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 愛 堂 社 區 中 心
2 0 1 5 年 7 - 9 月 季 刊

小組活動公開報名：5月16日（星期六）
抽籤活動截表日：5月19日（星期二）

仁愛堂 售 旗日  
招募義工售旗

　　仁愛堂本著「匡老扶幼、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的精神，提供社

會福利、康體、醫療及教育等服務。本堂喜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15年9月19

日（星期六）早上在新界區售旗（公開籌款許可證編號：FD/R083／2015）， 

藉以籌募服務經費。籌款活動需徵募大量義工售旗，歡迎商業機構、街坊團體自

組隊伍參加，義工們獻出的一夥善心，必能惠澤社群，本堂同寅及受惠者對你們

愛心的貢獻至深銘感。

日期： 

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新界區售旗日

時間： 

上午7:00至中午12:30         

售旗地區： 

天水圍　屯門　　元朗　　葵涌　青衣  
荃灣　　將軍澳　西貢　　沙田　大埔  
粉嶺　　上水　　馬鞍山　東涌

參加條件： 

義工必須年滿十四歲或以上， 
歡迎家長陪同未滿十四歲子女 
參與親子售旗。

查詢電話： 

2655 7514 
唐少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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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至9月
	 	 精選活動推介

小館長2015～社區小領袖培訓計劃

友您同行～鬆榜營2015

FUN CORNER：友．情社區電影分享會

社區中心悅讀天地
活動推介

活動查詢：

到社區中心2樓悅讀天地 或 

致電2655 7520 聯絡林姑娘 或 黃姑娘

兒童活動
「小館長」義工領袖訓練2014

自修室學生活動
夏日熱浪嘩啦啦~鬆榜營2014 

自修室口試練習及小組研習 
 (中文/英文/通識)
MOCK卷交換計劃 特色活動— 

FUN CORNER
草頭寶寶製作  

環保雞蛋小盆栽

葉脈托印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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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類別

青少年會員
(17歲或以下)

普通會員
(18-59歲)

長者會員
(60歲或以上)

社區服務會員
團體會員 會員嘉賓

個人 家庭

年費 三十五元 八十元 二十五元 三十五元 六十五元
五百元 

（機構及學校）
十元

會員
福利

可申請電話租用體育設施。

可租用本中心之場地、設施及參加各
項服務，包括各部門所舉辦之訓練課
程、興趣小組及比賽等。

享用特惠醫療服務。

可參加本中心所提
供之小組及社區服
務，包括各類型社
區活動及興趣小組

享 用 特 惠 醫 療 服
務。

不能使用本中心之
體育設施。

可綜合預訂本中心之
設施。

另可獲團體個人本會
員證壹張，由所屬僱
員輪用，惟此證只能
租用體育設施，不能
參加任何訓練班及興
趣班。

如需申請更多之輪用
團體個人會員證，將
以每張一百元計算 。

團體個人會員證可享
用特惠醫療服務。

會員嘉賓只限於
申 請 當 天 使 用
本中心之體育設
施，惟不能享用
特惠醫療服務。

郵寄
申請
辦法

郵寄申請本中心會員須填妥會員申請表連同身份證副本或
出世紙副本,近照壹張及劃線支票以支付會員費、手續費及
郵費(手續費、郵費共2元)，寄屯門啟民徑１８號仁愛堂賽
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康體事務部收（支票抬頭「仁愛堂
有限公司」）。

1. 凡在香港註冊之社
團及工商機構，均
可申請。

2. 申請團體須致函本
中 心 申 明 業 務 性
質、會員/職員人
數，並須連同社團
註冊證/商業登記
證明書之副本，一
併付上以茲證明。

1. 凡有本中心會
員介紹者，均
可申請。

2. 申請人須由本
中 心 會 員 陪
同，並帶備身
份證到本中心
地下大堂顧客
服務處辦理申
請。

申請
資格
及 

辦法

申請人須帶
備出世紙或
身份證及近
照壹張到本
中心地下大
堂顧客服務
處辦理申請

申請人須帶備身份證及近照壹張，到本中心
地下大堂顧客服務處辦理申請，而社區服務
家庭會員之申請人須帶備本人及家庭成員之
近照，並出示本人及家庭成員之身份證或出
世紙

補辦
證件 
手續

遺失會員證須攜同身份證及近照壹張，於辦公時間內到本中心大堂
顧客服務處申請補辦。

申請團體須致函本中
心報失，並連同劃線
支票一併逕寄。

補辦
證件 
費用

十元 二百五十元

會員
須知

1. 會員證有效期為一年，由登記入會當日起計算，屆滿日期將列印於會員證上。

2. 會員使用本中心設施、報名、租用場地或參加各類型訓練課程及興趣小組，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
證。

3. 會員必須遵守本中心之規則，否則其會員資格將被取消，並停止其享用本中心設備及參加本中心
活動之權利。

4. 會員如欲退出中心會藉，必須以書面、親臨或郵寄至中心申請，中心將於兩星期內覆核。

5. 顧客服務處之辦公時間為每日上午8:00至晚上9:30。

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會籍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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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提供多元化服務以滿足不同人士需要，包括：社區發展服務、中心服務、研教課程、

田家炳悅讀天地及丘忠航自修室，各服務簡介現臚列如下：

社區發展服務 中心服務
田家炳悅讀天地及 

丘忠航自修室
研教課程

服務
目標

1. 促進居民關注社區問題及弱
勢社群的需要；

2. 組織及團結居民建立守望相
助的鄰里網路；及

3. 促進持續改善及優化社區環
境。

1. 提升社區人士關注弱
勢社群獨特需要

2. 提升弱勢社群參與個
人成長活動機會

3. 促進華裔人士認識少
數族裔人士文化特色
及需要

4. 提升華裔人士對少數
族裔人士正面觀感

1. 積極回應社區的服
務需要；

2. 提升社區人士對資
訊 科 技 認 識 的 需
要；及

3. 提升社區人士自學
能力及終身學習的
精神。

提供優質課
程，滿足不
同年齡組別
的人士，進
修及學習需
要，以充實
他們的餘閒
時間，達致
終身學習的
精神。

服務
對象

任何年齡社區人士

1. 低收入家庭兒童、青
年及其家長

2. 少數族裔家庭
任何年齡社區人士

任何年齡 
社區人士

提供
服務
的 

方法

1. 透過動員居民成立關注及監
察小組，討論改善社區問題
並向有關方面反映意見；

2. 透 過 與 地 區 居 民 的 互 相 協
作，推展鄰舍認識及互助，
加強建立鄰里互信關係；

3. 透 過 與 地 區 團 體 、 福 利 機
構、學校及政府部門合作，
加強區民的公民意識及關心
社區事務；及

4. 透過提供新來港學童適應計
劃，協助他們適應香港社會
制度及環境。

1. 多元文化「融城」活
動系列

2. 家長教育工作

3. 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活
動

4. 關社小組

1. 為不同需要的社區
人士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及設備；

2. 提供獨立自修室、
電腦網上資源閣、
休閒天地；

3. 舉辦不同類型的專
題展覽、小組、活
動及訓練課程；及

4. 定期增添書籍、錄
音影帶、光碟及多
媒體資訊。

開辦多元化
的 兒 童 、
青少年、婦
女、成人研
習教育、興
趣及學術等
課程。

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本中心使命及宗旨：

本中心堅信的價值觀為：

◆ 社區內弱勢社群的福祉是我們首要關注的事項；

◆ 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乃是建立自主互愛社區之基石；

◆ 一個社區的建立需要平等、尊重、公義的精神；及

◆ 互助與自助可提升居民生活質素，達致社區建設。

本中心的遠景及目標：

◆ 乃矢志成為同業中回應社區需要，以及推動社區建設的典範。

「共建自主互愛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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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心服務質素標準
標準 中心政策

一
本中心承諾向公眾提供資料，確保有機會接受本中心服務的人士、機構職員、其他

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清楚了解本中心的理念、宗旨、服務及目標，並清楚說明聯絡

方法，及令有關資料廣泛提供和容易取得。

二
定期檢討及修訂服務質素之政策及程序，確保中心備有一套機制作定期檢討及修訂

(其中必須包括標準6、10、11、12、13、14、15及16當中備有時限及紀錄)，而

在過程中亦必須有服務使用者及職員的參與。

三

中心備有服務運作及活動的最新紀錄，並有機制監察紀錄或報告，為單位提供監

控單位服務狀況之依據，並讓公衆人士

瞭解中心服務及運作情況。

四

確保仁愛堂服務單位的所有職位均應備有職責說明及職務陳述，訂明每個職位的職

務、責任和問責關係。本中心的機構組織及員工之職務和責任政策並以「公開」及

「問責」的原則而制訂，並確保職員、服務使用者及有關人士能閱覽有關機構及單

位架構及問責關係的資料，從而提升單位之服務質素。

五

1. 依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制訂一套公平，公正，公開的程序，當本堂在有職

位空缺時，進行招募，並甄選具備適合才能，知識，經驗的申請人去擔任有關職

位。確保本堂屬下職員知悉仁愛堂僱傭合約內容，及確立本堂與顧員訂立的僱傭

合約範疇，以供管理層統一執行。另確立本堂處理員工紀律之指引，使在推行紀

律政策時，有一致及公平之做法。

2. 行政及人力資源部定期舉辦入職啟導活動，為所有新入職員工安排入職啟導活

動，介紹機構及其服務單位之重要資料，以便同工儘快適應及有效執行工作。

3. "督導"可為員工提供知識、以及可改善他們的態度和技巧，故管理人員為員工提

供適時及適當的鼓勵、引導、監督和提點改善，並要配合員工需要以協助員工發

揮所長。

4. 制訂一套通用的員工培訓政策，以鼓勵員工不斷進修和自我增值，並就員工工作

需要提供培訓資助進修課程，藉以增長其相關的知識及改善其工作技巧，從而提

高更佳的服務質素水平。

六
為確保優質服務及運作水平，中心應透過制訂適當的工作計劃作為服務藍本及就服

務作出評估及檢討，並以不同途徑以收集或接收職員及服務使用者意見，對檢討過

程中鑑定的服務表現或質素問題，中心應備有具體之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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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中心政策

七
為確保社區中心保持良好服務運作及準確之活動財政紀錄，中心須備有程序制訂及

確認財政預算、妥善管理財政資源，監察財政表現及定期研究提高經濟效益或抑制

成本之法，以確保對堂方、資助團體之財政資助得到恰當運用。

八
中心制訂程序以確保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法例要求，並備有監察程序以確保中心

及同工遵守有關法例。

九
為確保本中心內人士處身於安全的環境、確保職員明瞭和遵守安全工作守則及適當

指導職員和服務使用者如何應付緊急事故。中心職員有責任以安全的方法行事、遵

守安全政策及程序，以及在發生緊急事故時，遵照指示行事。

十

確保中心以公平公正為原則，申請或拒收服務不應帶歧視成份，並按公平之招募標

準提供服務，確保申請接受服務者能公平地獲得所需服務。只要服務使用者符合指

定服務之申請要求而其本人沒有觸犯中心守則而判定不適合接受服務，服務使用者

都有權按先到先得原則獲取服務。而中心須備有退款或取消活動之程序作為有關安

排之依據。

十一
透過需要評估收集職員、服務使用者及相關人士的意見及需要，並將有關紀錄作為

制訂服務計劃之基礎及依據。中心有責任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記錄，以反映其情

況的變化。

十二 中心需提供運作及服務之最新資料，讓服務使用者在知情下作出選擇及決定。

十三 中心應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及其權利得到尊重。

十四
本中心確保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時，其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並將其個人資料保

密，並只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閱。本中心備有文件可供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

關注人士閱覽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十五
為確保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的權利，而毋須

憂慮遭受責罰，中心備有處理有關投訴及意見之程序，確保所提出的申訴亦得到處

理。

十六
為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言語、人身、性及精神侵犯的權利受到保障，中心備有相關

程序處理有關情況，以保障服務使用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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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

小組及活動報名優化安排
本中心舉辦小組及活動，

部份均由政府資助及外間企業贊助，故此參加者收費才能低於成本。

為增加報名程序公平程度，部份熱門小組及活動將會以抽籤形式進行。

有關小組及活動，亦會以下標誌以茲識別

備註

• 持有會員証者，有助加快繳費報名處理時間
• 家庭活動將會以整張報名名單抽籤，同一家庭請用同一張報名表報名
• 個別活動有特定參加資格，參加者有責任確保自己符合資格，不合資者將不接受其申請
• 上述程序不設任何後補名單，未能成功能中籤者，只可於按上述流程報名
• 抽籤日由主任級職員負責，歡迎會員監場

參與者在季刊內
細閱內容

籤附有　　

則代表須要抽籤

季刊派發日
開始接受入表
(五樓詢問處)

抽籤日
2015年5月20日*

(星期三)下午三時 
於501室進行

截表日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中籤者須在
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

至5月28日(星期四)
(星期日除外)

到中心繳費報名

餘下名額將於
2015年5月30日*

(星期六)

以「先到先得」報名

報名
程序

公佈抽籤結果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可以致電查詢

餘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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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一般使用者須知
1. 參加者須攜同報名收據或身份證明文件，供查

閱後方可上課。

2. 會員在報名及出席活動時，需帶備有效會員証。

3. 所有使用中心設施或服務的人士，須遵守中心
規則，違者有可能被終止服務。

4. 中心按「仁愛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各
會員之私隱權。服務使用者如對本中心服務有
任何意見可填寫「服務使用者意見表」或向中
心職員反映，中心將於二十個工作天內答覆、
跟進及處理。

5. 本中心逢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課程學員須知
6. 在任何情況下，學員不可私自轉由他人上課，

或攜同他人進入課室。

7. 導師會於第一課為兒童學員編配座位，家長對
有關安排不得異議。 

8. 學員不可攜帶動物或滋擾性物品進入課室。課
堂內請關掉手提電話，切勿錄音及拍攝。

9. 兒童班學員之家長須準時接子弟放學，本中心
並不負責於課堂後代為照顧學員。

10. 中心職員有權為活動拍照或錄影以作宣傳用途。

11. 中心有權更換導師而不作另行通知。

12. 學員如有呼吸道感染徵狀，須戴上口罩。中心
有權要求徵狀嚴重之學員回家休息。

13. 導師不會於課堂收取學員費用或向學員索取/提
供個人聯絡資料。

14.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退班，須
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
申請退班者，中心將扣除所繳費用之三成作行
政費用(不足五十元亦以五十元計算)。退班申
請必須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不受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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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轉班，須
繳付行政費港幣三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
申請轉班者，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轉
班申請必須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
不受理。

