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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大家健康，中心會因應疫情，
政府公佈的最新指示，公開報名日及
抽籤日期有機會會作出調動，請密切
留意中心網頁及facebook。」

屯門造聲：
由兒童視角，
認識屯門社區

藝·遊屯門：
讓兒童在生活中，
豐富在藝術的體驗

Summer
屯 Kids：
以伸展運動、
農務體驗，
擴闊生活體驗

狂舞Cypher：
青年以舞蹈表演
肯定自我

錄匠工房：
青年學習錄音及

混音，在藝能上
提升更多

屯 kids
藝術小組：
藉由和諧粉彩，
讓兒童表達自己

2022年
1-3月季刊

小組活動公開報名：11月6日（星期六）

小組活動抽籤登記https://www.cc.yot.org.hk/enroll/

抽籤截止登記日期：10月27日（星期三）

地址：屯門新墟啟民徑18號5樓（屯門西鐵站F出口）
網址： www.cc.yot.org.hk　　　　電話： 2655 7599

小
活
組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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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社區中心為社會褔利署津助單位，以

共建自主互愛社區為宗旨，致力為社區人士

提供多元化社區服務，建立社區網絡及營造

社會資本。除透過各項小組活動及課程促進

兒童及青少年均衡發展外，中心亦提供小數

族裔服務、環保社區活動等，期望達到社區

營造之目標。支付年費港幣三十五元即可加

入成為本中心會員，中心職員有權要求閣下

提供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對閣下之身份。.

中心按服務質素標準指引提供服務，確保中

心服務及行政水平。閣下如對上述內容或對

中心服務範疇、以至仁愛堂的其他服務有興

趣，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cc.yot.org.hk/about-us

仁愛堂社區服務部 中心開放時間
服務單位

社區中心 /
延續發展中心 5樓詢問處 2樓

悅讀天地、自修室

星期一
上午 9:30 - 晚上 9:30 上午 9:00 - 晚上 9:00

下午 1:30 - 晚上 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30 - 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 傍晚 6:30 上午 9:00 - 傍晚 6:00 上午 9:30 - 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00 - 下午 3:00

暫停開放
上午 9:30 - 下午 1: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暫停開放

社
區
中
心

屯門西鐵站
鄉事會路

屯門啟民徑
18號

青山公路

屯門公路

仁愛廣場

公眾停車場

新墟
街市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訊號 研教課程/中心內活動
及中心其他服務

中心
外活動

野外/
水上活動

酷熱警告

✔
☎雷暴警告

✘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

黑色暴雨 ✘ /
一號風球

✔
✔

三號風球
✘

八號風球 ✘

重 1.參加者須攜同身份證明文件及報名收據上課，其他人士請勿進入課室。

要 2.任何人士若未能遵守中心規則或阻礙課堂活動進度，可被終止服務。

事 3.閣下一經報名，即表示接受本須知所有條款，請報名前考慮相關安排。

項 4.因暴風雨訊號影響而停課之課程活動將不會另行補課或退款。

5.	 如導師會於第一課為學童編配座位，家長請
尊重導師之編排。	

6.	 請關掉手提電話之鈴聲，切勿錄音及拍攝。
7.	 學員不可攜帶滋擾性物品（包括動物）進入
課室。

8.	 家長須準時接送兒童學員，中心不提供課後
照顧服務。

9.	 中心會拍攝或錄影以作宣傳，如學員不欲參
與，請向職員提出。

10.	中心有權更換導師而不作另行通知。
11.	學員如有呼吸道感染徵狀，須戴上口罩。中
心有權安排徵狀嚴重或染上法定須呈報傳染
病之學員回家休息並不作另行補課或退款。

12.	導師不會索取╱提供個人聯絡資料。
13.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退班
或轉班，須繳付行政費（退班港幣50元，
轉班30元），開班前不足一個月之退班申
請將扣除所繳費用三成作行政費用（若實際
計算不足50元亦以50元計算，不足一個月
轉班費用為50元）。上述申請必須於開課
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退班者領取退款時須
出示收據及身份證╱會員證，六個月後未
取之退款將不予發還。轉班申請只可提出	
一次。

14.	本中心對「學員須知」條款之爭議擁有最後
詮釋權。

19.	於三號颱風訊號時，即使教育局宣佈
學校停課，中心仍會如期上課。

20.	請留意天文台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訊號
或極端情況。訊號發出之時間內未開
課及已開課的課程將會停課，而訊號
除下後2小時內開始之課程會停課及不
會另行補課或退款。

	 （如訊號於5:05PM除下，7:05PM或以
後開始的課程會回復正常，7:05PM之
前開始的則會取消，7:00PM-9:00PM	
的課程亦會取消）

21.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發出之時間內未開
課的課程將會停課，如於課程活動中
途發出，課程活動則會繼續進行。學
員應視乎個人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出
席，惟中心不會為缺席者安排額外補
堂或退款。

22.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時，中心活動會
照常舉行。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情況
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

課 程 學 員 須 知

辦 理 出 席 證 明

惡 劣 天 氣 安 排

15.	課程完結後一星期內可申請「出席證明」（需
具有效會員證），費用港幣十元。逾期申請
費用為港幣30元正（只提供一年內之証明
申請）。

16.	出席率滿80%可申請「出席證明」，80%以
下只可申請「報讀證明」。

17.	出席證明可於完班日後第4至12星期內領
取，中心不保留逾期證明書。

18.	學員如需補辦任何其他證明文件，每項費用
港幣50元。

為保障大家健康，中心會因應疫情，
政府公佈的最新指示，公開報名日及
抽籤日期有機會會作出調動，請密切
留意中心網頁及facebook。」

：若於開課後懸掛課程活動將繼續進行。

服務使用者須知 服
務
使
用
者
須
知

101



抽籤截止登記日期：2021年10月27日

報名時間安排：	•	 第1批中籤者：11月2日起報名
	 •	 第2批中籤者：11月3日起報名
	 •	 第3批中籤者：11月5日起報名
	 •	 所有小組活動：11月6日公開報名

