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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軒靚相

本會十分感謝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全力支持本會於柴灣興華 ( 二 ) 邨安興樓天台
新會址的裝修工程及未來三年的活動經費，唐家軒已重新命名為「賽馬會唐家軒」。中心已進行
全面清潔及去除甲醛服務，並且已於 2019 年 5 月 1 日正式開展服務。全中心面積有 3000 呎，座
落天台位置，每個活動室都有多扇活動窗，光線充足之餘，景觀亦十分開揚，現在先向大家介紹
本中心的最新面貌和特色：
Donat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DS Centre is renamed as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and supported to launch the fitting-out work of the new centre at 
the rooftop of On Hing House, Hing Wah (II) Estate in Chai Wan and the centre operation fee for 
3 years. We have finished the centre cleaning and Formaldehyde removal after renovation, the 
centre started operation in 1st May 2019. Located on the rooftop, with 3000 sq.ft, every room 
has window with wide view.

2. 免費任用流暢 Wifi 服務 Free guest Wifi service
全中心設有 wifi 熱點，會員及來賓可自由登入及無限使用非常流暢的
wifi 服務。
Free Wifi service is easy to access and unlimited.

1. 加強接待處支援  
Strengthening the counter support
中心職員辦公室可透過接待處後的玻璃窗留意接
待處和大堂環境，加強對接待處和大堂的支援，
以及來賓的接待工作。
Staff at office can watch over the lobby and 
counter through the glass behind the counter so 
as to provide timely support.

3. 家長資源閣 Parents resource corner
擺放有關唐氏綜合症的中文及英文書藉和影碟，以及一
些幼兒玩具。
Toys, books and disc related to Down Syndrome are 
availabl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5. 音樂室 Music room
設有鋼琴、電子琴、結他、小結他等，牆壁設有吸音綿
及雙層玻璃窗，加強隔音。
Sound proof wall material and double window panes 
are installed, piano and guitar are available for training.

4. 開放式廚房 Open Kitchen
會員可自助使用過濾冷熱水機及洗碗盤，開放式廚房及
大堂位置設有家電及廚具，模擬現實家居生活環境，加
強對會員的獨立生活訓練，以及支援會員及家長社交及
網絡聚會。
Filter water and sink can be self-served. An open 
kitchen located in the lobby is a home-like design with 
household electric equipment and kitchen utensils that 
strengthens the members’ independent living training 
and support the social gathering of members and 
parent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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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見室 Interview room
獨立會見室提供職員與會員及家長作個別面談，
保障個人私隱。
The room is provided for individual meeting 
between the staff and members/ parents so a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7. 多用途活動室 Multi-
purpose room
於 2019 年 7 月前將逐步加設地板及牆
壁軟墊，計劃將會提供一些治療訓練，
此房間與會見室之間設有單面反光鏡，
方便家長於會見室觀看訓練情況。
There will be soft pads installed on 
walls and ground of the room for 
therapeutic training before July 2019. 
There will be a one-way mirror for the 
parents to observe the training from 
the interview room.

8. 活動室 Activity room
中心設有 4 個活動室，內設有活動隔房板，方便
設計不同大小的活動房間，我們可以在這裡舉行
不同的興趣班組和講座。
The movable partition is available for the 4 
activity rooms that fulfills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such as classes and talks.

9. 口腔護理教學站 Dental care unit
獨立的教學空間，方便邀請專業人員到中心檢查會員
口腔情況及教育如何護理牙齒。
This will be supported by external professions to 
have oral check-up and education to our members.

賽馬會唐家軒見 !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10. 洗手間設備 Toilet environment
每個洗手間廁格都設有紅色的緊急按鈕，接通至職員辦公室以提供支援。另女廁其一廁格設有親子座廁及掛牆幼兒安
全座椅，而傷殘廁所設有電動門、可摺式嬰兒換片枱，兩個廁格都有足夠空間放置嬰兒車。
A red emergency button is installed in every toilet cubicle that connects the system in staff office to call for support. 
A small sized toilet seat and a wall-mounted child seat are arranged in one of the female toilet cubicle. In addition, a 
wall-mounted baby changed table and electric sliding door is available in the disabled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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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唐家軒資訊 News from JSDSC
本中心已於 4 月 15 日正式搬遷至柴灣興華 ( 二 ) 邨安興樓天台的會址，並命名為「賽馬會唐家軒」

(HKDSA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中心的聯絡電話不變。如會員或家長需要投寄信

件予本計劃，請直接寄到柴灣新會址。 

DS Centre is rename as HKDSA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and it is already relocated on 

Rooftop, On Hing House, Hing Wah (II) Estate, Chai Wan. The contact numbers remain unchanged. If 

members or parents wish to mail any documents to us, please send to our new address

中心將於以下日子暫停開放 Closing Days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7 月 1 日 ( 星期一 )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stablishment Day 1st Jul (Mon)

中秋節翌日 9月14日 (星期六) 

The day following the Chinese Mid-Autumn Festival 14th Sept (Sat)

星期一及公眾假期
Monday & Public Holiday

星期二至四
Tuesday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日
Sunday

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

休息
Closed

9:00 a.m. – 
6:00 p.m.

