歲�上會員
�額�15⼈
費⽤�$20
�註��⾃��物盒�圍裙



�
意 ⼿ ⼯ � � �

幼兒輕黏⼟⼯作坊(A)  JCTC21-C090

⽇期�20/7-10/8/2021 (⼆)

�間�上午11:30-下午12:30

對��4-6歲會員

�額�10⼈

費⽤�$80/4堂

DIY 卡��球  JCTC21-C098

⽇期�22/7/2021 (四)

�間�下午2:30-3:30

對��6-15歲會員

�額�15⼈

費⽤�$30

DIY ⽪⾰卡套  JCTC21-C100

⽇期�29/7/2021 (四)

�間�下午2:30-4:30

對��8歲或�上會員

�額�10⼈

費⽤�$30

＊��只供參考

幼兒輕黏⼟⼯作坊(B)  JCTC21-C095

⽇期�20/7-10/8/2021 (⼆)

�間�下午 3:30-4:30

對��4-6歲會員

�額�10⼈

費⽤�$80/4堂



D IY
益智STEM⼿⼯製作

 

⽇期�21/7-18/8/2021 (三)

�間�下午4:00-5:30

�點�本中⼼

對��6-12歲會員

�額�12⼈

費⽤�$100/5堂

課����JCTC21-C097

�⻑暑假到來�

是��參加開⼼暑期活動��

動動��讓兒童發揮�們的�意和想�⼒�

學�製作�⾃⾏組裝�型�

⼤家⼀⿑參加啦�



兒童
�語⼩�場

⽇期�28/7-25/8/2021 (三)

�間�上午10:30-11:45

�點�本中⼼

對��⼩⼆⾄⼩五年�學員

�額�10⼈

費⽤�$100/5堂

讓兒童���語話�提升�們的�語

溝��⼒和⾃信⼼�

亦加強學��語演�和表��⼒�

學員�會在「暑期繽�同�⽇」中演出�

家⻑會��出席�享孩⼦的學�成果�

課����JCTC21-C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