抽籤日：2021年10月28日　下午3:00在501室

2022 年 1-3 月
季刊小組活動抽籤安排

為優化抽籤模式及安排，抽籤方法將由以往按活動入籤改為報名日期抽籤，抽中之
報名者可在指定日子開始，報名參加任何小組活動，有關安排將以網上登記進行：

❃ 中籤者可於指定日期開始報名，優先報名日共3天，每天設40個中籤家庭報名名
額，名額先到先得；

❃ 每位中籤者可報名參與最多5項小組或活動，並需同一時間報名；
❃ 抽籤結果10月30日公佈（中心內張貼結果及中心網頁內公佈）。

❃ 抽籤結果10月30日公佈（中心內張貼結果及中心網頁內公佈）。
❃ 11月4日不接受小組活動抽籤報名。

注
意
事
項
：

注意
事項：

報名時間： 上午9時至晚上9時，如因事而未能前來報名，亦可於下一時段至11月5日
優先報名，中籤報名人亦可提供會員證或證件副本予他人代為報名，唯參加
者名單必須與入籤名單相符。

為保障大家健康，中心會因應疫情，政府公佈的最新指示，公開報名日及
抽籤日期有機會會作出調動，請密切留意中心網頁及facebook。」

如有意參與抽籤項目，請到中心網頁，小組活動抽籤登記
https://www.cc.yot.org.hk/enroll/

❃ 報名以直系家庭為單位，參加者可填寫直系親屬如父母、子女資料；
❃ 為加快處理流程，請以中文輸入姓名一欄；
❃ 參加者可選擇將所有直系家庭成員資料一齊輸入，或分開家庭成員資料獨立輸入，
分別在於如參與家庭活動，獨立輸入資料有機會出現不能一起參加家庭活動；

❃ 參加者只須輸入資料一次，如發現有重覆輸入，將取消本季報名資格。
❃ 參加者於網上平台提交資料後，如須更正已輸入的資料，需親臨中心辦理。

注
意
事
項
：

小
組
及
活
動
報
名
優
化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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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悅讀天地一般守則
1.1	 凡使用本中心任何服務及設施，除特定活動外，必須

為仁愛堂中心會員；
1.2	 六歲以下小童須在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下，方可使用悅

讀天地的設施；
1.3	 書籍刊物閱後請放回原處；
1.4	 請勿在悅讀天地範圍內吸煙或飲食，並請保持地方清潔；
1.5	 請勿在悅讀天地範圍內奔跑、喧嘩及大聲使用手提電話等；
1.6	 本中心不會提供交流電源供器材使用；

2.	借閱手續及規則
2.1	 每張會員証每次可借書籍及光碟共三項，借用兩星期；借用

時，持証者須親臨借閱，並出示有效會員証；
2.2		 悅讀天地內之光碟，可供年滿六歲或以上之會員借用，六歲以下會員則須由家長陪同下

借用；
2.3	 逾期歸還罰則：

2.3.1	 逾期歸還書籍或光碟每天每項罰款一元；最高罰款額為每項六十元正；
2.3.2	 閣下必須盡快辦理歸還所有逾期物品；否則本悅讀天地會於到期日一個月後發出

逾期還書通知信；如接獲有關通知後一個月內尚未辦妥歸還手續，閣下之會員資
格將被取消，直至讀者歸還所有罰款及遲還之物品為止。本悅讀天地並保留一切
有關追究權利；

2.3.3	 所有借出之物品如有遺失或損毀，閣下須繳付與該物件或整套同等價值之罰款；
2.4	 每項物品續借一次，可利用電話辦理續借手續，書籍或光碟已逾期需到本悅讀天地辦

理；
2.5	 借書証及自修室使用証不得轉借他人使

用；
2.6	 任何人不得攜帶未辦妥借閱手續的物品

離開本悅讀天地，否則當偷竊論；借用
前亦須檢查所借物品是否完整無損；

2.7	 借閱者如需更改個人資料，請通知本悅
讀天地職員；

3.	儲物櫃使用規則
3.1	 服務使用者使用前須往接待處出示有效

會員証，並索取儲物櫃編號鎖匙；
3.2	 損壞或遺失鎖匙罰款二十元；逾期歸還

鎖匙每天罰款一元；
3.3	 服務使用者應小心保管財物，如有遺失

或損壞，本悅讀天地概不負責；
3.4	 悅讀天地儲物櫃只供仁愛堂中心會員使用本悅讀天地服務時借用。

閱覽室開放時間： 
星期一 下午1:30 ~ 晚上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9:30 ~ 晚上9:00
星期六 上午9:30 ~ 傍晚6:30

星期日 上午9:30 ~下午1:00
（2月1日至4月30日上午9:30 ~下午5:00）

公眾假期 休息

閱覽室假期：
元旦 1/1/2022
初一至初三 1-3/2/2022

田
家
炳
悅
讀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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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月開放時間：
星期一 下午1:30 ~晚上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9:30 ~晚上9:00
星期六 上午9:30 ~傍晚6:30
星期日 上午9:30 ~下午1:00

（2月1日 - 4月30日上午 9:30 - 下午 5:00 ）
公眾假期 休息

申請自修室証手續： 
資　　格： 中一或以上在學人士，並請

出示一年或以上有效在學証
明，若為自修生，需出示有
關進修証明文件。

費　　用： $30（不包括申請仁愛堂會員
証費用）

有效日期： 以仁愛堂會員証的有效日期
作實。

備　　註： 請先前往2樓詢問處查詢申請
詳情。

2.	 請攜帶自修室証作登記及選擇座位，若未能
出示証件者，恕未能登記入座；

3.	 自修室額滿後，不會安排輪候，請同學往其
他中心的自修室。本中心將張貼告示於玻璃
門上作通知；

4.	 請按登記之座位編號就座，不應隨意調動，
這樣會對其他自修室使用者產生影響；

5.	 為公平起見，使用者在登記座位時，請
儘快選擇座位，如未能即時選擇，中心
職員將安排所有在場的輪候者登記座位
後，方可選擇；

6.	 如因特別事故影響而未能使用自修室服
務，中心職員將安排受影響者移往其他
座位；

7.	 已登記使用之座位空置達30分鐘（用膳
時間：下午1:00至2:00及傍晚6:00至
7:00除外），其物品將被職員移去，並
安排該座位予其他使用者，期間一切損
失，本中心恕不負責，違規者當天不可
再使用自修室；