9:00 a.m.– 
9:00 p.m.

9:00 a.m. – 
6:00 p.m.

9:30 a.m. – 
5: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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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及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Points for attention

惡劣天氣服務安排 Special Arrangements Under Inclement Weather Condition

1.  報名以實體報名表格作準，敬請親臨中心或連同支票郵寄至「賽馬會唐家軒」，報名時必須連同貼上 $2 郵票的回
郵信封寄回「賽馬會唐家軒」以作日後通知報名結果用途，職員並不會致電通知抽籤結果。 
Please fill in the enrollment form. Kindly visit our centre and hand in the form. Or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mail that to our address. A 
return envelope with a $2 stamp is also require for result announcement. No phone call will be made for the announcement.

2.  若報名人數多於活動名額，將以抽籤的形式進行篩選。除註明外，所有活動以繳費作實，恕不設電話 /Whatsapp/
電郵留位。 
If the quotas are exceeded, allocation of plac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drawing lot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places are only confirmed 
after payment and reservation by phone/ Whatsapp/ email is not acceptable.

3.  除因人數不足而取消活動外，所有已繳交之費用不作退款。 
No refund is allowed, except for the programmes cancelled owing to insufficient enrolment.

4.  本中心的活動將會按季度收費，而不設每堂收費，亦不會因會員請假而進行退款的安排。 
All programmes can only be enrolled by season, but not by lesson whereas no refund will be given for absence.

5.  活動如因天氣惡劣或突發情況而取消，職員將盡量安排活動改期，而參加者於改期後的日子未能出席，或取消課
堂所佔總課堂數目為 25% 或以下，職員將不會安排退款，敬請會員及家長留意。 
Reschedule of the activities cancelled owing to bad weather condition or unexpected condition will be made if possible. No refund is allowed 
if the participant cannot join the rescheduled activity or less than 25% of the lessons are cancelled. 

6.  支票金額只能繳交「賽馬會唐家軒」之活動費用。 
The cheque should be written only for enrolling JCDSC’s programmes.

截止報名日期 /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23/6/2019 (Sun)

抽籤日期 / Date for lots drawing：26/6/2019 (Wed) 

公佈結果日期 / Date for result announcement：28/6/2019 (Fri)

附上回郵信封的會員將於 2/7 至 5/7/2019 期間收到郵寄收據，恕不另作電話通知。

Members who have also handed in a returning envelope will receive receipt from 2nd July 
to 5th July. No phone call will be made for the announcement.

在下列情況下中心之開放及活動安排，會員或活動參加者請留意小組 / 活動舉行前 3 小時天文台之氣象廣
播。

The special arrangements depends on the weather broadcast announced by Hong Kong Observatory 3 hours prior 
to the programme.

颱風 / 暴雨訊號
Tropical cyclones/ Rainstorm Warning System

中心開放
Centre will be opened

室內活動
Indoor activities

戶外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八號風球或以上 / 黑雨
Above No. 8 signal / Black Rainstorm Signal   

三號風球 / 紅雨
Signal No.3 / Red Rainstorm Signal   

一號風球 / 黃雨
Signal No.1 / Amber Rainstorm Signal   

雷暴、水浸、山泥傾瀉
Thunderstorm, flood or landslip warning  ＊ ○

備注：

	-  中心照常開放，各類活動照常舉行。The center will be opened and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as usual.

	-  中心服務暫停，各類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行。The centre will be closed and activities will be postponed.

＊ -  室內活動如常進行，服務使用者或家長可觀察所住地區所受影響程度，自行決定是否返回中心參加活
動。Indoor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as scheduled but participants should evaluate the weather condition 
and decide whether travel to the centre for activity.