16. 就任何課程改動事宜，必須經中心辦事處通知
方可作實，導師不會自行安排學員調班或就課
程作出改動。

17. 學員如對中心服務有任何爭議，必須儘快通知
本中心，以便作出商討及改善。過後提出恕不
受理。

辦理出席證明
18. 學員可於課程完結後一星期內帶同有效會員證

申請「出席證明」，費用港幣十元。逾期申請
費用為港幣三十元正（本中心只提供一年內之
証明申請）。一經繳費，概不退還。

19. 申請人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
明」。不足者會獲發「報讀證明」。

20. 學員可於完班日後第4至12周內領取證明，逾
期未領，恕不另發。

21. 學員如需補辦任何其他證明文件，每項費用為
港幣五十元正。

惡劣天氣安排
22. 請留意八號熱帶氣旋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如

訊號於課程內開始前兩小時內仍然生效，課程
及活動將會取消，並不會另行補課。於黑色暴
雨警告訊號期間，中心活動將會繼續進行。於
三號颱風訊號時，即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
中心課程仍會如期上課。學員應視乎個人情況
自行決定出席或否，惟中心不會為缺席者安排
額外補堂。中心會於警告訊號除下兩小時後回
復正常運作，由教育署資助之課程，將按教育
署之停課安排為準，並不會另行補課。

23. 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心活動照
常舉行。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活動之性質及參
加者體力需要等因素下，本中心會考慮是否需
要延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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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於開課後懸掛課程活動將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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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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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報名表
會員填寫　參加者姓名： 

小組/活動編號： 名稱：

會員証編號： 聯絡電話：

非會員填寫

小組/活動編號： 名稱：

參加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一同報名的　(1)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家庭成員：　(2)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3)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 本人明白提供個人資料予貴中心是自願性質及應有責任取得上述人士之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

★ 本人亦明白需確保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確；如因資料不足及欠準確而引致服務提供之延誤，需由

本人負責。

★ 本人並同意這些資料可傳閱予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職員使用，以協助本人申請中心

的服務。

★ 報名者代表參加者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附上的『個人資料使用條文』，並在此簽署作實。

報名者簽署：  簽署日期： 

＊如參加戶外活動而年齡低於18歲者，請填寫下列「戶外活動家長同意書」＊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本 人 （ 家 長 / 監 護 人 姓 名 ） 　 　 　 　 　 　 　 　 　 　 　 　 　 ， 同 意 （ 參 加 者 姓 名 ）

　 　 　 　 　 　 　 　 　 　 　 　 　 參 加 　 貴 中 心 於 　 　 　 　 　 　 　 　 　 　 　 　 　 （ 日 期 ） 

舉行之　　　　　　　　　　　　　活動。本人明白參加者不能於中途離隊。如活動期間有特

殊情況，可致電　　　　　　　　　　　　　通知本人。

「 中 心 職 員 於 活 動 舉 行 ， 可 能 進 行 拍 攝 或 錄 影 ， 以 作 為 活 動 紀 錄 或 公 眾 場 所

展 示 之 用 ， 如 服 務 使 用 者 不 希 望 被 拍 攝 影 ／ 錄 影 ， 請 即 時 知 會 有 關 職 員 。 」

如有需要，此表格可以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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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小組
及活動

8.28暑假活動閉幕禮 
簡介：精彩的暑快將完結，兒童在這個又學到甚麼、得到甚麼呢？一同來參與「8.28暑假

活動閉幕禮」，欣賞及回顧大家於暑假內的點一滴！

目的：讓兒童及家長共同回顧精彩的暑期活動

內容：表演、零售及遊戲攤檔、「滿Fun好孩子」頒獎禮等

日期：28/8/2015 (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晚上8: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對象：所有屯門區人士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活動統籌
委員會」贊助；

　　　2) 家長可於活動當日帶同USB，以取回子女的暑期活動照片。

仁愛堂

精彩暑假樂滿Fun 2015

兒童最愛的暑假又來了!! 

想過一個滿分又有FUN的暑假嗎?

滿Fun好孩子計劃

只要作為幼稚園和小學生既你，係暑假參與由社工同事舉辦的任何小組/活動，即有機會
得到印花一個，集齊三個印花，就會係「暑期活動閉幕禮」當日獲得「滿Fun好孩子」嘉
許狀乙張，以示獎勵。

參與方法：

自7月份開始，你可以於參與的任何一個活動向工作員索取「滿Fun好孩子印花冊」一
本，即能參與本計劃。而最遲交還「滿Fun好孩子印花冊」的日期為25/8/2015，所有遲
於25/8/2015遞交者將不作處理。

計劃規則：

你可以選擇參與任何三個由社工同事舉辦的小組/活動，並於活動當天帶同「滿Fun好孩
子印花冊」向姑娘索取印仔即可

計劃獎項：

任何得到三個印花的參加者都得到「滿Fun好孩子」嘉許狀乙張

有關本計劃的詳情，可直接與羅蕙敏姑娘(26557564)、雲錦玲姑娘(26557543)、 
彭詠欣姑娘(26557507)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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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幼兒四圍走 活動編號：G16302

簡介：走入社區，進行一個與別不同的定向比賽，與幼兒共同認識和探索我們的「屯門」

目的：1) 提升幼兒對社區的認識 
2) 提升幼兒與人合作的能力

內容：定向比賽

日期：8/8/2015 (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5: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
對象：3－5歲兒童

幼兒學堂N 活動編號：G16300

簡介：遊戲是兒童的「必需品」。透過各類遊戲，兒童可以從中得到啟發，有助身心成長。
只要玩得其所，遊戲也可以是一種有效的學習，讓兒童快樂成長

目的：1) 提升組員的社交能力，如與人合作、相處能力 
2) 提升組員對社區事物的認知 
3) 提升組員的生活技巧能力

內容：小組合作遊戲、生活體驗、社區探索

日期：3/8－24/8/2015 (逢星期一，共4節)

時間：下午4:15－5:15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

對象：3－5歲兒童

藝術學堂B 活動編號：G16301

簡介：透過藝術素材來讓幼兒學習自我表達和思考，並用眼晴欣賞身邊事物，探索及成就幼
兒「創造性的自我」

目的：1) 啟發幼兒創意思維 
2) 提升幼兒表達能力

內容：繪畫、小手工

日期：7/9－21/9/2015 (逢星期一，共3節)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9-510室

幼兒在成長的階段經歷各式各樣的轉變，只有透過不斷的嘗試和探索，
才能更好地適應新生活。探索，讓孩子們體驗更多，得到更多，更重要
的是讓孩子們和家長們了解自己的好與壞。來吧！一同進入這個屬於幼
兒的「小小世界」，透過不同的活動和訓練，讓幼兒們盡情探索。

<小小世界～幼兒成長系列>

費用：$60

名額：8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對象：3－5歲兒童
費用：$60
名額：8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費用：$20
名額：14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此活動與和黃義工隊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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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O.童學會。會員招募日 
簡介：成為「B.A.B.O.童學會」的會員，你可以獲取或參與更多為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的福

利和活動。 
成為「B.A.B.O.童學會」的會員，你或可以憑藉你參與義工服務的付出，以優惠價錢
參與活動(正構思中)。

目的：1) 建立一個屬於基層家庭兒童的平等成長平台 
2) 提升兒童對「獲得」和「付出」的尊重和參與

內容：計劃簡介、會員登記等

日期：31/8/2015 (一)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2室

對象：4－12歲兒童 (低收入家庭之兒童)， 
家長可陪同參與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開心畫畫樂N 活動編號：G16303

簡介：社區義工達人黎啦!!  我們的義務導師Miss Ku有感於基層兒童能學習課外活動的機會
有限，是次活動由導師義務教授，既發揮導師關愛社區的愛心精神，又能協助基層兒
童，實在難得。

目的：1)提升兒童參與興趣班的機會 
2)提升兒童對繪畫的興趣

內容：學習繪畫及填色技巧

日期：3/8－7/9/2015 (逢星期一，共6節) 

時間：下午5:15－6: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
對象：5－7歲兒童 (低收入家庭之兒童)
費用：$60
名額：12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我們的社會，講求學歷與技能，基層家庭兒童往往會因為家庭經濟原因失去學習、遊戲
的機會，失去提升自我的機會，較容易造成跨代貧窮的問題。

B.A.B.O.童學會的出現是希望建立一個平等的成長平台，讓基層家庭兒童得到更多學習
和遊戲的機會。但「獲得」的同時，亦要明白「付出」的重要。因此，我們期望參與計劃內
活動的兒童，能把學習後的成果，回饙社區。

「Be A Better One」，是B.A.B.O.童學會的宗旨，兒童透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獲取
活動的機會；透過學習，獲取知識改變未來，成為更好的人。

「Be A Better One」，亦可以是任何人的宗旨，大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時間，成為我
們的社區義工達人，把技能教授予兒童，成為更好的人。

B.A.B.O.童學會—基層家庭兒童支援計劃

備註：1) 低收入家庭：領取綜援、或書簿津
貼全津 / 半津(2015-2016學年)；

　　　2) 有興趣參加者於活動當天，請帶同
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 / 半津的證
明文件，以作複印。如仍未收到學
生資助辦事處寄出的文件，可先以
銀行過戶的記錄作證明， 於日後補
交相關文件。

備註：1) 有興趣參加者必須向負責同事報
名，負責同事會根據報名時間作
留位次序安排；

　　　2) 參加者必須出示綜援證明文件或
書簿津貼全津證明文件；

　　　3) 因導師乃義務性質，活動日期或
因導師工作之緣故有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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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廚房大搞作 活動編號：G16304

簡介：社區義工達人黎啦!! 我們的義務導師GoGo姐姐/Eric哥哥是熱愛烹飪的人，喜歡與
人分享美食。有感於基層兒童能學習烹飪的機會有限，故希望利用空餘時間，教
授兒童製作美食，既發揮導師關愛社區的愛心精神，又能協助基層兒童。 
是次活動，參加者更會把所學的食物分享於社區人士，自學之餘又能分享。

目的：提升兒童參與烹飪活動的機會

內容：共同討論活動內容、動作製作美食、協助處理暑假活動閉幕禮攤檔

日期：課堂日：31/7、7/8、14/8、21/8/2015 (星期五) 
活動日：28/8/2015 (星期五)

時間：課堂日：傍晚7:00－晚上8:30 
活動日：下午1:00－晚上8: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9-510室

對象：7－10歲兒童 (低收入家庭之兒童)

費用：$100

名額：1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綜援證明文件或書簿津貼(全津)優先，書簿津貼(半津)亦歡迎參與。若參加者
未能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將收回$200的費用； 

　　　2) 因導師乃義務性質，活動日期或因導師工作之緣故有所更改；

　　　3) 請自備食物盒。

暑期義補小學堂 活動編號：G16305

簡介：學習和遊戲都是兒童成長時的需要。此活動由區內熱心的中學生擔任小老師，與參
加者共同完成功課，並成為兒童的同行者，一同渡過這個開心暑假。

目的：1) 提升基層家庭兒童得到教育支援的機會　2) 給予兒童一個邊學邊玩的機會

日期： 4/8/2015 (二) 11/8/2015 (二) 18/8/2015 (二) 25/8/2015 (二)

時間及
內容：

上午10:00－11:00
功課輔導: 做做暑期作業

上午11:00－
下午12:00
Board game 大比併

上午11:00－
下午12:30
球來球往

上午11:00－
下午5:00
戶外活動日（待定）

上午11:00－
下午1:00
自家製大食會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 戶外
對象：6-11歲兒童

費用：$80 (低收入家庭)、$180 (非低收入家庭)

名額：16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活動內容如有所更改，工作員將會於小組內另行通知；

　　　2) 低收入家庭是指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者，參加者於首堂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否則需交回全費；

　　　3) 低收入家庭：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半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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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作樂香港遊 活動編號：G16306
簡介：書展，是香港人一年一度的大事。走進展場，看看想看的書，感受一下現場氣

氛，增添一點書卷味吧！ 
而透過遊歷及探索，更能讓小朋友增進知識。是次活動帶領小朋友走進港島
區，遊覽香港動植物公園，讓他們透過遊歷及分組遊戲活動，增進知識及溝通
技巧。

目的：1) 參加者能透過參觀書展，提升閱讀興趣 
2) 提升參加者與人溝通的技巧和合作精神

內容：上午與參加者進入書展會場，選購心水書
籍，感受書展氣氛；中午與義工們進行午膳
和交流；下午前往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公
園，遊覽及進行分組定向遊戲。

日期：18/7/2015 (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5:30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公園/動植物公園 

<於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集合及解散>

升小一。訓練週 活動編號：G16307

簡介：五天的訓練課程，讓學童能投入集隊、上課、小
息、遊戲等學習模式，更重要的是學習與陌生同 
學建立友誼，擴闊社交圈子。 

目的：1) 協助升小一的學童適應小一上學模式 
2) 提升兒童的社交能力，從而更好的融入校園生活

內容：預習升小一課程、多元化的社交活動

日期：20/7－24/7/2015 (星期一至五，共5堂)

時間：上午10:00－下午3: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 ＜集隊地點：仁愛廣場＞

對象：升小一學生

籤

對象：7－11歲低收入家庭兒童
費用：$20 (費用包括車費、午膳及書卷

100元)
名額：2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防

曬用品；
　　　2. 此活動由「中銀(香港)」贊助；
　　　3.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

參閱第106頁。

由幼稚園進入小學，對兒童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環境。沒有午睡時間、排山倒海的功課和
默書考試、密集式的課外活動、大量的學習規則等，因此，不少家長都表示子女於升小後都
會面對適應困難，繼而出現不同的行為問題，令家長們都大感苦惱。

其實，子女升小學後，不論是家長還是兒童都需要認識或熟習另一種的生活模式。要有
效地適應新環境，當然是及早讓子女體驗，學習獨立。這對於兒童成長有著正面的影響。

升小學生訓練活動

費用：$600 
(費用已包括午膳、 
課程物資)

名額：1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 
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課程時間表內容或會因
應導師情況有所更改

「升小一。訓練週」時間表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30 集隊及早會

10:30-11:00 學術課

11:00-11:30 學術課

11:30-11:45 小息

11:45-12:30 美術課 社交課 體育課 社交課 美術課

12:30-1:30 午膳以及小休

1:30-2:30 社交課 通識課 社交課 通識課 社交課

2:30-3:00 班主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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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精彩活動>

小一。好友「營」 活動編號：G16308

簡介：兒童於成長上面對不同的成長任務和需要。透過是次日營，好好訓練兒童的
合作精神、解難能力、溝通能力吧！

目的：1) 透過合作活動，提升參加者溝通技巧和與人合作的能力 
2) 提升參加者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內容：團體訓練遊戲、享用營地設施

日期：30/7/2015 (星期四)

時間：上午8:30－下午5:30

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待定) 
<於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集合及解散>

對象：升小一學生

費用：$50 (費用包括車費、午膳)

名額：16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YES！I CAN」成長訓練營 
簡介：9月份開始升小一的寶寶們，是時候學習自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做一個

可以高呼「YES! I CAN」的小人類了！ 
而8-11歲既你，有無想過可以作為大哥哥大姐姐，照顧一下年幼的小弟妹
呢?