8.	 嚴禁飲食，請勿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自
修室（食水除外）；

9.	 請同學切勿佔用閱覽室桌子作溫習及閒
談，影響其他服務使用者閱報及閱讀中
心內之書籍，請尊重中心守則，互相尊
重，勿因個人需要而影響其他服務使用
者需要；

10.	遺留之自修室証將保留7天，7天後請往
康體部查詢；

11.	因自修室証涉及個人資料，中心不接受
由其他使用者代領回証件，如需由他人
領回証件，請填寫授權書；

12.	所有個人財物，請自行保管，若有遺
失，中心概不負責；

13.	中心設有手提電腦供同學借用，有需要
者請往接待處登記；

14.	本中心不會提供交流電源	
供器材使用。

自修室服務
自修室服務是本中心額外的增值服務，
使用者必須持有有效仁愛堂會員証，並
且額外繳付年費。

自修室對象定義
由於本中心自修室座位有限，我們只為以
下會員提供自修室服務：
•	 修讀全日制中學或以上程度課程；
•	 修讀兼讀一年制或以上大專課程；	
（例如高級文憑課程、學位或碩士課程
等等）

•	 申請人必須出示有效証件或文件。

使 | 用 | 守 | 則
丘 忠 航 自 修 室丘

忠
航
自
修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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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O.

童學會 ☉ 會員

登
記

B.A.B.O.「是一個與家長和子女
「共建、共享、共學、共樂」的成長
互動平台，家長們透過共同的討論
和策劃，為計劃內的兒童提供合符
子女成長的活動，滿足成長需要。

B.A.B.O.家庭除參與活動外，
亦可透個參與義工服務，發揮個人
能力，認識社區、走進社區、回饋
社區，「成為更好的一個」。

基層家庭兒童支援計劃 
目的： 1. 建立一個屬於基層家庭的平等成長、互動平台；

2. 提升兒童的社交表達能力及社區關愛精神；
3. 提升兒童及家庭對「獲得」和「付出」的尊重和參與；
4. 提升基層家庭於社區之參與，建立社區歸屬感；
5. 提高街坊對社區議題之敏感度。

內容： B.A.B.O.的會員：
1. 可加入whatsapp/siganl群組，獲取更多有關低收入家庭的資訊；
2. 可共同協商活動，為自己的子女籌劃合適的活動；
3. 可以優惠價錢參與B.A.B.O.舉辦的活動；
4. 須每年參與一次義工服務，體現關愛助人的社區精神；
5. 可討論有關兒童褔𧘲及相關社區議題。

對象： 屯門區內低收入兒童及家庭（正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半津）。
費用： 全免
名額： 不限
查詢： 2655 7564　心怡姑娘 / 5497 3517（whatsapp/signal）
備註： 有興趣參加者可whatsapp/signal 5497 3517與心怡姑娘預約登記。

屯門造‧聲　
目的： 1. 提升兒童對音樂創作的興趣和敏感度；

2. 讓兒童以音樂為社區作記錄，喚起兒童對不同社區議題的關注。
內容： 小組以音樂作為媒介與小朋友一起創作，參加者亦可一同鑽研演奏樂器的知識和技

巧。此外，透過參加者走訪社區，了解社區的人事物，再把對社區的感受以音樂的
形式作記錄。

日期： 2022年1至3月（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 對象： 10 - 13歲想了解更多屯門區
的兒童時間： 下午5:00 - 6: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屯門 費用： 每人$100
集合時間及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 名額： 8人
報名： 有興趣參加者可whatsapp/signal 5497 3517　心怡姑娘
查詢： 2655 7564　盧心怡姑娘（Jenny）/ 電郵：jenny.lo@yot.org.hk
備註： 1. 活動一經報名，不作退款；

2.如活動已滿額，可致電負責職員留後備。

G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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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加油站
目的： 讓SEN媽媽放下照顧者的角色，關顧自己身心健康，

在忙碌的生活中分別一個時間給自己，享受專屬個人空間（metime），
達致放鬆及減壓。此外透過活動認識不同的SEN家長，擴闊生活圈子認識更多的同路
人，在教養路上彼此支持。

內容： 抒壓藝術活動 名額： 12名
日期： 逢星期三 費用： 全免
時間： 上午9:45 - 11:15 報名： 請聯絡負責職員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查詢： 2655 7543　雲姑娘
對象： SEN小朋友家長 備註：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Whatsapp 6140 4190報名

藝‧遊屯門‧春日之旅 
目的： 1. 以藝術作媒介，讓參加者表達自己對社區的想法；

2. 透過田野考察，讓參加者觀察和思考自己和社區的關係。
內容： 大家有沒有留意自己生活的社區是長甚麼樣呢？社區內有甚麼顏色？有甚

麼人物？有甚麼風景？如果要以藝術呈現社區，那藝術作品又會是怎樣
呢？齊來體驗藝術創作，以藝術作品體現對社區的想法，並把作品帶入社
區，走訪社區的同時以攝影的手法把屯門事物記錄下來！

日期： 22/1、19/2及19/3/2022（星期六） 對象： 屯門區8 - 12歲兒童 
時間： 下午1:00 - 5:00 費用： 每人$8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 名額： 8人
集合時間及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屯門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盧心怡姑娘（Jenny）/ 電郵：jenny.lo@yot.org.hk
備註： 1. 活動一經報名，不作退款；　

2. 如活動已滿額，可致電負責職員留後備。

G22819

Aloha Platform　　
簡介：『Aloha』 – 是夏威夷其中一個詞語，本有希望、愛、和平等意思。

我們希望從SEN的群體中，建立一個有愛、有希望及平等機會的平台，讓家
長在照顧SEN子女的同時，不會心感吃力，並提升家長及孩子之間互相支援。
有時候在與SEN家長交談時常常聽到家長為自己子女尋找資源時總會覺得措手不及，有
部分家長不知如何尋找資源、有部分家長因等候輪侯時間而錯過了訓練的黃金機會，藉
此，我們希望透過此群組發放不同的資訊，讓SEN家長互相支援的同時，亦發揮互助的
精神。

