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趣興趣
課程課程 2022年  7–9 月

仁愛堂社區中心

興趣課程季刊

課程公開報名日期: 6月4日 (星期六) 

屯門新墟啟民徑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屯門西鐵站 F出口 )
網頁 : c c . y o t . o r g . h k  F B : y o t c d c   電話 :  2 6 5 5  7 5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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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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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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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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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使 用 者 須 知
重
要
事
項 

課程學員須知課程學員須知課程學員須知 惡劣天氣安排惡劣天氣安排惡劣天氣安排
5.   如導師會於第一課為學童編配座位，同學請
      按導師之指示就坐。 
6.   請關掉電話鈴聲，切勿錄音及拍攝。 
7.   學員不可攜帶滋擾性物品(如動物或發出聲
      響、異味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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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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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為港幣三十元正(只提供一年內之証明)。
16.  出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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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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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開始或,7:00PM-9:00PM 
       的課程均會取消，7:05PM 或以後開始
       的課程會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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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心職員對「學員須知」及有爭議之所有
       條款擁有最後詮釋權。如對上述安排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2655 7599與中心職員

          聯絡。
 

辦理出席證明辦理出席證明辦理出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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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及非會員均可報讀中心課程；

會員證年費：個人證$35 / 家庭證$65；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40 (每項課程計算)；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報名者需備報名表及報班費用，會員須帶備有效會員証；中心

接受現金、支票或信用咭付款，如付現金，請帶備足夠款項；

如付支票，每項活動需以獨立支票支付，請以「仁愛堂有限公

司」抬頭及劃線，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姓名」及「活動編

號或名稱」；

每項活動需獨立填寫報名表，如參加戶外活動請填寫「家長同

意書」；

所有班組額滿即止，不設留位。

 30/5 – 1/6   (只限原班報讀)

      2/6       (舊生可報讀任何研教課程)

2 0 2 2 年  7 - 9 月

研 教 課 程 招 生
報名安排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舊生請攜帶
本季度1-5月份

收據

課程資料請參閱內頁或瀏覽網址：

cc.yot.org.hk/cdc

 

6月4日(星期六)

公開接受報名 

舊生報讀日期舊生報讀日期舊生報讀日期

(請攜帶本季度1-5月份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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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
ZOOM*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

教育課程
(兒童課程之收費已包括材料費，學員上堂時只需攜帶

該課程所需之文具、畫具或小工具)

貼有"面授/ZOOM*"標籤的
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
要時轉為網上授課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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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ZOOM*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44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55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66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77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88

（圖片只供參考)



Love to learn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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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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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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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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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1313

⾯授 /ZOOM*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1414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1515

⾯授 /ZOOM*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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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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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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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
址:

中心網
址:

cc.yot.org.hk
cc.yot.org.hk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1919



⾯授 /ZOOM*

⾯授 /ZOOM*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2020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授 /ZOOM*

⾯授 /ZOOM*

⾯授 /ZOOM*

⾯授 /ZOOM*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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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

⾯授 /ZOOM*

⾯授 /ZOOM*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2222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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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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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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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2626



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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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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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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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

⾯授 /ZOOM*

貼有                      標籤的課程會因應疫情狀況，有須要時轉為網上授課面授/
ZOOM*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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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International School 123 Anywhere Street,  Any City,  State, Country 54321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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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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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教授鋼琴班

個別教授之鋼琴班適合4歲以上所有人士，達到水平可考取英國皇家鋼

琴彈奏試‧ (考試費另計)‧本中心採用三角琴及KAWAI鋼琴上課‧

⾳�課�3333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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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3535
親子親子烹飪系列烹飪系列



（圖片只供參考)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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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圖片只供參考)

3737
成人成人

研習及教育課程
研習及教育課程



3838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3939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FLOWER ART

（圖片只供參考)

4040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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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4242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4343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4444



Love to learn

PhonicsPhonics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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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報讀每項課程須另付$40

4646



精選課程推介

高小編程
電路積木

家居生活
小幫手

圓碌碌Pokemon集合

動物石頭
拼貼木框畫

特式糕點親子班
家居生活小幫手

Hit爆甜點親子班

迷你串燒小食檔

開心角落生物
遊樂園

秘密花園之
園林實境創造

七彩紮染教室

潮玩皮革

唔好浪費呢個特別

既暑假，一於 黎參

加多姿多彩既課程!
⼝

屯門新墟啟民徑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屯門西鐵站 F出口 )
網頁 : c c . y o t . o r g . h k  F B : y o t c d c   電話 :  2 6 5 5  7 5 9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