目的：1) 提升兒童的責任感　2) 提升兒童的自理能力　3) 提升兒童的團隊合作精神

內容：自理訓練、團隊合作訓練

日期：訓練日：12/8－13/8/201５ (星期三至四) 
家長營前會：10/8/201５ (星期一) (只適用於升小一學生的家長)

時間：訓練日：下午2:30－翌日下午2:30 
家長營前會：下午2:30－3:30 (只適用於升小一學生的家長)

地點：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待定)　(集合及解散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收費編號： G16309 G16332

對象： 9月份升小一的兒童 8－11歲兒童

費用： $130 $130

名額： 14名 14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 26557543雲錦玲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
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費用已包括車費、膳食及住宿。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著和波鞋，並自備食水和防
曬用品；

　　　3) 若未能成功租借營地，活動將會取消；
　　　4)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籤

籤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費用已包括車費、簡便膳食及教練
費。參加者須穿著輕便衣著和波
鞋，並自備食水和防曬用品；

　　　3) 若未能成功租借營地，活動將會取
消；

　　　4)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
閱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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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appy Summer 小領袖訓練日營 活動編號：G16310

簡介：這個年齡的兒童正面對著特有的成長任務和需要，同時也開始面對外在環境
給予的不同挑戰，此宿營協助兒童提升社交能力和抗逆能力。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　2) 提升參加者團隊合作精神

內容：陸上歷奇活動、團隊挑戰任務、享用營內設施

日期：16/7/2015 (星期四)

時間：上午8:30－下午5:30

地點：鯉魚門渡假村 (待定) 
<於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集合及解散>

對象：7-11歲兒童

費用：$130 (費用包括車費、午膳)

名額：12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出外。攀高峰 活動編號：G16312

簡介：攀石…訓練兒童的專注力、大肌肉、小肌肉等，更重要的是鍛鍊兒童的耐
力。你…準備好挑戰未呀!?

目的：1) 提升兒童自我挑戰的決心　2) 提升兒童的抗逆能力

內容：學習攀石知識、攀石活動

日期：20/8/2015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下午5:00

地點：大角咀體育館 (待定)

對象：7-12歲兒童

費用：$70 

名額：25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小老闆。暑期訓練計劃  活動編號：G16311

簡介：有無想過參與做個小老闆，學習營運和售賣呢？機會到啦！

目的：1) 讓兒童有一個不一樣的營運體驗 
2) 提升兒童與人合作和溝通能力

內容：攤位工作坊、小組會議、準備貨品、年宵市場當值

日期： 7/8/2015 (五) 14/8/2015 (五) 21/8/2015 (五) 28/8/2015 (五)

時間： 下午3:00－4:30 下午2:00－6:00 下午3:00－4:30 下午2:00－8:00

地點： 本中心 區外 本中心 本中心

對象：屯門區8－12歲兒童

費用：$400 

名額：請自組4人一組，6組名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籤

籤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防
曬用品；

　　　2) 若未能成功租借營地，活動將會
取消；

　　　3)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
參閱第106頁。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青
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費用已包括車費、簡便膳食及教練費。參加者須
穿著輕便衣著和波鞋，並自備食水和防曬用品；

　　　3) 若未能成功租借場地，活動將會取消；
　　　4)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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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小廚神—義工組 活動編號：G16314

簡介：小組內容豐富有趣，參加者除了可以增加對生活議題的認識、學習食物製作，同時會
學習一同籌備攤檔活動，於暑假活動閉幕禮中負責有關有“營”飲食的攤檔！

目的：1. 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及能力感 
2. 提升兒童的籌辦活動的能力 
3. 提升兒童生活方式選擇的機會 
4. 提升兒童的利他意識

內容：有“營”食物製作、惜食議題探討、創作有營餐單、攤檔籌備、主持有營飲食攤檔、
義工服務等。

對象：7－11歲兒童

日期： 小組活動：
22/7、5/8、19/8、26/8

(逢星期三、共4堂)

暑期活動閉幕禮：
(攤檔負責)：

28/8/2015 (星期五)

仁愛堂售旗日：
19/9/2015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00－
下午12:30

下午12:00－
晚上8:00 (暫定)

上午9:00－
下午12: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9-510室

名額：12人

費用：$10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1. 29/7、12/8小組暫停；

　　　2. 參加者須自備圍裙及餐盒；

　　　3. 暑期活動閉幕禮攤檔之確實時間有待小組上通知；

　　　4. 誠邀參加者與家長一同參與19/9/2015之仁愛堂售旗日。

“惜”食小廚神—初級組 活動編號：G16313

目的：1. 提升兒童生活方式選擇的機會 
2. 提升兒童的利他意識 
3. 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和能力感

內容：有營飲食製作、創作有營餐單、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示範有營小食製作、義工服務
等。

對象：4－6歲兒童

日期： 小組活動：
6/8、13/8、20/8、27/8

(逢星期四，共4堂)

暑期活動閉幕禮：
(有“營”小食介紹)

28/8/2015 (星期五)

仁愛堂售旗日：
19/9/2015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4:30 下午5:00－傍晚7:30 (暫定) 上午9:00－下午12: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9-510室

名額：12人

費用：$10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1. 參加者須自備圍裙及餐盒；

　　　2. 暑期活動閉幕禮有“營”小食介紹之確實時
間有待小組上通知；

　　　3. 誠邀參加者與家長一同參與19/9/2015之仁
愛堂售旗日。

116 社區中心兒童小組及活動 社區中心



Let’s Get Wet！Summer Day Camp 活動編號：G16315

目的：炎炎夏日，我們準備了一個以水為主題的日營，除了與小朋友一起經歷挑
戰，還為孩子們降降溫。  
1. 提升兒童的難解能力 
2. 提升兒童的團體合作精神

內容：以水為主題的競技遊戲及團隊挑戰任務

日期：20/7/2015 (星期一)

時間：上午9:30－下午5:00

地點：上水展能運動村 
(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集合及解散)

對象：7－11歲兒童

費用：$150

名額：18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親親海洋一天遊 活動編號：G16316

簡介：活動重點在於啟發學生對自然保育的認知，讓他們了解生物與生物、環境
及人類之間的關係，並學習愛惜和保護動植物，人與環境這個課題提供很
好的教材。

目的：1. 提升參加者對自然保育的認知 
2. 提升參加者對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的了解

內容：參加海洋公園學院的互動課程(約2小時)、午膳、留園參觀。

對象：8－12歲兒童

日期：24/8/2015 (星期一)

時間：上午9:00－下午5:30

地點：香港海洋公園

名額：20人

費用：$22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

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如活動不獲資助或園方未能安排活動，活動將會取消，結果最快須於2015年7月
中通知；

　　　3. 費用已包括入場門票、午膳、課程費用、交通費；

　　　4. 參加者於活動當日必須年滿8歲；

　　　5.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防曬用品、需穿著運動鞋；

　　　6. 如活動日期或內容有任何更改，將另行通知；

　　　7.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費用已包括車費、活動費及午膳；

　　　3)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防曬
用品、防蚊用品、更換衫褲鞋襪及
穿著波鞋；

　　　4)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
閱第106頁。

籤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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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創”兒童成長組4 活動編號：G16318

簡介：小組透過一系列鬥智鬥力的有趣集體遊戲和桌上遊戲，一方面促進兒童的邏輯思維，
另一方面兒童經歷與人合作。兒童更能發揮創意，在玩樂中學習表達自己，促進個人
成長！今年參加者還有機會成為攤位負責人，主持有關桌上遊戲的攤位，與人分享有
趣的桌上遊戲及小組成果。

目的：1) 提升兒童與人溝通和表達的能力 
2) 提升兒童的邏輯思維

內容：Board Games、團隊合作遊戲、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中負責桌上遊戲攤位
對象：8－12歲兒童

日期： 小組活動：
23/7、6/8、13/8、20/8/2015

(逢星期四，共4堂)

暑期活動閉幕禮
(攤位負責)：
28/8/2015

時間： 小組活動：
上午10:30－12:30

暑期活動閉幕禮(攤位負責)：
下午2:00－8:00 (待定)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名額：10人
費用：$10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彭詠欣姑娘
備註：暑期活動閉幕禮攤位當值之確實時間有待小組上通知。

大澳文化2天體驗之旅 活動編號：G16317

簡介：大澳以棚屋及其豐富的漁村文化著名，是次活動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參加
者在兩日一夜的活動中對大澳文化及生活點滴有更深刻的體會，參加者可親
身體驗在大澳棚屋居住的生活，感受香港僅有的漁村生活文化。

目的：1. 擴闊兒童的眼界　2. 增加兒童對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之體會 
內容：一晚棚屋生活體驗、乘觀光船漫遊大澳河涌及尋找中華白海豚、親手製作大澳特產

（如曬咸魚、茶粿製作）、大澳社區探索。

對象：8-12歲兒童

日期： 營前會：
5/8/2015(星期三)

大澳體驗之旅：
10/8－11/8/2015 (星期一至星期二)

時間： 下午3:00－4:00 上午10:30－翌日下午2:45

地點： 502室 大澳 (集合及解散：屯門渡輪碼頭)

名額：20人
費用：$28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彭詠欣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

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參加者於活動當日必須年滿8歲；
　　　2. 費用包括船費、住宿、活動費用、10/8晚餐、11/8早餐和午餐；
　　　3. 參加者須自備$40作為8月10日午餐之用；
　　　4. 活動之集合及解散地點為屯門渡輪碼頭；
　　　5. 參加者必須出席營前會；
　　　6. 此為暫定之行程，如活動內容有任何更改，將於營前會上通知；
　　　7.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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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加油站系列>

智叻同樂會B 活動編號：G16320

目的：1) 提升對參加者情緒表達的認識　2) 增加孩子與人相處之技巧
內容：情緒認識、集體遊戲、小組分享等
日期：1/9、8/9、15/9、22/9/2015 (逢星期二，共四堂)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對象：4-6歲兒童
費用：$80
名額：6人 (公開報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智叻同樂會A 活動編號：G16319

目的：1)提升對參加者情緒表達的認識　2)增加孩子與人相處之技巧

內容：情緒認識、集體遊戲、小組分享等

日期：14/7、21/7、4/8、25/8/2015 (逢星期二，共四堂)

時間：下午5:00－6: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對象：4－6歲兒童

費用：$80

名額：6人 (公開報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彭詠欣姑娘

備註︰1. 本小組預留數個名額予動感加油站畢業生；

　　　2. 動感加油站畢業生請自行向彭姑娘報名，名
額有限，先到先得；

　　　3. 仍於動感加油站或正在輪候動感加油站之兒
童不能參加此小組。

查詢：2655 7507彭詠欣姑娘
備註︰1. 本小組預留數個名額予動感加油站畢業生；

　　　2. 動感加油站畢業生請自行向彭姑娘報名，名
額有限，先到先得；

　　　3. 仍於動感加油站或正在輪候動感加油站之兒
童不能參加此小組。

動感加油站A班 動感加油站B班 動感加油站C班 動感加油站D班
活動編號：
G16321

活動編號：
G16322

活動編號：
G16323

活動編號：
G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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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大小肌肉訓練、專注力訓練

日期： 17/7、24/7、31/7、4/9、11/9、18/9、25/9/2015 (逢星期五，共7堂)

時間： 下午4:00－5:00 下午5:15－6:15 傍晚6:30－7:30 晚上8:30－9: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7-508室

對象：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
要之3－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
要之3－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
要之3－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
要之7－10歲兒童

費用： $175 $175 $175 $175

名額： 7名 7名 7名 7名

報名： 請聯絡負責職員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 1)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致電或親到中心留位，待負責職員安排約見後才繳交費用；
2) 綜援家庭或子女學校書簿津貼獲全額津貼者，可與負責職員聯絡安排減費；
3) 家長請每期預留其中最少4堂時間，一同參與小組，擔任小組義工；
4) 參加者的出席率需達80%，出席率不理想者，有機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5) 8月份小組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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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潛能發展系列>

Summer「少林」武術體驗宿營(3日2夜) 活動編號：G16325
簡介：這個年齡的兒童正面對著特有的成長任務和需要，同時也開始面對外在環境

給予的不同挑戰，此宿營協助兒童提升社交能力和抗逆能力。此外，訓練營
著重遵守規則及培訓領導才能，讓孩子們在體驗中學習及成長。 
3日2夜宿營中參加者會學習一套少林武術，完成考試可獲頒發証書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 
2. 提升參加者團隊合作精神 
3. 提升參加者自律能力

內容：武術訓練、紀律訓練、團體合作遊戲
對象：7－12歲兒童
日期：營前會︰24/7/2015 (星期五) 

訓練營︰26/7－28/7/2015  
　　　　(星期日至星期二)

時間：營前會︰下午3:00－4:00 
訓練營︰上午10:30－第三天下午4:15

地點：營前會︰仁愛堂社區中心 502室 
訓練營︰大澳少林武術文化營 
(於屯門碼頭集合及解散)

名額：24人
費用：$350

Green Kids樂滿Fun小組B 活動編號：G16326

簡介︰遊戲是小朋友學習的一個非常好的途徑。小組中會以集體遊戲，提升幼兒群體相處的
技巧，並學習遵守規則。此外加入綠色環保的活動，讓小朋友從小學習珍惜資源及責
任感。

目的：1. 協調和平衡，大小肌肉的發展 
2. 社交能力，學習群體合作、溝通、表達、協商 
3. 肯定自我能力 
4. 提升幼兒環保意識

內容：集體遊戲、大小肌肉訓練遊戲、環保小手工、小
組分享、嘉獎禮(每節小組中遊戲會以金幣作計分
及換取禮物)

日期：3/8－24/8/2015 (逢星期一，共四節)

籤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對象：3－5歲兒童
費用：$160
名額：8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Green Kids樂滿Fun小組C 活動編號：G16327
簡介︰遊戲是小朋友學習的一個非常好的途徑。小組中會以集體遊戲，提升幼兒群體相處的

技巧，並學習遵守規則。此外加入綠色環保的活動，讓小朋友從小學習珍惜資源及責
任感。

目的：1. 協調和平衡，大小肌肉的發展 
2. 社交能力，學習群體合作、溝通、表達、協商 
3. 肯定自我能力 
4. 提升幼兒環保意識

內容：集體遊戲、大小肌肉訓練遊戲、環保小手工、小
組分享、嘉獎禮(每節小組中遊戲會以金幣作計分
及換取禮物)

日期：2/9－23/9/2015 (逢星期三，共四節)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對象：3－5歲兒童
費用：$160
名額：8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個人
清潔用品、防曬用品、雨具、防蚊
用品、更換衣物及穿著波鞋；

　　　3. 如活動之內容有任何改動，將另行
通知；

　　　4. 參加者必需出席營前會；
　　　5.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

閱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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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綠色小達人 活動編號：G16328

簡介︰透過活動讓孩子們在暑假期間多接觸大自然及植物，培養綠色生活的意識。
事不宜遲，一起與我們渡過一個健康綠色暑期

目的：1. 提升參加者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2. 提升參加者的責任感

內容：一對手農舍訓練日營、種植工作坊

日期：訓練日營︰16/7/2015 (星期四) 
種植工作坊︰3/8、17/8/2015 (星期一)

時間：訓練日營︰上午9:15－下午4:30 
種植工作坊︰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訓練日營︰一對手農舍 (507-508室集合及解散) 
種植工作坊︰仁愛堂社區中心507-508室

對象：7－11歲兒童

費用：$60

名額：26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青年
事務委員會」、「青年活
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
巾、防曬用品、雨具、防
蚊用品及穿著波鞋；

　　　3. 如 活 動 之 內 容 有 任 何 改
動，將另行通知；

　　　4.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
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籤

愛‧「屯」‧源—愛惜我們的社區屯門及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我們相信透
過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減少浪費，可使我們的社區變得更美好。

愛‧「屯」‧源

動動手DIY—驅蚊膏 活動編號：G16329

簡介︰天然DIY的意義係咩?