目的： 1. 增加家長的社區支援網絡、促進
家長間的交流；

2. 紓緩家長在尋找SEN服務的壓力；
3. 提升SEN學童能力感，服務社會。

內容： 1. 建立社區資訊群組，互通消息，讓家長獲得更多關於SEN的資訊；
2. 不定期舉辦SEN家庭活動，增加家庭之間的認識及支援。

對象： 懷疑/子女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
費用： 全免 報名： 如有意加入成為Aloha會員，請Whatsapp 6140 4190索取表格
名額： 12名 查詢： 2655 7543　雲姑娘

社區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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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加油站系列–
支援懷疑 / 已評估具特別學習需要之兒童及其家庭

中文遊樂園幼兒組4
目的： 1. 提升兒童的中文學習興趣；

2. 提升兒童手眼協調、眼球追蹤、小手肌能力；
3. 透過五感學習提升中文學習的能力。

內容： 1. 手眼協調、眼球追蹤、小手肌能力訓練；
2. 繪本聽故事說詞語；
3. 透過五感學習，促進小朋友掌握學習中文字。

日期： 星期二、共6堂 費用： $360 / Aloha會員 $320
時間： 下午2:15 - 3:15 名額： 6名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報名： 請聯絡負責職員
對象： 4 - 6歲兒童 查詢： 2655 7543　雲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Whatsapp 6140 4190留位；　

2. 報名時如非Aloha會員，必須交回正價。

G22944

中文遊樂園小學組
目的： 1. 提升兒童的中文學習興趣；

2. 提升兒童手眼協調、眼球追蹤、小手肌能力；
3. 透過五感學習提升中文學習的能力。

內容： 1. 手眼協調、眼球追蹤、視覺空間感、小手肌能力訓練；
2. 造句、閱讀理解訓練；
3. 透過五感學習，促進小朋友掌握學習中文字。

日期： 星期二、共6堂 費用： $600 / Aloha會員 $540
時間： 下午4:45 - 5:45 名額： 3名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報名： 請聯絡負責職員
對象： 6 - 7歲兒童 查詢： 2655 7543　雲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Whatsapp 6140 4190留位；　

2. 報名時如非Aloha會員，必須交回正價。

G2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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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加油站
目的： 1. 提升兒童的大小肌肉的靈活性；

2. 提升兒童的專注力；
3. 提升家長對家居訓練技巧的掌握。

內容： 每次小組內會分成三大訓練部分，以大肌、專注力、口肌、小肌、認知、配對、肢體
協調發展等為訓練主題。

日期： 星期二、共6堂 費用： $360 / Aloha會員 $320
時間： 下午3:30 - 4:30 名額： 5名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報名： 請聯絡負責職員
對象：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要之4 - 6歲兒童 查詢： 2655 7543　雲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Whatsapp 6140 4190留位；　

2. 報名時如非Aloha會員，必須交回正價。

G22943



青少年活動

青年夢工場每年會舉辦「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
讓關心社會、有想法的青年能夠按自己感興趣的社區議題制定創新提案，以改善屯門的社區生
活。他們會經歷不同階段，包括：認識、構思、測試、深化和實踐；從走入社區了解他者的真實
需要，繼而構思解決方法作出回應，並透過不斷嘗試和修訂，一步步完善他們的社創計劃。

不經不覺，由2017年4月成立至今，青年夢工場已順利推行七屆「青年夢工匠」計劃！共有46隊
青年團隊誕生，他們關注不同社區議題，並在屯門實踐其社創計劃，回應不同社群的需要！

現在與大家分享成功通過評審的
第七屆「青年夢工匠」團隊：

聲昔再現（社區廣播劇、導賞）

溯本尋屯（社刊及文字培育）

牌坊（客家紙牌及傳統文化）

Excohk（文藝培育）
零剩研究所（廚餘回收先導計劃）

屯門有樂（精神健康及大自然療癒）

在社創過程中需要堅毅不屈的精神，如同駱駝般負重
前行不斷嘗試和發掘可能，第八屆「青年夢工匠」以「駱駝」為主題，於2021年9月正式展開，
參加者經歷了「認識」和「構思」階段，於11月已呈交初選提案及面見評審，成功通過的團隊將
會獲得港幣$10,000測試基金進行4個月的短期實踐，為「最終評審日」作好準備。

如果想知道青年團隊的最新資訊，一定要密切留意青年夢工場的近況！
Facebook：青年夢工場 @YOT.Youthspace Instagram：青年夢工場 @yot_youthspace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第八屆青年夢工匠

《只要步履不停，我們總會遇見》

文字研習室
簡介：文字有其獨特的力量，有時只靠抄寫出來就可能會潛移默化影響著寫字

者的想法，不論是生活的速度或是看待事情的角度。透過手寫藝術字小
組形式，讓青年人從繁瑣的生活中慢下來，集中在寫字的時間裡，在過程中梳理思
緒，同時亦加強對文字的觸覺，欣賞文字的美。

目的：1. 提升青少年手寫藝術字的技藝；
2. 加強青少年的自我認識。

內容：1. 青年練習手寫藝術字的技巧；
2. 落區拍攝照片，加上手寫文字，製作明信片送予街坊。

日期：11/1/2022 - 29/3/2022（逢星期二，共11節，1/2暫停）
地點：屯門井財街27號政府服務大樓4樓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近新墟輕鐵站）
時間：晚上7:30 - 9:30 報名及

查詢：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詢問處 
電郵：wingsum.yu@yot.org.hk
Whatsapp：5633 0732
中心電話：2462 2270　余穎芯姑娘（Wing）

對象：15 - 29歲的青年
費用：全免
名額：8人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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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插畫師
簡介：小店插畫師會一同走入井財街小店，與街坊及店主傾談，從小店

中發掘不同的故事、感覺及靈感，細味及描繪小店的不同風味，
品嚐社區的味道，聆聽心中的感覺，用插畫表達自身對社區的觸覺及想法。

目的：1. 提升青少年的插畫技巧；　2. 增加青少年對井財街小店的認識。
內容：1. 學習插畫技巧及社區訪談技巧；　2. 聆聽及記錄地區小店人情故事；

3. 籌備活動、刊物或社交媒體，推廣地區鄰里互助文化。
日期：15/1�29/1�12/2�26/2�5/3及19/3/2022（隔星期六，共6節）
地點：屯門井財街27號政府服務大樓4樓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近新墟輕鐵站）
時間：下午3:30 - 6:30 報名及

查詢：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詢問處 
電郵：chris.lo@yot.org.hk
Whatsapp：5633 0732
中心電話：2462 2270　勞凌斐先生（Chris）

對象：15 - 29歲關注小店或對插畫
有興趣的青年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公仔修復師
簡介： 毛公仔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位好朋友，這位好朋友也會有

受傷的時候，我們希望透過修補受傷的毛公仔來延續其壽命，
讓他能夠陪伴主人更長的時間。另外，我們也會為一些回收
的毛公仔進行修補及清理，並且為他尋找新主人，展開新旅程。

目的： 1. 讓青年學習縫補及修補毛公仔的技巧；
2. 提升青年愛惜毛公仔，減少浪費的環保意識。

內容： 1. 學習縫補及修補毛公仔的技巧；
2. 為破爛的毛公仔進行修補、更換棉花及清洗消毒，然後送給有需要的人士。

日期： 9/1/2022 - 20/3/2022（逢星期日，共10節，6/2暫停）
地點： 屯門井財街27號政府服務大樓4樓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近新墟輕鐵站）
時間： 下午2:30 - 5:30 報名及

查詢：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詢問處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Whatsapp：5633 0732
中心電話：2462 2270　彭小敏姑娘（Jessie）

對象： 15 - 29歲的青年
費用： 全免
名額： 8人
備註： 1. 歡迎你親自為你的毛公仔進行修復，我們的公仔修復師會指導你進行修復；

2. 若果你想領養毛公仔，歡迎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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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要夾的！」 Music Project
目的： 1. 提升青少年街頭表演的技巧；

2. 探索不同生命課題和社會議題並以音樂呈現，喚起青年對不同議題的關注。
內容：結連熱愛音樂的青年，以音樂代替說話。一同探索不同生命課題和社會議題，把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以歌曲呈現。組成樂隊/組合，於社區不同角落進行街頭表演，把
青年的聲音和想法散落社區。 

日期：2022年1-3月（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時間：下午4:30 - 6:00 費用：全免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屯門 名額：10人
對象：15-29歲對街頭表演有興趣之青年

*有學樂器優先 
報名：有興趣參加者可whatsapp/signal

5497 3517與Jenny報名。 
查詢：2655 7564　盧心怡姑娘（Jenny）/ 電郵：jenny.lo@yot.org.hk   
備註：1. 迎合活動需要，參加者需自備樂

器，職員會作出相應通知；
2. 活動一經報名，參加者不得換人或退款；
3. 如活動已滿額，可致電負責職員留後備。



『尖子遊戲攻略』親子成長小組
目的： 1. 讓家長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情緒與行為表現，了解子女的特

質及需要；
2. 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力感及自信心。

內容：訓練專注力、情緒管控、手眼協調、思考、表達及社交能力。

J  班 K 班 L 班

日期： 8/1/2022 - 29/1/2022
（逢星期六，共4堂）

5/3/2022 - 26/3/2022
（逢星期六，共4堂）

5/3/2022 - 26/3/2022
（逢星期六，共4堂）

時間： 下午2:30 - 5:00 上午10:00 - 12:30 下午2:30 - 5:00
（1小時15分兒童遊戲，1小時15分家長討論）

對象： 5 - 7歲兒童及家長 3 - 4歲兒童及家長 8 - 10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8對親子 8對親子 8對親子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費用：每對親子$22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備註：1. 家長必須陪同小朋友出席小組；　
2. 如小朋友有特別需要，請預早通知負責職員。

『虎躍龍騰』 — 新春行大運 
目的： 提昇親子間的凝聚力和親密感，加強『親子和諧』的重要概念。
內容：早上前往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海防博物館，了解1941年日軍攻打香港

時戰爭場地及英軍防禦設施，如：堡壘、士兵營房、彈藥庫、炮彈裝配室及煤倉等。更
可欣賞400多件珍藏品，包括：槍械、大砲、手提武器、軍服及紡織品等。午膳自費於
筲箕灣東大街，享用著名的黃金雞蛋仔、黃金格仔餅、豬手飯、焦糖燉蛋班戟等。下午
前往石澳，水清沙幼、景色怡人，欣賞五顏六色、富歐陸小島風貌的小村屋、走訪重開
的粉藍色「情人橋」及喜劇之王劇中『定情樹』之實景。

日期：6/2/2022（星期日），年初六
時間：上午9:00 -下午5:30
地點：筲箕灣、石澳
集合時間及
地點：

上午9:00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
9:15出發（逾時不候）

對象：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費用：3歲或以上（大小同價$50）自費午膳，費用包括：車費及抽獎；

3歲以下$20（不包抽獎）。
名額：5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2. 如活動已滿額，可致電負責職員留後備。

G2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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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述全球各地有關「宜居城市」的討論，

其中：交通、健康、資訊、就業、環

保、教育、安全、購物......等等已成為

「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標。

同樣地，作為多年服務屯門地區的「社

區發展服務隊」，我們也著重與社區人

士共同邁向.—.屬於屯門人的「4C宜居

社區」。

「4C宜居社區」是什麼？ 策略的（終極）發展方向

Capacity建立能力分享社區 關社牧鄰互助友愛，轉化經驗互學共學。

Convenience建立方便可達社區 減少硬體對生活障礙，增強社福資訊的流通。

Comfortable建立舒適空間社區
增強安全知識，改善居所環境，推動綠色文

化，實踐健康生活。

Consumer建立多元消費社區
發掘街坊潛能，推動職志發展，創造在地社

區，多元經濟選擇。

家
長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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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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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家長工作坊
簡介： 「品」，人的操行、本質；「德」，指人行為正直，品性善良。

「品德」是指人行為正直，品性善良。現代的家長很重視孩子的學術
成就，卻忽視了對孩子的品德培育，如：誠實、守信、尊重、禮貌、勤奮、責任、
公正、關愛等重要的品格，其重要性逐漸被削弱。其實，人的道德品格的養成是從
零歲開始，嬰幼兒期是品格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期。

目的： 1. 提昇家長對子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2. 提昇家長管教的自信心和能力感。

內容：『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及學習範疇：
•兒童成長的特質和心理發展；
•培養孩子品德的方法；
•家長如何『以身作則』?