　　　1. 市面上產品大多過度包裝，因而些生很多不必要的廢物，因此我們動手自己製作，
用可再用的器皿以及不需要侈華包裝

　　　2. 用天然材料，不添加防腐劑及化學成份，對自己及環境多一份愛護

目的：提升參加者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內容：製作驅蛟膏

日期：24/8/2015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9-510室

對象：8－11歲兒童

費用：$40 (包所有材料，每人有3盒製成品)

名額：10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Green Paint童繪樂 活動編號：G16330

簡介︰繪畫是一個很好訓練兒童觀察力及表達能力的媒介。是次小組透過反思日常生活，讓
兒童以環保綠色為題材，以繪畫形式表達，喚醒社區人士對保護環境的關注。組員作
品會於暑期活動閉幕禮作展覽

目的：1. 提升社區人士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2. 提升兒童的觀察力及表達能力

內容：資料搜集、繪畫、併貼

日期：29/7－26/8/2015 
(逢星期三，共4節) 5/8/2015暫停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3室

對象：7－10歲兒童

費用：$160

名額：6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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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館長2015～社區小領袖培訓計劃 
簡介：「小館長」培訓計劃已實行超過3年，反應十分熱烈，因此這個暑假將會再接再厲，

培訓更多小朋友成為社區的小領袖。 
計劃將透過一連串的小組訓練、訓練營、外出參觀、中心實習及義務工作來培養及提
升小朋友的責任感、團隊合作及回饋社會的精神。這個計劃將會舉行面試及甄選。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責任感 
2) 提升參加者的團隊合作精神 
3) 提升參加者回饋社會的精神

內容：小組訓練–義工態度及守則、了解小館長職責、相關工作及程序 
外出參觀–小組定向訓練、認識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及設施 
領袖訓練營–團隊合作訓練及解難任務 
義務工作實踐–於悅讀天地擔任小館長，並協助推行及籌備活動

日期：面試及甄選期–4/5－20/5/2015 (逢星期一及三) 
小組訓練–15/7/2015 (星期三) 及 27/7/2015 (星期一) (共兩節) 
領袖訓練營–22/7－23/7/2015 (星期三及四) 
義務工作實踐–8/2015

對象：8－12歲兒童

時間：面試及甄選期：下午4:00－7:00  
小組訓練–A隊：上午11:00－下午1:00　(活動編號：G16331)  
　　　　　B隊：下午3:00－5:00　(活動編號：G16332) 
外出參觀–上午10:00－下午1:00 (A隊)，下午2:00－5:00 (B隊) 
領袖訓練營–中午12:00－翌日下午4:00 
義務工作實踐–時間待定

地點：面試及甄選：本中心2樓 
小組訓練：本中心207室 
外出參觀：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領袖訓練營：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義務工作實踐：本中心悅讀天地

費用：每人 $200（成功取錄後才需要繳交）

名額：25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遞交報名表，並
安排面試時間

查詢：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 黃綺華
姑娘 (Eva)

備註：1) 報名人士必須通過面試並成功獲得取錄才
能夠於暑假參加此計劃；

　　　2) 出席率達100%的參加者（包括所有小組
訓練、外出活動及訓練營），以及服務時
數達８小時或以上，將會獲發小館長服務
証書乙張）；

　　　3) 低收入家庭兒童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獲全
額津貼或領取綜援)可獲活動費用減免，
但需出示有關証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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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同樂」
仁愛堂社區中心所舉辦的功課輔導班，不單是協助學生解決

功上的困難，我們更著重學生的身心發展，故本中心亦會同

時提供培育個人性格成長及家長輔導服務，務求使學生於個

人成長方面得到良好的發展。

「同學同樂」，是「一同學習」，更是「一同分享快樂」。

目的

○ 處理學生日常功課上的難題，並能
幫助學生溫習默書、測驗及考試

○ 透過定期舉辦家長會及小組，讓家
長間能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及定期
評估功輔班的表現，促進學生、家
長和導師的溝通

○ 提供適當的輔導服務給予家長、學
生及導師

○ 提供成長小組，培養品格的發展

服務內容

1.	 功課輔導　由經驗導師以6至8人小組進行，逢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課

2.	 家長會　透過定期舉辦家長會及小組，讓家長間能分
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及定期評估功輔班的表現，促進學
生、家長和導師的溝通

3.	 個人成長系列

 小組：每學期舉辦一次 (免費參與)　
 戶外活動：每學期舉辦一至兩次（優惠價參與）
 社工面談：全年不定期舉行 (免費參與)
 義工訓練及服務：全年不定期舉行　(免費參與)

4.	 親子活動　每年2次親子活動，促進親子關係（優惠
價參與）

5.	 獎勵計劃　禮物換領︰每2個月1次，學生可以指定
印仔數量換取禮物，藉此鼓勵學生積極學習

服務對象
 主要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仕，如單

親、雙職家庭、家庭經濟困難和缺
乏照顧者為先 (須提供相關文件)

上課時間
小學組 (以功課輔導為主)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堂數

收費

一般學生
收費

半額學校書
簿津貼學生

綜援、全額學校
書簿津貼學生

小一至小四學生
(每組約7-8人) 每月開班，逢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課，
公眾假期除外

4:00p.m-6:00p.m
6:00p.m-8:00p.m

共20堂 $700 $640 $560

小五至小六學生
(每組約7-8人)

4:00p.m-6:00p.m
6:00p.m-8:00p.m

共20堂 $780 $700 $600

小學組 (以功課輔導為主)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堂數

收費

一般學生
收費

半額學校書
簿津貼學生

綜援、全額學校
書簿津貼學生

「中英語文班」
中一至中三
(每組約7-8人)

每月開班，
一星期2堂，
(日期待定)，

公眾假期
除外。

6:00p.m-8:00p.m 共8堂 $500 $450 $400

「數理班」
中一至中三
(每組約7-8人)

6:00p.m-8:00p.m 共8堂 $500 $450 $400

報名程序：報名可以到五樓詢問處索取及交回報名表格，經負責同工個別約見及評估後，並根據其需
要性和報名時間作留位次序安排

報名地點：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　　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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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加油站>

Ｈappy Summer 陽光小領袖訓練日營 活動編號：G16336

簡介：這個年齡的兒童正面對著特有的成長任務和需要，同時也開始面對外在環境給予的不
同挑戰，此宿營協助兒童提升社交能力和抗逆能力。

目的：1) 提升參加者的抗逆力 
2) 提升參加者團隊合作精神

內容：陸上歷奇活動、團隊挑戰任務、享用營內設施

日期：16/7/2015 (星期四)

時間：上午8:30－下午5:30

地點：鯉魚門渡假村 (待定) 
<於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集合及解散>

對象：7－11歲單親家庭兒童

費用：$60 (費用包括車費、午膳)

名額：12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飲用水、毛巾、防曬用品；

　　　2) 此活動由「陽光加油站」贊助；

　　　3) 若未能成功租借營地，活動將會取消。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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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這樣的情況，可以找我們協助！

目的：協助新來港學童適應香港教育制度及社會環境，以增強英語能力及擴闊社交圈子。

內容：1. 社會適應：了解兩地文化，認識社區等 
2. 個人適應：人際關係、情緒處理技巧、自我形象及自信提升等 
3. 學習適應：基本英語及日常英語、學習態度及技巧等

對象：6－18歲由國內來港不足一年之學童

日期：全年進行

時間：早上10:00－中午12:00 /  
下午2:30－4: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帶備學童之通行證(單程證)親臨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查詢：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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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 Cooking Time 活動編號：G16337

簡介：香港是齊集國際美食的地方，當你進了一間特色
食店發現侍應生需要用英語點菜時，不知怎樣開
口? 吾想咁樣可以點樣？就趁住暑期同朋友結伴
一邊煮一邊講輕鬆學英語啦！It will be a piece 
of cake for you。有興趣提升英語會話能力的年
青朋友，快快來報名啦！

目的：1) 訓練過程中，提升參加者對烹飪的學習興趣

　　　2) 與導師交談過程中，增加參加者運用英語 
的能力和信心

內容：英語導師教授及示範四款特式西式食品

　　　1) 雞肉凱撒沙律卷

　　　2) 肉醬千層闊麵

　　　3) 雜菌菇燴意大利飯

　　　4) 朱古力梳乎厘

日期：3/7－7/8/2015 (逢星期五，共四堂)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10室

對象：9－20歲之青少年

冰皮月餅新手班 活動編號：G16338

簡介：中秋節食冰皮月餅廣受年輕人歡迎，但價錢昂貴仲有防腐劑。不如諗吓自己動手學做
一款屬於自己口味的冰皮月餅，製作簡單，概有滿足感又健康。

目的：1) 在學習過程中，提升參加者對烹飪的興趣 
2) 讓參加者靠自己勞力去完成作品培養成功感

內容：導師示範製作四款不同口味的冰皮月餅

日期：29/8/2015 (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10室

費用：$90

名額：10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對象：9－18歲之青少年

費用：$70 (包工具及材料)

名額：10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社區口琴義工小組 活動編號：G16339

簡介：趁住暑假想做義工？不如試吓用樂器去做義工啦! 
現開辦口琴義工小組為大家增值，有興趣的青少年朋友就盡快報名啦！

目的：1) 藉著吹奏口琴去培養參加者的音樂節奏感 
2) 用音樂去做義工，循序漸進去建立自信和成就感

內容：．導師介紹口琴歷史 
．基本技巧(姿勢、用氣及位置) 
．基本樂理(拍子、節奏、音程) 
．學習耳熟能詳輕鬆小品樂曲 
．義工服務時間 (17－31/8/2015 暫定)

日期：6/7－10/8/2015 (逢星期一，共六堂)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3室

對象：9－18歲青少年

費用：$50 (包教材)

名額：4－8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贊助」、「青年事務
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
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

青少年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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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新手試玩班 活動編號：G16342

目的：1)讓參加者認識龍舟運動，培養做運動的興趣　2)訓練參加者的合作精神及耐力

內容：1)由專業龍舟教練帶領參加者學習龍舟的基礎知識 
2)正確坐姿、划槳技巧及水上活動安全事項

日期：11/7/2015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1:00

地點：屯門咖啡灣 (暫定)

對象：14歲或以上青少年

費用：$30 

名額：10人

『遊走城市農墟』攝影樂 活動編號：G16341

簡介：遊歷城市和鄉郊，捕捉不同角度去表達相中故事，喜歡攝影生活動態的年青朋友，只
需要一部手機就能做到。

目的：培養參加者對攝影的興趣，增加對社區事物變化的觸覺

內容：(5/8) 導師教授基本拍照和構圖技巧，利用手機隨心拍出擁有個人風格的照片，然後
於屯門市不同地方進行拍攝。 
(12/8) 仁愛廣場集合，乘車往參觀地點上水『馬寶寶社區農場』，參與1小時導賞活
動(包括馬屎埔農村歷史、農民的耕種苦與樂、有機耕種的運作)，然後於村內拍攝社
區農墟擺賣過程，自費品嚐村民自製特式食品/購買有機蔬菜。參觀完畢乘車返回仁
愛廣場及解散

日期：5/8、12/8/2015 (星期三)

時間：(5/8) 上午11:00－中午12:30 
(12/8) 上午10:00－下午2:00

地點：(5/8) 504室   
(12/8) 仁愛廣場、馬寶寶社區農場

對象：12－18歲青少年

費用：$30 

『黑暗旅程』自我大挑戰 活動編號：G16340

目的：讓青少年透過參與創新的體驗式活動、當中互動活動及反思分享，培養大家的同理
心，理解殘疾人士的能力，並認識什麼是公約精神和核心價值。

內容：仁愛廣場集合，參加者與職員一同乘坐旅遊巴前往美孚『黑暗中對話』體驗館。由導
賞員帶領參加者進入體驗看不見的精彩旅程，完成旅程再由視障導賞員與參加者進行
互相分享經驗和得著，活動完畢乘坐旅遊巴返回仁愛廣場及解散。

日期：15/7/2015 (星期三)

時間：上午9:00－下午1: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美孚『黑間中對
話』體驗館

對象：12－18歲青少年

費用：$3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
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請自備
防曬用品、毛巾、替換衣服及飲用水；

　　　2. 集合地點屯門咖啡灣(暫定)。

名額：16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
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

名額：15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
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

　　　2) 自備防曬、防蚊用品及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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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您同行～鬆榜營2015 活動編號：G16343

簡介：每當提到「DSE」這三個英文字，很多同學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面對公開考試，相信不少同學都會感到無形的壓力。不論你們是今屆、翌屆或是去年
的考生，大家都是同行的伙伴，何不一起暫時放下這個無形的枷鎖，結伴同行去放鬆
一下呢！戰友們～鬆綁啦！

目的：．擴展參加者的社區支援網絡 
．提升參加者處理壓力的能力

內容：乘風破浪—團隊獨木舟體驗之旅、爭
「FUN」奪秒、「觸」光晚會、「數
星星～訴心聲」……

對象：16－22歲 (中四至大專學生)

日期：營前會：6/7/2015 (星期一) 
宿營：8/7－9/7/2015 (星期三及四) 
營後會：13/7/2015 (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下午4:00－5:30 
宿營：上午11:00－翌日2:00 
營後會：下午4:00－5:30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名額：22人

費用：$25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繳費報名

查詢：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備註：1) 參加者必須出席營前會；

　　　2)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鳳凰觀日夏令營 活動編號：G16344

簡介：日遊大澳，夜上鳳凰。凌晨時份，登頂觀日。極目而下，碧波萬頃，群山起伏，令人
神往。愛郊遊，敢挑戰的你又怎能錯過！

目的：提升參加者的自我效能感

內容：1. 大澳定向 
2. 行夜山，觀日出

對象：14－21歲之青少年

日期：營前會：18/7/2015 (星期六)   
宿營：20/7－21/7/2015（星期一至二） 

時間：營前會：傍晚7:00－8:30 
宿營：上午10:15－翌日上午11:30

地點：營前會：仁愛堂社區中心601-603室 
宿營：香港青年旅舍戴維斯旅舍 (昂平) 
集合地點：屯門渡輪碼頭

名額：28人

費用：$5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

備註：1. 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青年
事務委員會」、「青年活
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 此活動需要夜行鳳凰山，
體能較佳者適宜參加。

Yo Magic 
簡介：想學魔術「無難度」，服務社區「有深度」，來吧 YO Magic！

目的：借學習魔術與戲劇過程，增加青少年自信心與溝通能力，並藉魔術表演與探訪等活
動，宣揚關社睦鄰及關愛社區等互助精神。

內容：魔術學習、戲劇排練、探訪活動、社區表演 

日期：3/7－25/9/2015 (星期五)

時間：晚上7:00－9: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六樓606室

對象：有興趣的11至18歲青少年朋友

費用：免費

名額：10名

查詢：2655 7566 余育斌先生

備註：由於Yo Magic為義務表演的魔
術服務團隊，故有興趣的青少年
朋友們，請直接與余先生聯絡了
解詳細內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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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義工訓練計劃2015  

活動編號：G16346

簡介：利用餘閒時間幫助有需要的人嗎？ 

目的：1) 透過訓練計劃，提升義工對社會人士的
關心和了解

　　　2) 透過義工服務的籌劃和推行，提升青少
年的社區參與

內容：訓練日營、社區服務

日期：訓練日營：11/7/2015 (星期六) 
服務日：8/8－12/9/2015 (星期六)

時間：訓練日營：上午8:00－下午6:00 
服務日：下午2:00－下午6:00

地點：訓練日營：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 
服務日：屯門區

對象：2015年9月 升中一至中三學生

名額：12名

費用：$6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此活動與和黃義工隊合辦；

　　　2) 費用已包括車費、日營費。參加者須穿著
輕便衣著和波鞋，並自備食水和防曬用品

　　　3) 出席率100%者將得到出席證明；

　　　4) 參加者於暑假內亦用有機會參與不同的義
工服務活動，詳情將於活動內公佈。

仁愛義工 活動編號：G16345

簡介：悠悠暑假，想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就齊來加入義工行列吧！

目的：提升青少年的社區參與

內容：1. 義工訓練小組　2. 社區探索活動

對象：14－29歲之青少年

日期：組前面談：10/7/2015 (星期五) 
義工訓練及策劃：15/7、29/7、5/8、12/8、19/8、26/8/2015（星期三） 
義工服務日：25/7、9/8、16/8、29/8/2015 (暫定)  

時間：組前面談：下午5:00－6:00 
義工訓練及策劃：晚上6:00－8:00 
義工服務日：下午2:00－6:00 / 上午9:00－下午5:00 (暫定)

地點：組前面談：仁愛堂社區中心503室 
義工訓練及策劃：仁愛堂社區中心503室 
義工服務日：屯門區 

名額：20人

費用：$1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

備註：1. 鳴 謝 ：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贊
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
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

　　　2. 有興趣者請向何Sir報名留位，須出席組
前面談。

麵包包 
簡介：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食店為了方

便及講求品質，會把賣不完的食
品丟棄，這樣不免浪費，也增加
堆填區的負荷。在本區很多小商
戶也願意將賣不完的食品轉贈有
需要的人士，但是，需要有團體
及義工協助回收及轉贈的工作。

目的：提升參加者對社區的關注及綠色
文化的參與

內容：協助回收本中心附近的麵包，並
轉贈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日期：1/7－30/9/2015  
(會與參加者一起協商)

時間：晚上8:00－9:30 (會因應店鋪
的營業時間而有變更)

地點：屯門區

對象：15歲或以上的青年

費用：全免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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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物大行動．皮革維修服務 
簡介：現今大部份人都只愛追新棄舊，對於少少的瑕疵和破舊都不

能接受，造成過度浪費。但其實，很多東西都還有修補的可
能性。 
你家中有一些皮具(皮革手袋、皮革小物)破損了嗎？ 

目的：鼓勵延長皮具生命，減少造成浪費 

內容：手工製作 (皮革)

日期：全年進行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

對象：屯門區人士

費用：面議 (視乎皮具損壞情況而定)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此活動由「小小皮藝坊」成員負責；

　　　2) 若你有受損皮具希望維修，歡迎致電與敏姑娘聯絡。本小
組將視乎皮具損壞情況而作出決定，並保有最終決定權。

成人小組
及活動

「手作仔」婦女學堂–皮革體驗工作坊 活動編號：G16347

簡介：好想試下玩皮革，但又成日都報唔到班既大家，「小小皮藝坊」將會舉辦皮革體驗工
作坊，俾大家都可以體驗一下「自家制」、「DIY」的樂趣

目的：1) 提升婦女的技能 
2) 擴闊婦女的社交圈子 
3) 推動婦女參與手作工業

內容：「十字型散銀包」皮革手工製作

日期：8/9/2015 (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中午12: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

展才傳藝–翩翩舞動 活動編號：G16349

簡介：社區義工達人嚟啦！ 
舞蹈有助個人減壓，促進社交，甚至服務社會，一齊黎翩翩起舞喇！

目的：1. 婦女日常面對很多生活壓力，透過舞蹈來舒減壓力，亦可認識多些新朋友，擴闊生
活空間及人際網絡。

　　　2. 提供義工服務機會予社區人士發揮才能

內容：學習優美的民族排排舞，以舞蹈鍛鍊身體的柔軟度及靈活性； 
以表演作為義工服務，參與社區舞蹈表演，帶歡樂給街坊。

日期：6/7－21/9/2015 (逢星期一，共12節)

時間：晚上6:45－8: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2-503室

對象：屯門區婦女

費用：10名

對象：屯門區人士

名額：12名

費用：$80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1) 此活動由「小小皮藝坊」成員負責； 
2) 費用已包括導師費和活動物資。

名額：$160

報名：本中心五樓詢問處報名

查詢：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備註：請穿運動鞋或跳舞鞋

130 社區中心成人小組及活動 社區中心



月月有盈女當家社區培訓 活動編號：G16350

簡介：「巧婦難為無米炊」，婦女們面對百物騰貴的現況下，如何有效地運用有限的金錢，
應付生活所需的開支後，仍可為未來建立財務目標。另外，培訓後會變得更有自信、更
懂維護自己權益及與人協商，以及更能善用時間及金錢，從而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質
素。 

目的：1) 讓參加者認清自己消費背後真正「需要」，達到有效管理家庭財務狀況

　　　2) 學習理財的知識，提升消費自主及能力感

內容：1) 尋找自己內心真正的需要，不做盲目消費者

　　　2) 掌握自己的財務—建立財務目標，建立收入及支出預算，精明消費，增加收入方法

　　　3) 倚靠自己和塑造自己的將來—做好時間管理，為自己設立目標

　　　4) 發展自己的潛能和資源；認識社會資源；擴張個人網絡

　　　5) 建立個人價值，變得更有自信

　　　6) 如何與家人及子女訂定共同的財務目標

對象：來港七年以內的基層新來港婦女

日期：21/9－2/11/2015 (逢星期一，共7節)

時間：上午9:00－中午12:30

地點：本中心五樓503室

名額：12名

費用：$10

報名：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查詢：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備註：此計劃由婦女基金會贊助

關愛無限義工小組 活動編號：G16348

簡介：增強人與人的關懷，建立有情社區，快啲黎做義工喇！ 

目的：推動婦女參與義工服務，探訪屯門區的長者，向長者表達關愛訊息

內容：1. 義工培訓：認識長者的心理及生理需要、探訪及面談技巧訓練、學習推輪椅及 
長者操

　　　2. 關懷行動：到訪不同長者單位，進行義工服務，傳遞關懷訊息

　　　3. 探訪服務：探訪獨居長者

　　　4. 探訪時與長者細味屯門區過去的人、事、物，尋找長者過往對社會的貢獻，增強及
肯定他們的價值及存在感。

對象：有興趣服務長者的婦女

日期：10/7－28/8/2015 (逢星期五，共8節)

時間：上午9:45－11:45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及屯門元朗區

名額：8名

費用：$20 (包探訪車費)        

報名：請往本中心五樓詢問處報名

查詢：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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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心

申請方法及須知：
必需透過註冊社工作轉介申請，申請須知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yotupg.yot.org.hk

仁愛堂蕭鄭淑貞	
「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中心地址： 元朗水邊圍碧水樓平台

211- 217室
電　　話： 2479 3123
傳　　真： 2479 3126
電　　郵： csc1@yot.org.hk
服務範圍： 屯門、元朗 (包括天水圍)

仁愛堂圓玄學院	
「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中心地址： 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

一樓106室107室
電　　話： 2320 4007
傳　　真： 2320 4004
電　　郵： csc2@yot.org.hk
服務範圍： 黃大仙、觀塘

滙豐仁愛堂	
「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中心地址：九龍黃大仙睦鄰街七號
電　　話： 2326 3339
傳　　真： 2326 3779
電　　郵： csc3@yot.org.hk
服務範圍： 深水埗

「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仁愛堂自一九九九年開始不斷籌募及開發資源，發展多項弱勢社群服務計劃，協
助他們重新計劃及處理其個人困難，進而逐漸渡過困境，祈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學習及提升工作能力和生活技巧，讓個人質素提升，從
而增強其個人自我能力，積極面對和解決不利的情況。

服務內容

服務地區 屯門、元朗(包括天水圍)、黃大仙、觀塘及深水埗

家居維修
服務內容： ✾ 家居電力檢查及維修 
 ✾ 木工維修 
 ✾ 水喉及廁所水箱維修

服務對象：居所設施有潛在危機的
弱勢人士（如有經濟困難之獨居長
者、傷殘人士及單親人士等）

服務援助

援助項目： ✾ 殮葬費、短期應急生活 
    開支、租金、學費、 
    醫療及應急物資等

申請資格： ✾ 香港居民 
 ✾ 由社會福利署、學校、社會服務機構之註冊社工轉介

緊急援助

學習支援
服務內容：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
參加補習班或購買學習工具

服務對象：凡在香港就讀日間小一
至中三之經濟有困難及主科成績未
能達到合格水平之學生均可申請。

現金援助

課外活動費用
服務內容：資助清貧學生參加課外興趣
活動或課餘學習班

服務對象：凡在香港就讀日間小一至中
三之經濟有困難及缺乏資源參與興趣活動
之特殊需要學童 (需提交醫生證明)



『歷史薈萃遊』家庭旅行 

活動編號：G1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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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前往參觀『入境處博物館』，了解入境處的發
展歷史及日常職務，包括：出入境管制、不同年代
的証件式樣等。繼而前往樂富廣場，參觀『香港玩
具博物館』，欣賞逾萬件極具價值的玩具珍藏品、
首度曝光的限量版玩具及從外地搜羅的絕版玩具
等。午膳於樂富食肆，下午驅車直達『香港歷史檔
案館』，了解如何收藏近80萬份檔案及28,000本
圖書，當中有檔案、案卷、報紙、影片、照片、政
府刊物、報告、印刷品等。

家長及

家庭活動

籤

對象：區內家庭***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日期：24/7/2015 (星期五)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青山灣、樂富、官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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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55名

費用：成人$95　兒童(3－12)$75　2歲或以下$20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
須交回成人費用。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
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
換人，更不作退款。

『古蹟活化之旅』  親子港島遊 活動編號：G1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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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前往參觀香港歷史三級建築物：『荷李活道舊已婚警察宿舍』。此建築
物已被活化，名為『PMQ元創坊』創意中心，參觀中心內各項藝術展品，引
發小朋友的美術靈感及創意發輝。繼而前往位於金鐘添馬艦的「新政府總部」，有
「門常開」的設計建築物，一片綠悠悠的草地及欣賞維港景致。午膳於香港仔珍寶
海鮮舫，享用點心餐宴，下午驅車直達赤柱，遊覽揉合中和西式建築設計的『美利
樓』、重置的中環舊卜公碼頭上蓋及自由逛赤柱市集，盡享購物樂趣。

對象：區內家庭***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日期：30/7/2015 (星期四)

時間：上午8:45－下午5:30

地點：上環、香港仔、赤柱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8:45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9:00出發 (逾時不候)

名額：110名

費用：成人$110 兒童(3－12) $90　2歲或以下 $20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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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龍島、大廟』親子海鮮團 活動編號：G1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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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驅車直達鯉魚門碼頭，乘中式遊船前往港島東面清水灣南面的一座大
島嶼 -『東龍島』，沿途欣賞古蹟石刻。上岸後，參觀洪聖古廟、探索東龍
島炮台遺址、佛堂門燈塔、山頂石景、海蝕平台、海崖峭壁、潛龍吐珠、肚臍洞，更
藉此觀賞驚濤駭浪之雄偉景色。中午乘船返回鯉魚門港龍海鮮酒家，品嚐海鮮午餐。
繼而再上船，走訪『佛堂門』天后廟，建於南宋咸淳二年，有743年歷史，是全港最
古老的大廟，更可欣賞著名石刻，記載鹽官與友到訪的遊覽事蹟及遠眺附近的布袋澳
村。

日期：9/8/2015 (星期日) 