日期：18/2/2022 - 25/3/2022（逢星期五，共六堂）
時間：上午10:00 - 11:30 費用： $100（6堂）

綜援者$50（必須向羅姑娘申請）
（出席四堂或以上，可獲贈記念品乙份）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2室 
對象：家長
查詢及報名：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 電郵：nancy.law@yot.org.hk

G2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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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able舒適空間社區‧系列活動：

Capacity能力分享社區‧系列活動：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教育局資助） 
簡介：初來報到、人生路不熟、朋友不多、上課聽不明老師的講解、在家又不懂做

功課等等問題，面對這樣的情況，不妨聯絡我們協助！
目的：透過增強英語能力、認識新的同學好友，協助認識暨適應香港教育制度，及擴闊社交支

援網絡。
內容：基本（日常）英語、學習適應 / 態度 / 技巧，及認識新朋友。
日期： 全年進行
時間： 晚上6:30 - 8:30（實際時間因應房間協調而定）
對象：6 - 18歲由國內來港不足一年之學童。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請帶備學童之通行證（即：單程證），親臨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 2655 7565　梁美芬姑娘
備註：活動前需要參與簡單面見，以利進行師生配對

「義」務「補」習導師大招募
簡介：基層學童缺乏補習機會，在學習上面對弱勢；因此希望社區上的

有心導師，願意付出時間及耐心教授學生，不論你是中學生、家
庭主婦或退休人士，我們都歡迎大家發揮所長，加入我們的義補行列。

目的：集結社區人士的力量，支援基層學童學習需要，共同為學童建立社區的學習支
援網絡。

內容：配對有心導師為基層學童進行補習，支援學童的學習需要。
對象：有志於支援基層學生學習的社區人士。
日期及時間：將按義工及學童的時間，進行配對及安排義補時間。
報名及查詢：歡迎與王姑娘聯絡登記：2655 7542 / WhatsApp 6142 7139
備註：活動前需要參與簡單面見，以利進行師生配對

「屯門住屋關注團隊
簡介：「安居」是市民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很多基層市民仍需要居於劏房、

板房及臨時房屋等惡劣環境，並需要承擔昂貴的租金，你是否其中一位呢？
「屯門住屋關注團隊」由基層居民自發組成，歡迎懷有共同目標的租客參與，改善自
己的生活空間。

目的：促進居民的社區參與，改善自身的生活空間。
內容：建立平台，讓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基層租客共同參與，籍由具體的行動來爭取理想

的生活空間。
日期： 12/1/2022、26/1/2022、9/2/2022、23/2/2022、9/3/2022、23/3/2022

（每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三）
時間： 下午5:00 - 6:00 名額： 不限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9室 費用： 全免
對象：屯門區居民 報名： 2655 7563 / stephen.kam@yot.org.hk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 E-mail：stephen.kam@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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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能力分享社區‧系列活動：

賀年水仙花雕刻
簡介：農曆新年，除了大掃除，蒸糕，辦年貨外，還有不可缺少的

就是買年花啦！有冇諗過今年特別些,親自鎅盆特色的水仙花，
用芬芳的香味迎接虎年的來臨，依家就有機會喇!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能力感；　2. 推廣綠色生活的文化。
內容：1. 認識如何挑選優質水仙頭、水仙刀運用；

2. 學習鎅企頭水仙粗雕及精雕造型水仙技巧。
日期：8/1/2022及15/1/2022（六） 名額： 12人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用： $200（包四個水仙頭）
地點：本中心 報名：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對象：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查詢： 26557568 /電郵:cammy.ng@yot.org.hk

G22743

惜食凍餸組
簡介：「惜食堂」團隊會向本地飲食界回收仍可安全食用之剩餘食物，

通過嚴格的食物安檢程序，在中央廚房製成營養均衡的凍餸包，
即日運送到仁愛堂社區中心，及分發給參與活動的家庭。

目的：減輕「不適切居所」家庭生活負擔，提升生活選擇，並推動綠色生活。
內容：與「惜食堂」合作，向區內有需要及支持綠色生活的「不適切居所」家庭，派發「惜食

堂」生產的凍餸。
日期： 逢星期三，公眾假期除外 對象：「不適切居所」家庭
時間： 下午4:30 - 5:00 名額： 30名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9室 費用： 全免
報名及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 E-mail：stephen.kam@yot.org.hk
備註：需要在活動前報名，並獲社工批核才可參與。

香草田園義工組
簡介：一班支持綠色生活的街坊，透過植物，將人、環境及大自然連結，推動家居

及社區種植，減廚餘、減碳排放的理念，透過活動及服務推廣「綠活社區」文化。
目的：1. 提升組員種植及綠色生活的知識；　2. 在社區推廣綠色生活文化。
內容：1. 學習種植知識及技巧；  2. 體驗種植的樂趣；　

3. 探索及走訪社區種植空間； 4. 每季最少一次義工服務。
日期：3/1-30/3/2022（逢三） 名額： 15人
時間：上午9:30 - 中午12:30 費用： 全免
地點：本中心天台 報名：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對象：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查詢： 26557568 /電郵:cammy.ng@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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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環保酵素
簡介：你可想到全港固體廢物中佔三成是廚餘？