時間：上午8:30－下午5:30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8:30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8:45出發 (逾時不候)

地點：東龍島、鯉魚門、大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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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160　兒童(3－12) $140　***2歲或以下不適宜參加。 
(費用包括：車費、船費、午膳、抽獎及旅遊平安保險)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名額：10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參加者必須預備防晒用品及遠足便服； 
3.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仲夏展繽紛』家庭樂 活動編號：G1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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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前往香港大學，遊覽香港著名學府中一些具標誌性的建築物，包括：
用花崗石柱廊所支撐的『大樓』、香港法定古蹟的『孔慶熒樓』及歌德式
建築特色的『大學堂』等，加上各式學術庭園，實是家庭拍照取景的好地方。午膳於
鴨脷洲紅茶館餐廳，享用午餐。下午前往『數碼港』，漫步海濱長廊、綠草如茵，欣
賞無敵海景，景致醉人，還可玩互動遊樂場及逛遊具Cyber設計之商場及酒店。

對象：區內家庭***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日期：2/8/2015 (星期日)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薄扶林、鴨脷洲、數碼港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8:45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9:00出發 (逾時不候)

名額：110名

費用： 成人$110　兒童(3－12)$90　2歲或以下$20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籤

籤

134 社區中心家長及家庭活動 社區中心



『親子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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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編號：
G16356 G16108 G16109 G16110

內容：
參觀可口可樂廠

參觀昊華園犬隻
訓練中心

參觀消防局 參觀羊咩咩樂園

日期： 6/8/2015 (星期四) 20/8/2015 (星期四) 25/8/2015 (星期二) 23/8/2015 (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12:00 下午2:00－5:00 上午10:00－12:00 上午10:00－12:00

集合 
時間及
地點：

上午9:00 下午1:00 上午9:00 上午9:30

仁愛廣場集合

地點： 沙田 錦田 元朗 元朗洪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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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同價 $40

大小同價 $60
(包：車費及入場費)

大小同價 $20
大小同價 $40
(包：車費及入場費)

2歲或以下 $20 

名額： 50名 40名 50名 5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親子夜探螢火蟲』家庭夜行 活動編號：G16355

目的：1. 提昇愛護郊區，保護大自然意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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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驅車前往參觀『錦興粉麵文化博物館』，了解超逾百年的古老農具及古舊的傢俱
陳設等，藉此認識麵廠的經營生產、批發、零售乾濕粉麵製品，更可買喜愛的產品。
自費晚膳於大埔墟食肆或熟食中心，隨之前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沿途夜探螢火蟲，
探索螢火蟲的夜間生活，更有機會發現夜間出行的昆蟲。   

日期：15/8/2015 (星期六) 

時間：下午1:30－晚上10:00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1:30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1:45出發 (逾時不候)

地點：粉嶺、大埔滘

對象：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以家庭為單位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費用：$60大小同價  (自費晚膳)　***2歲或以下不適宜參加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名額：110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參加者必須穿著長衫、長褲、電筒或螢光棒、蚊怕水、帽子； 
3.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籤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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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爸吧 
簡介：做人父母感艱難，單親父親更是難上加難；來！我們一同分擔分享
目的：與一班單親家長一起關注自身的權益，並促進彼此的凝聚及支援。
內容：讓一班背景相近的爸爸，聚首一堂，傾吓近況，吐吓苦水，講吓心聲，互相支持，並

為自己的生活處境，爭取更有利的權益及環境。
日期：25/7、22/8/、26/9/2015 (星期六)
時間：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下午6:30－晚上9:30 (包晚膳)
地點：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對象：一群要隻身負起整個家庭責任的爸爸
費用：免費
名額：不限

動感加油站—家長支援小組 活動編號：G16357
簡介：本小組希望集合一群孩子有相若成長需要的家長，透過彼此交流、認識與支援。一方

面紓緩壓力，一方面更有效地促進孩子成長。
目的：1. 增加家長的社區支援網絡 

2. 促進家長間的交流 
3. 促進家長成為”家長導師”

內容：資訊分享及交流、學習家居訓練技巧、認識
自己及孩子的需要、家長活動等

日期：24/6、9/9、16/9、23/9/2015  
(星期三，共4堂)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00

識煮惜食@義務工作小組  
簡介：招募熱心義工回收剩餘菜蔬，篩選後轉贈予識煮惜食的社區人士
目的：提升本區居民對綠色文化的參與，及增加社區受眾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內容：菜蔬食物回收、篩選整理派發、識煮資訊推廣
日期：2/7－30/9/2015 星期一至五  

(按公眾假期及義工調配時間休息)
時間：早上9:30－中午12:00
地點：5樓501室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歡迎致電2655 7566 余育斌先生 
備註：1. 如屬新加入之參加者，請先與負

責職員聯絡；
　　　2.  附設托兒服務，須於報名時填報

子女姓名、年齡及性別；
　　　3. 晚膳費用：每個家庭$20。

爸爸去旅行 活動編號：G16358
簡介：「老爸　老爸　我們去哪裡呀？」 

想過一個只屬於父女／父子的週末嗎? 想一起接受挑戰嗎?
目的：提升父女／父子間的親密感
內容：兒童解難任務、親子遊戲活動、享用

營地康樂設施
日期：15/8－16/8/2015 (星期六至日)
時間：下午1:00－翌日上午11:00
地點：元朗康樂中心 (待定)
對象：4－7歲親子 (只限父親與子女參與)
名額：8對親子
費用：每人 $2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2室
對象：子女具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
費用：$40
名額：16人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7月至8月暑假期間小組暫停

對象：本區的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查詢：如有任何查詢， 

敬請洽電2655 7566 余先生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備註：1) 費用已包括膳食及住宿費。參加者須穿

著輕便衣著和波鞋，並自備食水和防曬
用品；

　　　2) 若未能成功租借營地，活動將會取消；
　　　3) 參加者請自備八達通以繳付車資；
　　　4) 父親可最多帶同兩名子女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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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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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會讓家長交流在管教上遇到的困難。

內容：訓練專注力、情緒管控、手眼協調、思考、表達及社交能力。

I	班（G16359） J	班（G16360）

日期： 31/7－21/8/2015 (逢星期五，共4堂) 5/8－26/8/2015 (逢星期三，共4堂) 

時間： 上午10:00－中午12:00 下午3:00－5:00

(1小時兒童遊戲，1小時家長討論)

對象： 3－5歲兒童及家長 3－5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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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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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鞋子適應孩子』足部健康計劃 活動編號：G16361

合辨機構：香港足科矯形師學會

簡介：一般家長都容易忽略子女是否穿了合適的鞋子或步履是否正確，當子女遇上『寬扁
腳』、『扁平足』、『八字腳』、『入字腳』或『X及O形腳』等問題時，就會十分
擔心。一對「不稱腳」的鞋履及鞋墊，極有可能令身體其他部位出現毛病：如：行路
容易疲倦、腳痛、膝蓋痛、腰痛等問題，問題嚴重會影響日常生活，應及早正視。

目的：1. 加強家長對兒童足部健康的知識； 
2. 提昇家長對子女足患的關注。

日期： 27/7/2015 (星期一) 3/8/2015 (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00－11:30 上午10:00－1:00 及 下午2:00－4:00

對象： 家長講座
講者：美國註冊足科矯形師
　　　陳思華女士

1. 講解兒童足部成長過程
2. 常見足患的原因
3. 分享選購鞋履的小貼士
   (附托兒服務 507室)

兒童足部檢查及評估
　　由多位註冊矯形師為兒童進行步履
測試，對一些疑似有機會遇上足患問題
的小孩，提供專業意見。現場更設有足
部健康資訊展覽，讓家長能盡早察覺到
子女的足部問題，減低病情惡化。
(建議家長先參加家長講座，再進行兒童
評估)

對象 3－12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50位家長 50對親子 (只為小朋友做測試)

費用： 免費    
(請向羅姑娘報名)

每對親子$20    
(出席者可獲紀念品乙份)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02-503室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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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加油站『東龍大廟遊』 活動編號：G1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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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驅車直達鯉魚門碼頭，乘中式遊船前往港島東面清水灣南面的一座大島

嶼—『東龍島』，沿途欣賞古蹟石刻。上岸後，參觀洪聖古廟、探索東龍島
炮台遺址、佛堂門燈塔、山頂石景、海蝕平台、海崖峭壁、潛龍吐珠、肚臍洞、士多
肥貓，更藉此觀賞驚濤駭浪之雄偉景色。中午乘船返回鯉魚門港龍海鮮酒家，品嚐海
鮮午餐。繼而再上船，走訪『佛堂門』天后廟，建於南宋咸淳二年，有743年歷史，
是全港最古老的大廟，更可欣賞著名石刻，記載鹽官與友到訪的遊覽事蹟及遠眺附近
的布袋澳村。

日期：9/8/2015 (星期日) 
時間：上午8:30－下午5:30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8:30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8:45出發 (逾時不候)
地點：東龍島、鯉魚門、大廟
對象：單親家庭，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費用：成人$80　兒童(3－12) $70　***2歲或以下不適宜參加。 

(費用包括：車費、船費、午膳、抽獎及旅遊平安保險)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名額：40名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2655 7568吳姑娘　電郵：

cammy.ng@yot.org.hk   
備註︰1. 此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

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參加者必須預備防晒用品

及遠足便服；
　　　3.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

換人，更不作退款。

「仁愛堂賣旗日」—親子義工招募 
目的：為弱勢家庭籌務經費，以協助舒緩生活上的

經濟壓力，藉以帶出『有情社區』訊息。
內容：親子賣旗
日期：19/9/2015 (星期六)
時間：早上7:30起自行安排時間售旗， 

但必須於中午12:00前，交回旗袋到收集站。
地點：新界區 (可選擇屯門或元朗區)
對象：3歲或以上親子
查詢及報名：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請直接致電羅姑娘報名，參加者獲贈『義工

獎狀乙張』

籤

『升小一選校』家長交流日 
目的：增加家長對選小一學校的資訊，為子女選讀較

適合子女的小學
內容：1. 小學生家長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及交流

選校心得。
　　　2. 分享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學校生活
日期：11/9/2015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中心五樓503室
對象：區內家長
費用：免費
名額：不限
報名：請直接向羅姑娘報名

『升中一選校』家長交流日 
目的：增加家長對選中學校的資訊，

為子女選讀較適合子女的中學
內容：1. 小學生家長以過來人身份，

分享及交流選校心得。
　　　2. 分享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一

學校生活
日期：7/8/2015 (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中心五樓502室
對象：區內家長
費用：免費
名額：不限
報名：請直接向羅姑娘報名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law@yot.org.hk
備註：特別邀請子女就讀區內中學之

家長出席分享會。

查詢：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電郵：nancy.
law@yot.org.hk

備註：特別鳴謝『子女
導航』家長組協
助籌備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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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社區
關懷力量系列

住屋關注會 
簡介：「安居」是市民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很多基層市民因各種因素仍未有合理的居所，

仍居於劏房、板房及臨時房屋等惡劣環境，淪為「N」無人士，你是否其中一位呢?

目的：1. 提升參加者對房屋政策的認識 
2. 提升參加者對個人權益的關注

內容：探討與房屋有關的題議及政策

日期：31/7、28/8、25/9/2015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時間：傍晚7:00－晚上9: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3室

對象：屯門區居民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報名：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23室 / 直接出席該次聚會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Free Market 
簡介：「與其封麈，不如送人」，為你的物品尋找新的主人。 

書本、漫畫、文具、玩具、精品、衫褲鞋襪、光碟等小型物品，一概歡迎。

目的：提升社區人士對綠色文化的參與

內容：擺地攤，齊分享二手物資

對象：社區人士

日期：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25/7、29/8、26/9/2015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屯門西鐵站f出口對出空地(近河田輕鐵站)

識煮惜食@菜餘回收 
簡介：透過熱心義工回收剩餘菜蔬，篩選後轉贈予識

煮惜食的社區人士

目的：避免浪費資源暨加重堆填區的負擔，建立「既
綠色•又互愛」的關愛社區。

內容：食物回收、篩選整理、惠贈街坊、識煮分享

日期：2/7－30/9/2015 (星期一至五)  
(按公眾假期及義工調配時間休息)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5樓501室

對象：珍惜食物的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查詢：如有任何查詢，敬請洽電2655 7566 余先生

備註：請自備膠袋，名額有限，派完即止

名額：不限

費用：沒有

報名：你只需要於活動時間內，前來
地攤拿取物品；或將物品帶來
地攤便可。

查詢：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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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購墟（新界西）第三季 
目的：減輕非公屋基層家庭(2人或以上)的生活負擔

內容：鑑於百物騰貴，本中心與眾膳坊合辦「樂購墟」服務，以低價出售食物及日用品，減輕家
庭支出，舒緩生活壓力。

對象：1. 非公屋租樓的低收入家庭(2人或以上)。 
2. 低收入家庭及綜援家庭(2人或以上)。

住戶
人數

非公屋的低收入家
庭入息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
數55%

2 $14,970 $9,350 
3 $19,820 $13,475 
4 $24,750 $17,600 
5 $27,490 $23,265 

6及
以上 $30,780 $23,155 

備註：每名會員每次限購指定貨品數量。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文件：1. 全個家庭的身份證明文件

　　　2. 全個家庭的入息證明及銀行
存摺或月結單

　　　3. 綜援續期信或書簿津貼文件
(如有)

資格：1. 先登記成為免費會員，方可
購物。

　　　2. 購物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及籌號。

會員登記期：

日期：5/5、19/5、2/6、16/6、
30/6/2015 (星期二)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2室

樂購墟墟期：

日期：7/7/2015 (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300個名額) 
下午2:30－5:00 (200個名額)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底層 (近健身中心旁)

物物送(菜包) 
簡介：1. 先登記成為免費會員，方可領取物品。　2. 每次領取物品必須出示「物物送」會員證。

目的：加強關顧非公屋基層租客的需要

內容：免費派發蔬菜及凍肉給非公屋的基層租客

日期：8/1－24/9/2015，逢星期四(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11:30－中午12: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9室

對象：非公屋的基層租客 (需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
人數

家庭住戶
入息限額(港元$)

家庭住戶
總資產淨值限額(港元$)

1 9,670 221,000
2 14,970 299,000
3 19,820 390,000
4 23,910  455,000
5 27,490 506,000
6 30,780 547,000
7 34,220 585,000
8 36,550 613,000
9 41,020 677,000
10 43,030 729,000