生活中無可避免產生廚餘，如我們多做一步，將廚餘變成其他有用資源；既可
源頭減廢、減輕堆填區的壓力又可省錢啊！

目的：1. 推動綠色生活文化；　2. 源頭減廢,提升環保意識。
內容：1. 認識源頭減廢的重要性； 　　　　2. 學習廚餘分類及省錢方法；

3. 轉化為有機清潔劑的製作過程。
日期：23/3/2022（三） 名額： 15人
時間：上午10:00 - 11:30 費用： $10
地點：本中心 報名：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對象：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查詢： 26557568 /電郵:cammy.ng@yot.org.hk

G22744



綠色喜動
只要肯去試，靈感就自然來；只要用雙手做，綠色喜動就自然來。

簡介：「綠色喜動」是由一班熱愛手作的朋友組成，透過雙手升級改造可重用
資源，拉近人與人關係，同時將環保訊息推廣至社區──環保也可以很簡單入屋，
每人也可以成為他人的分享者。

內容：1. 升級手作學習圈交流；
2. 到社區內推廣環保升級手作生活點子；
3. 齊齊落區玩, 一起關注社區玩樂空間, 共建特色玩樂社區。

日期：6/1 - 31/3/2022（星期四）【每月隔星期四例會及學習圈分享，以及不定時服務日】
時間：上午10:00 - 下午1:00 名額： 15人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及屯門區 報名及查詢：26557565　梁美芬（Fun姑娘）
對象：熱愛手作及願意與人分享

創作的人士
電郵： fun.leung@yot.org.hk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greenlife.com.hk

費用：全免 備註： 參加者必先經過面見，敬請預約。

綠活城鄉種子隊
簡介：屯門是個城鄉交融的社區，我們期望不論是天台還是窗台均

可成為種植基地，在家種自家食之餘，更可藉著所種之不同
植物化成好玩有趣手作 /日用品，共建一個特色玩樂社區。

內容：以培養組員種植興趣和能力為主，除開展天台種植香草、染源植物等植物
外，還定時一起交流種植及種植以外，與植物相關的好玩有趣手作/活動，
進而一起推動特色玩樂社區。

日期：5/1 - 30/3/2022（隔星期三例會、不定時學習圈分享及義工服務）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活動室及其天台、屯門區。 費用： 全免
時間：上午9:30 - 11:30 報名： 梁美芬（Fun姑娘）
對象：對種植有興趣又願意與人分享之人士 查詢： 26557565
名額：20位 電郵： fun.leung@yot.org.hk
備註：1. 參加者必先經過面見，敬請預約；

2. 活動須常在戶外進行，參加者需視乎個人體能決定是否參與。

宜居社區 x 村落探索
簡介：屯門有不同的村落，不知你又是否認識呢？這些村落有不同的歷史及

鄉村文化，值得大家去認識；村民的生活環境及情況亦值得大家去探索
及關注，大家可以協作營造「舒適、安全」鄉村。

目的：動屯門區居民認識及關心位於屯門的村落，促進居民的社區參與，協作營造「舒適、
安全」的宜居鄉村。

內容：誠邀對屯門村落文化或建設有興趣的社區人士一同走訪認識屯門村落，了解村民生
活及體驗特色鄉村文化。
建立平台，由大家協作營造「舒適、安全」鄉村，及為保存和推廣獨特的鄉村文化出
一分力。

日期及時間：不定期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 / 屯門村落 名額： 不限（會配合疫情情況作調整）
對象：對屯門鄉村文化或建設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費用： 全免
報名及查詢：請與王姑娘聯絡：2655 7542/ WhatsApp 6142 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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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多元消費社區‧系列活動：

Free one Get one種植交流平台
簡介：家中所種的植物，不經不覺長大不少，需要修剪，又怕做成浪費及垃圾，

可想過分享給同道中人呢？
目的：1. 讓種植愛好者互相轉贈及交換盆栽及

植物
2. 互相交流種植心得；
3. 推動互相分享的文化。

內容：1. 將家中多出的植物,進行分享及交換
其他品種的種植；

2. 增加植物多樣性；
3. 與同路人互動交流種植心得，提升知識。

日期：19/2/2022（六） 名額： 不限
時間：下午2:30 - 5:00 費用： 免費
地點：本中心 報名：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對象：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查詢： 26557568 /電郵:cammy.ng@yot.org.hk

急救常識小隊長
簡介：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在遊樂場、學校或屋企都偶意遇到小意外，

跌傷、擦損手腳都在所難免， 如果小朋友都識得少少急救，幫到人
又幫到自己，讓小朋友學習主動幫人，建立信心。

目的：培養安全及急救意識。
內容：1. 學習急救的目的；  2. 認識常見急救的用品；

3. 急救用品的使用方法；  4. 處理小傷口的方法 。
日期：5/3、12/3、19/3及 26/3/2022（逢星期六） 對象： 6 - 7歲小朋友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名額： 8人
地點：社區中心2樓205室 費用： 免費
報名及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完成訓練，每位小朋友可獲得參與證書乙張。

「多元消費」：屯門生活市集
簡介：屯門生活市集以推廣「屯門製造」，支持屯門社區經濟，推動屯門區內墟市發展為

目標，建立一個有別於大型商場 / 連鎖店的消費空間，讓區內居民有不同的選擇。
另外，屯門生活市集以推動「自己市集自己搞」為原則，成功邀請一群本區有志發展墟市的
檔主，共同參與策劃及籌辦市集，不是被動的參與，以營造特色市集。

目的：提升區內居民的生活選擇。 對象：社區人士
內容：售賣檔主自家手工藝產品。 費用：全免
日期：需視乎疫情情況，詳情可留意仁愛堂社

區中心的facebook最新公佈。
名額：需視乎疫情情況及防疫政策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E-mail：stephen.kam@yot.org.hk時間：上午10:00 - 下午5:30
地點：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社區中心地下

醫療中心及健體中心對出空地。
備註：檔主報名會在仁愛堂社區中心的

facebook專業另行宣傳及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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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P布手作（2201-03）
目的：1. 建立共學手作文化，改變過去消費模式，增進對綠色文化的參與；

2. 增加新來港及本港人士對手作，及跨文化背景的互相認識。
內容：升級再造、舊衣大變身、學習不同的車縫技巧、DIY不同的車縫作品。
日期：20/1 - 17/3/2022（逢星期四）（3/2暫停）
時間：早上9:30 - 11:30 費用： $80
地點：本中心 名額： 10名
對象：社區人士（新來港人士優先） 報名： 本中心5樓詢問處報名
查詢：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 電郵：cammy.ng@yot.org.hk

G22745



簡介 Introduction：
每天在屯門能見到各色各樣的人，你們可能在這裡「工作」，「學習」或「居住」，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

“屯門”為我們生活的重要部份；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地方，可能是「膚色」、「語言」、「鄉下/種族」、「學
歷」或「經濟階級」...... 無論有什麼不一樣，我們相信......
Tuen Mun involv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some may “work” here, while some may “study” or “live” 
here, and Tuen Mun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lives. We may develop different background or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languages”, “socio-economic status” or “ethnic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uen Mun citizens, we believe that……

	大家能互相接納及尊重彼此的不同；
	大家能以行動關心愛護有需要的人；
	大家能令其他人同樣生活快樂被受

尊重。

	Everyone can accept and respect each other;
	Everyone can take action to care those in need;
	Everyone can help building a friendly and respectful 

community.

目的Aim： 集結共同理念的街坊好友，共同攜手建立互助共融的安樂窩。
 To gather the Tuen Mun citizens with same values and facilitate de veloping of an integrated 

community.

內容Content：
城內活動包羅萬有，總有一項預埋你！ Lots of attractive activities are waiting for you!! 
	「多元文化」 通識系列活動 	Cultural Tour of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cultures
	「共同新體驗」全城參與系列 	Different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groups
	「家家連心」配對行動 	Difference leisure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s

對象Target：入城資格：
 在屯門生活的人（不論國藉、語言、種族、年齡、膚色...）；
 Tuen Mun citizens (Despite of different ethnics, nationalities, languages, ages …)
 認同並願意實踐我們相信的服務理念，共建友情社區；
 Agree and willing to implement our service values, to establish a friendly community with us;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優先參與。
 Priority given to low income families or familie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費用Fee：全免（益街坊價）Free of Charge !!!!!

名額Quota：不限 No restriction

報名Application： 往2樓悅讀天地詢問處索取並填妥「融城」計劃報名表格。
 Application forms of “Harmony City” are available on 2/F of Yan Oi Tong Jockey   
 Club Community & Sports Centre.

查詢Enquiry：2655 7520　黃綺華姑娘 （Miss Eva）

「 融 城 」街 坊 大 募 集  
RECRUITMENT OF MEMBERS FOR  “HARMONY CITY”

「融城」
活動系列

社區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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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mart Ladies Group好在”友里”婦女小組
目的Aim： 1. 協助新來港婦女適應香港生活；

 To assist new arrivals women to adapt to living in Hong Kong;

2. 提供不同的文化活動及多元藝術交流平台，讓不同膚色
的婦女能聚在一起，齊玩共樂，友里支持；

 To enhance mutual support among women through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cross - cultural exchange;

3. 提高社區凝聚力及友好關係。
 To enhance community cohesion and facilitate relationship building.

內容Content： 1. 一起討論日常廣東話，協助新來港婦女適應香港生活；
 To assist new arrivals women to adapt to living in Hong Kong by learning   

Cantonese together;

2. 以小遊戲及手工活動，促進婦女身心健康。
 To enhance wome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by playing and exercising 

together.
日期Date： 4/1�11/1�18/1�25/1及8/2/2022（逄星期二 Every Tuesday）
時間Time： 2:00pm - 3:00pm
地點Venue：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207室　Rm 207, Yan Oi Tong 2/F
對象Target： 婦女 Woman
費用Fee： 全免 Free of Charge
名額Quota： 8
報名Application：本中心2樓詢問處報名 Apply at 2/F counter ,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查詢Enquiry： 2655 7520 林莎姑娘或前往本中心2樓詢問處查詢

Contact 2655 7520 (Miss Ramshah), or make enquiry at counter on 2/F
備註Remarks： 此活動由民政事務總署資助。

The program is subsidized by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Cantonese Fun Fun Kids 2022
目的Aim： 1. 加強少數族裔幼童廣東話聆聽及說話能力；

 To facilitate ethnic minorities children’ abilities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antonese;

2. 提升少數族裔幼童運用中文的動機及興趣。
 To enhance the interests and motiv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children in using Cantonese.
內容Content： 學習不同廣東話詞語發音。

To learn Cantonese vocabulary and their pronunciation.
日期Date： 8�15�22及29/1/2022（逢星期六 Every Saturday）
時間Time： 2:30pm - 4:00pm
地點Venue：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　Yan Oi Tong 2/F
對象Target： 少數族裔幼童（K2 - P1）Ethnic minorities children （K2 - P1）
費用Fee： 全免 Free of Charge
名額Quota： 6 - 8
報名Application：本中心2樓詢問處報名 Apply at 2/F counter ,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查詢
Enquiry：

2655 7520庄揚帆先生 & Mr. Ashan 
Contact 2655 7520（Mr. Sliver and Mr. Ashan）
or make enquiry at counter on 2/F或前往本中心2樓詢問處查詢

備註
Remarks：

此活動由屯門民政處資助。
The program is subsidized by Tuen Mun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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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去年9月19日中秋節

前夕，中心獲港鐵公司

贊助及支持，係黃金海

岸商場進行咗「站在•

屯門」秋日市集，匯聚了

屯門區內及外的兒童、

青少年及家長一起參與。

整個市集滿載歡欣氣

氛，人潮如鯽，共有16

個由年青人、家長經營

的文創手作賣物攤位及

工作坊。同時間，當日

亦有超過60位兒童及

青少年進行表演，由自彈自

唱、街舞到音樂表演等，將

當日活動氣氛推上高峰，非

常精彩。

「站在 •屯門」
秋日巿集

港鐵公司、仁愛堂社區中心及區內機構代表合照

市民雀躍參與市集
內的活動及工作坊

年青人及小朋
友為秋日市集
帶來精彩的街
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