費用：全免

名額：不定

報名：逄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2:00－5:00， 
在仁愛堂社區2樓資源閣

查詢：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備註：1. 份量會按家庭人口而有所改
變；

　　　2. 為免浪費，請參加活動的家
庭，按時取貨，珍惜食物；

　　　3. 此活動與聖雅各福群會眾膳
坊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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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對象：
1. 月租形式租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工業大廈及商業大廈；

2. 租住臨時房屋，居住單身人士宿舍(包括寶田邨臨時收容中心)、船艇或露宿者； 

3. 申請人需無領取綜援、無物業

推行時間：
2015年1月2日開始至2015年8月31日

申請及查詢：
2655 7520 當值社工

津貼金額：

住戶人數 津貼額

1人 4,000元

2人 8,000元

3人 11,000元

4人或以上 13,000元

入息及租金限額：

住戶人數 入息限額 租金上限

1人 9,670元 4,835元

2人 14,970元 7,485元

3人 19,820元 9,910元

4人 24,750元 12,375元

5人 27,490元 13,745元

6人或以上 30,780元 15,390元

需要提交的文件：
1. 申請人及所有同住人士的香港身分證，11歲以下人士交香港出世紙(非本港

出生者交特區護照／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單程證)

2. 近3個月租單（能顯示住戶其中一位人士為該居所租客、住址和每月租金）/ 
自述書

3. 全家有收入成員最近3個月的入息證明 / 自述書

4. 自動轉賬者：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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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街坊　大募集 
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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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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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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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城內活動包羅萬有，總有一項預埋你！ 
「多元文化」通識系列活動 
「共同新體驗」全城參與系列 
「家家連心」配對行動

對象：入城資格：

　　　◆ 在屯門生活的人（不論國藉，語言，種族，年齡，膚色…）

　　　◆ 認同並願意實踐我們相信的服務理念，共建友情社區

　　　◆ 以往曾參與我們最少一次的多元文化系列活動，或出席「融城」
簡介會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優先參與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益街坊價)

報名：往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 /  
5樓詢問處，索取並填妥「融城計劃報名表格」

查詢：2655 7520 黃綺華姑娘 (Eva) /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融城」 
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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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電影學「Hindi」 活動編號：G16362
簡介：「Hindi」是「印度語」，是印度的通

用語言。是次活動將透過有趣的電影情
節，讓參加者從中學習平日較少接觸的
語言，還可以和少數族裔導師玩遊戲及
交流！一舉兩得！

目的：提升參加者對少數族裔語言的認識及問
好的技巧

內容：小組遊戲、電視欣賞、角色扮演
日期：25/7、1/8/2015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融城」義工領袖訓練 活動編號：G16086
簡介：「融城」計劃推行至今已有5年，我們致力透過

不同類型的多元文化系列活動來提升華裔人士與
少數族裔人士的認識及了解，促進彼此交流及溝
通，共建有情社區。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更多社區
人士加入義工行列，並成為文化大使，與我們一
同推廣種族共融的精神。

內容：小組遊戲、外出定向文化體驗、義工籌備及推行
日期：小組訓練 

兒童組：14/7－25/8/2015 (逢星期二) 
青少年組：17/7－28/8/2015 (逢星期五) 
義工服務日：8/8/2015 (星期六)

時間：小組訓練：上午11:00－中午12:30 
義工服務日：上午11:30－下午5:00

PURPOSE ： ● Enhanc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towards the langu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ir greeting skills

CONTENT ： ● Group games and activities    ● Watching movie    ● Role play
DATE ： 25/07/2015、01/08/2015 (Saturday)     
TIME ： 11:00 a.m.－1:00 p.m.
VENUE ： 2/F, Room 201-202 in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TARGET ： Aged 6－12 Children
VANCANCY ： 10
FEE ： $30
APPLICATION ： Apply and pay at 5/F counter,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ENQUIRES ： 26557520 Miss Frisbee / Miss Eva

“Harmony City” Volunteers Leadership Training Code：G16086
CONTENT ： ●  Group Activities, Cultural checkpoint games, Volunteers Training and 

Services
DATE ： Group Training

Children Group: 14/7－25/8/2015 (Every Tuesday)
Youth Group: 17/7－28/8/2015 (Every Friday)
Social Services Day: 8/8/2015 (Saturday)

TIME ： Group Training: 11:00a.m.－12:30 p.m.
Social Services Day: 11:30am－5:00p.m.

VENUE ： 2/F, Room 207 in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TARGE ： Children Group: P.4 to P.6

Youth Group: F.1 to F.6
FEE ： Free of charge
APPLICATION ： Fill up the application form at 2/F,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ENQUIRES ： 26557520 Miss Frisbee / Miss Eva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201-202室
對象：6－12歲兒童
費用：$30
名額：每班10人
報名：本中心5樓詢問處繳費報名
查詢：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  

黃綺華姑娘 (Eva)
備註：參加者必須成為融城會員，並出席融城簡

介會（入城報名表將於活動當天派發）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207室
對象：兒童組：小四至小六 

青少年組：中一至中六
費用：全免
名額：不限
報名：本中心2樓詢問處遞交報名表格
查詢：2655 7520林藹欣姑娘 

(Frisbee) / 黃綺華姑娘 (Eva)
備註：參加者必須成為融城會員，並出

席融城簡介會（入城報名表將於
活動當天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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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特色手創藝術 
簡介：南亞手繪精細巧妙，成為南亞文化藝術之一。簡單

的「點」和「線條」便能配搭出很多獨一無二的圖
案。這些圖案除了可以繪畫在手上，還可以加添在
不同的物件上，變成具有南亞特色的手創物品！

目的：增加參加者對南亞藝術的認識 
提升參加者的創作能力

內容：兒童篇：杯墊 
青少年篇：耳環吊飾/手鐲  
婦女篇： 鏡盒製作

日期：兒童篇：25/7/2015 (星期六) (編號 G16363) 
青少年篇：1/8/2015 (星期六) (編號 G16364) 
婦女篇：15/8/2015 (星期六) (編號 G16365)

時間：下午2:30－4:30

PURPOSE ： Enhanc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bout the South Asian Arts
CONTENT ： ● In this workshop there will be some samples (Photos) of Mehndi so 

that you can choose the pattern by yourself and the professional artist 
will assist you to draw the mehndi pattern

Children：Cup pad             (Code G16363)
Youth : Earrings / Bracelet        (Code G16364)
Women: Mirror                 (Code G16365)

DATE ： Children：25/7/2015 (Saturday)
Youth：1/08/2015 (Saturday)
Women：15/8/2015 (Saturday) 

TIME ： 2:30p.m.－4:30p.m.
VENUE ： 2/F, Room 207 in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TARGET ： Children：Primary 1 to 6

Youth： Secondary 1 to 6 
Women：Aged 18 or above

VANCANCY ： 10
FEE ： $20 for each class
APPLICATION ： Apply and pay at 5/F counter,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ENQUIRES ： 26557520 Miss Frisbee / Miss Eva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207室
對象：兒童：小一至小六 

青少年：中一至中六 
婦女：18歲或以上

費用：每堂$20 (包材料及導師費)
名額：每班10人
報名：本中心5樓詢問處繳費報名
查詢：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  
黃綺華姑娘 (Eva)

備註：參加者必須成為融城會員，並
出席融城簡介會（入城報名表
將於活動當天派發）

EID MUBARACK PARTY  
PURPOSE ： 1. To enhance knowledge and appreciate Pakistani culture and festivals.

2. To encourage Ethnic Minority family to get together, socialize and 
communicate and form a social network.

CONTENT ： Games and Pakistani Food and Gifts
DATE ： 29/7/2015 (Wednesday)
TIME ： 10:00a.m.－12:30noon
VENUE ： Room 610－Room 611
TARGET ：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VACANCY ： 50
ENQUIRES ： 2655 7520  Miss Teresa / Miss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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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Kids Yummy Time (為食小廚~~英文廚房) 
PURPOSE ： 1. Encourage Ethnic Minority participants (kids) and Chinese participants 

(kids) living in Tuen  Mun to build up social network through common 
platform like cooking.

2. Enhance participants interest and knowledge on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y diet and Cooking skills.

CONTENT ： To cook different varieties of Indian, Pakistani and Western style healthy 
snacks which is delicious and easy to prepare.

24/7/2015 (Friday)　code: G16366

(Both EM and Chinese can participate)

Indian Snacks: 印度小食

Onion pakora and Lassi (sweet yogurt shake)
31/7/2015 (Friday)　code: G16367

(Both EM and Chinese can participate)

Western snacks: 薄餅小食

Vegetable Cheese Pizza
7/8/2015   (Friday)　code: G16368

(Both EM and Chinese can participate)

Western snacks: 漢堡小食

Potatoes Fries and Chicken Burger 
14/8/2015 (Friday)　 code: G16369

(Both EM and Chinese can participate)

Western snacks: 甜甜圈小食

Doughnuts
TIME ： 2:30pm－4:30pm.
VENUE ： Room 509-510 in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AGE ： Aged 6－10 years
VACANCY ： 5 for Chinese / 5 for EM kids
FEE ： $20/ lesson
APPLICATION ： Apply and pay at 5/F counter ,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ENQUIRES ： 2655 7520 Miss Teresa / Miss Eva

「融城」夏日樂繽紛嘉年華 
目的：提供一個共融互動的平台，促進不同族

裔人士交流溝通，認識彼此不同的文化
內容：多元文化遊戲攤位 

手工藝創作坊
日期：8/8/2015 (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5:0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悅讀天地

＂HARMONY CITY" Summer Fun～CARNIVAL
PURPOSE ： ● To provide a platform facilita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s.
● To facilitat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ethnics
CONTENT ： ● Multi-cultural games booths

● Arts and Handcrafts workshops
DATE ： 8/8/2015 (Saturday)
TIME ： 2:00p.m.－5:00 p.m.
VENUE ： 2/F,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TARGE ： Community People
FEE ： Free of charge
Quotas ： 60
APPLICATION ： Fill up the application form at 2/F counter,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ENQUIRES ： 26557520 Miss Frisbee / Miss Eva
REMARKS ： Limited quotas,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對象：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60人
報名：本中心2樓詢問處報名
查詢：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 黃綺華姑娘 (Eva)
備註：由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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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悅讀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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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索取儲物櫃編號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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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假期 休息

服務使用者須知

閱覽室假期
端午節 20/6/2015

閉館盤點 1-3/7/2015

中秋節翌日 2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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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忠航自修室
丘忠航自修室使用守則

1. 7-9月開放時段

星期一 下午 1:30 至 晚上 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30 至 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 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30 至 下午 1:00

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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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留之自修室証將即日交往地下保安部，請自行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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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設討論室予自修室使用者，如需與同學進行討論，請往接待處登記，以半小時為一

節，最多1小時；

13. 所有個人財物，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中心概不負責；

14. 中心現已有8部手提電腦供同學借用，有需要者請往接待處登記；

15. 中心現已有8部手提電腦供同學借用，有需要者請往接待處登記；

16. 本中心不會提供交流電源供器材使用。

查詢電話：2655 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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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前往二樓詢問處 

查詢申請詳情

社區中心 147社區中心 田家炳悅讀天地／丘忠航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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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暉樓

愛明樓
遊樂場

遊樂場

愛禮樓

陳瑞芝中學

譚柏雨中學

可藝中學

伊斯蘭小學

胡少渠小學

何日東小學

愛德樓

屯
門
河
道

愛樂樓

愛信樓 愛義樓
愛廉樓

愛勇樓

愛𣌀樓

愛智樓 定康樓
停車場
及商場

停車場

停車場

停車場
及市場

屯門公園

定祥樓

定德樓

定龍樓

定泰樓

社區中心

中心開放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9:30-1:00
下午1:00-2:00 午膳時間
下午2:00-5:30
晚上6:00-7:00 晚膳時間
晚上7:00-9:30 - - - - -

 中心開放及接受電話查詢　　

 中心暫停班組服務及只接受電話查詢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Like us on
Facebook
歡迎對本中心讚好

Facebook專頁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電話：2450 8822　　電郵：rcc@yot.org.hk　　網址：http://rcc.yot.org.hk
地址：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傳真：2458 3300

民間智慧團計劃查詢及預約熱線：8100 0562

屯屯愛物店：2404 1220

中心位置

有情社區

愛人  惜物  獻有餘

婦女新識 
一個屬於婦女的時光，在這一個空間，妳就是妳，想
分享，想學習，想開心，想輕鬆，想休閒，想了解身
邊的人事物，都歡迎你﹗
目的：舊雨新知，齊齊分享人事物，齊齊學習，齊齊

關心社會大是大非，建立屬於婦女的開心時光
內容：

7月份 7月8日	 電腦及手機應用—旅遊篇
7月15日	電腦及手機應用—通訊篇
7月22日	時令美食—鹹蛋*
7月29日	樂活旅遊—環保園

8月份 8月5日	 運動同樂日
8月19日	曬後護理DIY*
8月26日	時令美食—健康月餅*

9月份 9月2日	 升級改造篇—廁紙筒*
9月9日	 升級改造篇—橫額*
9月16日	升級改造篇—膠樽燈籠*
9月23日	升級改造篇—紙包燈籠*
9月30日	升級改造篇—惜食月餅*

「*」需另付材料費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婦女
名額：12位
收費：全免 (*另付材料費)
查詢：2450 8822 呂志恆先生(活動助理)
備註：1. 有興趣的朋友，可於活動開始前一個月

親臨中心報名。
　　　2. 為更能善用名額，已報名者若因事未能

出席，請儘快致電本中心，好讓後補人
士可替補參與。如未有致電而缺席者，
其後一個月內之參加資格將被置於後補
名單上。

　　　3. 每次活動會預留五個空缺予新參加者
(即三個月內沒有參與婦女新識者)。

　　　4. 請準時出席活動，若遲到多於十五分
鐘，其後一次參與會被置於後補名單，
若遲到多於三十分鐘，本中心有權因影
響活動進行而拒絕其進入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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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樂無窮—中秋篇
齊來分享煮食樂趣和綠色、養生飲食訊息，並於服務日及中心活動中分享，實踐所學，共建
關愛健康社區。
1. 每堂分享綠色、養生飲食和快樂資訊，建立快樂社區　2. 每堂學習烹調不同食物
3. 於服務日與區內長者分享所學　　　　　　　　　　　4. 在中心其他活動中分享
日期/時間：27/7－14/9/2015 (逢星期一)　上午9:30－下午12:30 

　　 21/9/2015 (星期一)　　　　　 上午9:30－下午3:00【服務日】 
　　 7－9/2015年 (日期及時間待定) 【中心活動分享】

地點：本中心家政室
對象：願意分享正能量及服務社區的街坊 (需面試)
名額：12位
收費：$120 或 $96+24屯

屯民運動大使 
學習、推廣健體操及保健操等，向屯門居民推廣正
面健康訊息，並鼓勵大家一同參與運動。
內容：1. 健康運動課程、動感熱身操、健體操十二

式、大笑瑜伽及十巧式
　　　2. 培養個人自信，提昇說話能力以面對群眾
日期：6/7－21/9/2015 (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本中心紅日及綠茵坊

對象：18歲或以上屯門居民
名額：15位
收費：全免
查詢：2450 8822 梁美芬 (社工) 或 

吳家偉 (活動助理)
備註：1) 課程推廣正面健康訊息及運

動，需邀請參加者面談
　　　2) 參加者需出席至少8成 (約

10堂)，及參加不定時的推
廣活動

關愛先鋒長者義工服務計劃 
「關愛先鋒，樂於助人，發揮潛能，如沐春風」一
班開心老友記每個星期聚會，實踐我們的口號，一
同分享、一同服務，建立開心關愛的社區！快點加
入，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吧！
內容：1. 分享區內有用資源 

2. 興趣學習，如健康操等 
3. 共同計劃一個戶外活動 
4. 傳達關愛訊息給身邊長者朋友，如家訪等

生活常綠先鋒隊 
種植活動可說是綠化生活的其中一項選擇，綠化我
們的生活空間與週遭環境，能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賞
心悅目的視覺享受，還有淨化空氣的效果。
內容：以培養組員種植興趣和能力為主，進而協助

中心向社區推展綠化環保服務。
日期：3/7－25/9/2015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關注綠色生活的居民
名額：10位
收費：全免
查詢：2450 8822  

吳瑞蘭 (高級活動工作員)

日期：8/7－30/9/2015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本中心紅日及綠茵坊
對象：55歲以上街坊和長者
名額：25位
收費：全免 (部份活動或會另外收費)
查詢：2450 8822  

溫潔雯 (社工) 或  
呂志恆(活動助理)

抱抱綠色—預防篇
內容：1. 了解全球暖化的原因及影響
　　　2. 學習DIY防蚊膏、防曬用品
　　　3. 協助製作防蚊膏作推廣綠色文化之用
　　　4. 分享綠色生活點子
日期：16/7 及 23/7/2015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本中心孩子天地

對象：有心關注天然及環保的朋友
名額：12位
收費：$40
查詢：2450 8822 溫潔雯(社工)
備註：1. 請 大 家 自 備 玻 璃 小 瓶 或 小 膠

樽，以分享製成品。
　　　2. 參加者必須親身出席方能領取

製成品

查詢：2450 8822  
吳瑞蘭(高級活動工作員)

備註：出席率必須達80%以上(包括必
須出席服務日及最少一次於中
心活動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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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資助之活動

綠色關愛運動2015  愛人‧惜物‧獻有餘
最佳清潔員工選舉
歡迎屯門區內各管理公司、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學校、食物環境衞生署轄
下清潔公司、大型公共及社會服務機構等提名負責清潔的同工參與

參與組別：敬業樂業組、終身成就組、綠色環保組 (共選出20位最佳清潔員工)

特別大獎：「最綠色環保大獎」、「最敬業樂業大獎」、「最老行尊大獎」各一名

截止日期：2015年6月19日 (五)

評審日期：2015年6月30日 (二)

頒獎日期：2015年8月12日 (三)

綠色關愛機構委任：
簽署承諾書，承諾一同推動屯門成為綠色關愛社區，於來年參與綠色環保、關愛社
區之工作，如已連續獲委任，會於委任狀內註明。

參與方法：
1. 親身到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01–407室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索取提名
表格及章程。

2. 於中心網頁www.rcc.yot.org.hk下載

3. 致電2450 8822索取傳真

查詢電話：2450 8822 溫姑娘(社工)

「升級綠色衞生家」運動 2015工作坊
內容：1) 親子創意升級再造及環保家居清潔

　　　2) 培養小朋友綠色生活習慣，減少垃圾，成
為盡責的公民

日期：2015年5月至7月

時間/地點：個別與參與學校/團體與導師協商

對象：幼稚園、小學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10個，每次20位

費用：全免
* 完成工作坊將被委任為《「升級綠色衞生家」 大使》

繼續於生活中利用回收物品，發揮創意，成為升級再造
作品，並於生活中分享綠色衞生點子

* 完成作品將上載社交網路(FACEBOOK)專頁作宣傳或於
不同公開場合作展示及推廣

抱抱綠色—清爽篇
九月這個天氣交替的季節，肌膚也時出狀況，市場上不少標榜清爽、冰肌等的護理用品，有吸
引到大家嗎？大家又了解它們的成份、對環境及水源的影響嗎？

其實，清爽肌膚也能DIY的～～

內容：1. 了解「水」的本質及現況

　　　2. 個人護理及清潔對水污染的影響

　　　3. 製作化妝水、磨砂及面膜 

日期：17/9 及 24/9/2015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本中心紅日及綠茵坊

對象：關注天然及環保的朋友

名額：12位

收費：$20

查詢：2450 8822 溫潔雯(社工)

備註：1. 請大家自備玻璃瓶(建議100-200毫升)，
以分享製成品。

　　　2. 參加者必須親身出席方能領取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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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無窮～樂遊綠屯門2015」導賞遊
內容：1. 帶動公眾遊覽屯門特色遊路線

　　　2. 鼓勵參加者觀察和欣賞大自然，從中學習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愛惜天地。

　　　3. 認識社區的歷史文化及環保工業，明白適當的保育、管理與教育的重要，以減少
對環境的破壞，使地區得以持續發展。

　　　4. 到訪本區特色商戶，鼓勵參加者以參與消費去支持特色小店的經營及發展，以推
動屯門的旅遊經濟發展。

　　　5. 鼓勵參加者拍攝報料到「永
續無窮」APP，以鼓勵區內
外居民對欣賞屯門、尋找區
內環保行業及參與豐富各景
點的內容。

日期：2015年5月至8月

對象：全港市民

每團人數：30-50人

費用：全免(已包旅遊車費在內)

報名方法：1. 可事前致電本中心報名

　　　　　2. 可自行組團再安排日 
　   期，人數最少30人

「永續無窮～樂遊綠屯門2015」成果禮
內容：1. 頒發紀念品予支持計劃的社區人士及機構

　　　2. 分享如何實踐「綠色消費」和「識玩惜食」的
生活

　　　3. 以特色路線及環保行業為攤位主題作社區教育

日期：29/8/2015 (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5:30

地點：仁愛廣場(新墟街市側)

對象：屯門居民及全港市民

綠色家居種植計劃—家居種植盆中菜
綠色生活館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及「環境運動委員會」撥款資助舉辦綠色社區
實踐計劃，現已推行綠色家居種植，鼓勵居民
在家居種植，綠化家居，潔淨心靈與空氣質
素。

根據書籍記載，綠色植物對我們的身心有
莫大裨益，一盆小小植物，開展我們淨化心靈
之旅。

第一期綠色家居種植計劃「家居種植盆中
菜」已於4月15日開展。今次我們的合作伙伴
是屯門寶田邨物業服務辦事處，該處的主管和
職員全力支持本計劃，熱烈投入活動，同心協
力，務求做好本計劃。

我們邀請該邨二百戶住戶一起推行家居種
植，為他們舉辦種植基本知識講座；講座後，
免費提供種植所需的基本材料，包括植苗、泥
土、花盆連花架等，以其鼓勵住戶積極投入種
植活動。我們很榮幸能邀請老農田有機農場葉
子盛老師為本計劃的種植指導，令計劃推行得
更順利。

是次計劃共有兩大方向，「綠色鄰里互關
懷」和「家居種植義工樂」。所謂「遠親不如
近鄰」，在鄰里關係漸而消逝的今天，我們期
待以種植為媒介，拉近住戶間的距離。當參加
住戶以種植為共同話題，互相研究學習，相互

間的連繫會日漸緊密，感情相對地增加，鄰里
關係日益加強，重拾昔日香港的鄰里互助精
神，這是本計劃的第一大方向。

第二方向是致力發展以永續精神為主幹的
家居種植義工隊，在提供種植協助的同時，推
廣「愛人、惜物、獻有餘」的永續理念。今次
義工隊伍由綠色生活館義工隊，社區中心義工
隊和寶田邨義工隊三部份組成，合共約二十多
人。他們從葉子盛老師學習基本有機種植知
識，再指導寶田邨居民家居種植；其後，他們
將會在6月上門到訪部份參加者住戶，支援他們
在種植上遇到的困難。若參加住戶為獨居人士
時，義工隊會關心他們的需要。由一盆植物開
展愛的計劃，以數株小苗開始，為有需要人士
灌以友愛的露水。

「家居種植盆中菜」是第一期綠色家居種
植計劃，當中可能仍有許多未臻完美的地方，
我們歡迎各位給予意見和支持，讓我們可以集
思廣益，去蕪存菁，為第二期計劃作出更好預
備。

期望屯門居民眾志成城，把屯門建造成一
個有情的綠色社區，發揮「愛人•惜物•獻有
餘」的永續精神。

綠色生活館
黃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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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15年3月7日經會員大會決定解散，
並即將成立解散善後小組。

1/4/2015至30/9/2015

屯屯愛物店提供有限度服務

時間：下午2:00－5:00 
　　　（星期二、六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2404 1220／8100 0562

本會將解散通知

綠色社區導賞項目 綠色導賞員訓練計劃 
為促進區內、外人士對屯門、天水圍及元朗古蹟文化、生態及環保的認知，加強社區凝聚力及
環境保育意識，課程安排專業導師訓練參加者成為綠色導賞員；訓練後，導賞員帶領市民參
觀，推廣可持續的本地綠色旅遊。
日期：3/6 (三)、5/6 (五)、10/6 (三)、12/6/2015 (五)
時間：上午9:30－下午5:30
地點：友愛邨中心／新墟總堂／實地考察地點
堂數：8堂（4日完成）
對象：17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名額：25位

日期 主題 詳細內容

3/6/2015 實地考察1：大埔鳳園
生態旅遊及導賞初探

- 生態導賞體驗及觀摩
- 生態導賞員的角色與使命
- 生態旅遊與主流旅遊之別
- 認識生態旅遊

5/6/2015 發掘社區及生態特色
實地考察2：灣仔藍屋

- 發掘及搜集區內特色景點
- 屯門生態旅遊資源簡介
- 社區導賞體驗及觀摩

10/6/2015 導賞路線考察1
生態旅遊路線設計

- 路線考察及導賞實踐1
- 導賞內容規劃-路線規劃
- 活動設計的要素與原則

12/6/2015 生態導賞技巧訓練
導賞路線考察2

- 課程總結
- 工作操守
- 導賞技巧
- 路線考察及導賞實踐2

民間智慧團
地址：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F平台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有效會藉會員
持有社區貨幣「屯」及現金屯

使用期由即日至30/9/2015止

非有效會藉會員
持有社區貨幣「屯」

使用期已於31/3/2015終止
已確認之「現金屯」使用期

將至30/9/2015止

備註：
1） 參加者出席率達8成或以

上，將獲頒發證書。
2） 參加者完成訓練後，需

於2015年7月至2016年
6月期間，帶領約10次
半日導賞團，而每次將
獲$150津貼。

3） 為資源得以善用，參加
者需通過面試。

活動登記及查詢：
2450 8822 鄭家豪先生 
(高級活動工作員)
課程策劃教授：香港生態旅
遊專業培訓中心
此活動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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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社區及青少年服務部
中心開放時間

仁愛堂屬下單位

服務單位／項目 位置 開放時間

5樓詢問處 5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至晚上9:00

星期六 上午9:30至傍晚6:30

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社區中心及 
延續發展中心

5樓 
及6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至晚上9:30

星期六 上午9:30至傍晚6:30

星期日 上午9:00至下午3: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悅讀天地、 
自修室及 
電腦網上資源閣

2樓

星期一 下午1:30－晚上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9:30至晚上9:00

星期六 上午9:30至傍晚6:30

星期日 上午9:30至下午1: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賽馬會培訓中心
5樓 

516室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晚上9:30

星期六 上午9:00至傍晚6:00

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服務類別 名稱 地址 電話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 2440 6624

仁愛堂綜合中醫診所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屯門仁愛分科診所5樓 2430 1309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 2443 2319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 2652 0071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仁愛堂連卓峰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青山公路

屯門公路

公眾停車場

西鐵屯門站

仁愛廣場

新墟
街市

鄉事會路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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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名稱 地址 電話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2466 680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2466 5270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2451 037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 2457 1302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 2458 5033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屯門湖景邨 2465 8112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 2408 3000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 2706 0827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 3514 6333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啟民徑 2655 7771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 2465 5719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天水圍天耀邨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 263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漾日居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3400 8381

扶幼服務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啟民徑 2655 7773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組 屯門劉皇發夫人小學 2466 0312

社

會

服

務

長者中心服務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88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0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 2655 7633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 2473 5113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 2658 63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 2452 2790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 2681 2234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第二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 2634 6670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 2882 9936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 2658 3214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 2655 7690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A隊) 屯門良景邨 2461 0388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B和C隊) 屯門湖翠路 2457 8234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D隊) 天水圍天耀邨 2443 1333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隊) 元朗怡豐花園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怡豐花園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 2479 2299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 2475 9001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 2479 312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鳳德邨社區中心 2320 4007
𣿬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 2326 3339
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屯門） 屯門藍地屯子圍 2456 1166

社區服務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99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 2450 8822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 2655 7520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 2655 7520
綠色生活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517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466 0695

青少年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 2654 6188

社區持續 

教育服務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6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9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99

培訓及就業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75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澤豐) 屯門澤豐花園 3104 0820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觀塘順天邨 3462 2300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 2155 2885

環保及社會企業

綠家居 屯門建發街 3541 9966
「水雲澗」足健坊 屯門置樂花園 3617 9115
「水雲澗」足健坊分店 屯門啟民徑 3617 9115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屯門龍門路 2618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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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綠色義工大使，
共建社區關懷力量

鳴謝：忠記鮮菇批發

仁 愛 堂 社 區 中 心

避免浪費資源暨加重堆填區的

負 擔 ， 就 讓 我 們 解 立 「 既 綠

色．又互愛」的關愛社區……

日期：星期一至五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對象：惜食的社區人士

費用：全免

查詢：2655 7566  
　　　請洽余先生

小貼士
自備膠袋
派完即止

第二步
熱心義工篩選適食蔬菜

第一步
愛心商戶捐贈剩餘菜蔬

第三步
歡迎惜食街坊自行前來領取

識煮
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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