○ -  若戶外活動舉辦的場地不受影響，則照常舉行。If the outdoor venue is not affected by the weather, the 
activity will continue as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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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動藝興趣天地

週六樂游游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導師 全期費用 負責職員

JCDS.2.2/
Sport/2019.19

現代舞曲
聽聽柔和音樂、舞動一下身子，
用身心感受現代舞的自由，釋放
舞動潛能！

13/7-7/9
( 逢星期
六，共 9

節 )

上午 11:00 至
中午 12:00

賽馬會
唐家軒

HKDSA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10 歲或
以上

10 名 何知琳小姐 $540

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JCDS.2.3/
LS/2019.04

週六煮廚
開放式廚房中學習烹飪，洗、
煮、切、食，不可缺一，自己午
餐自己煮，不亦樂乎！ 

上午 11:00 至
下午 1:30

6 名 杜少美女士 $500

JCDS.2.2/
Sport/2019.20

玩樂伸展運動
齊做伸展運動，一同保持骨骼健
康及輕省的強健體魄，緩和痛
症。

中午 12:00 至
下午 1:00

10 名 鄧偉雄先生 $450

JCDS.2.1/
Art/2019.10

繽紛西洋畫
學習各類西洋畫法的基礎運用，
您也可掌握不同的繪畫特色及技
巧。

下午 1:00 至
2:00

8 名

劉皓欣小組

$550

JCDS.2.1/
Art/2019.11

創意水墨畫
學習水墨運用、執筆技巧等，一
起進入結合寫實、抽象與可愛的
新派水墨畫世界，領略墨趣吧﹗

下午 2:00 至
3:00

8 名 $550

JCDS.2.2/
Sport/2019.23

雷霆乒乓波
學習乒乓球的技巧，加強手眼協
調的能力，與會員一同切磋球
藝。

下午 3:30 至
5:00

10 名
中心職員
或義工

$100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JCDS.2.1/
Art/2019.12

載歌載舞
話劇樂

歌、舞、劇 !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
結合，包括唱歌、舞蹈、戲劇等
訓練，與會員共創獨特的歌舞
劇。

13/7-7/9
( 逢星期
六，10/8
除外，共

8 節 )

下午 3:00 至
4:30

10 名 朱詠家小姐 $800

JCDS.2.1/
Art/2019.13

開心非洲敲擊樂
Sasakuma! Sasakuma! 齊齊開心又
跳又唱，以敲擊樂伴舞，分享快
樂！

20/7-7/9
( 逢星期
六，31/8
除外，
共 7 節 )

下午 4:30 至
5:30

8 歲或
以上

12 名 孔逸嵐先生 $600

樂器個別教授

鋼
琴
班

日期 時間 地點 收費 查詢 備註

13/7-7/9
( 逢星期六，

共 9 節 )

逢週六上午或
下午

30 分鐘全期

賽馬會
唐家軒

30 分鐘全期
$990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1) 報名人數不足五人將取消課堂。
2) 職員將與家長 / 會員電話確認上課時間 ( 需配合導師時間 )。
3)  由於鋼琴班屬一對一教授，故任何原因的請假 / 缺席，恕中心未能退回

費用或作補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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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樂游游

週日唐天地

一次性週日活動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導師 全期費用 負責職員

JCDS.2.2/
Sport/2019.21

唐氏游泳基礎
訓練班
A 班

學習基本游泳技巧：踢腳、換
氣、水中呼吸等。讓會員能深
入瞭解游泳訓練之好處及鍛鍊
其體魄，享受游泳之樂趣。

備註：
需自備泳池入場費：
參加者每次 $9，
一位同行照顧者半價每次 $9
教練擁有專業游泳導師資格
參加者須情緒穩定及服從指令

13/7-7/9
(逢星期六，

共 9 節 )

上午 9:45 至
11:45

荔枝角
公園

游泳池

5 歲或
以上

1. 舊生報名
將獲優先考

慮
2. 新報名會
員需先由職
員評估及安

排試堂

9 名
韋德榮教練
嚴之耀教練
劉惠蓮教練

$900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JCDS.2.2/
Sport/2019.22

唐氏游泳基礎
訓練班
B 班

下午 1:00 至
3:00

6 名
韋德榮教練
劉惠蓮教練

$900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導師 全期費用 負責職員

JCDS.2.3/LS/2019.05 週日煮場

外出購買食材  清洗、前期處理
食材及調味  烹調  共享午膳 
 收拾碗筷及抹枱  清潔廚具及
廚房

14/7 – 8/9
( 逢星期日，

共 9 節 )

上午 10:30 
至 

下午 2:00

賽馬會
唐家軒

10 歲或
以上

6 名 中心職員
$450 

( 包食材費
用 )

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心花怒放」園藝治療工作坊 JCDS.4.2/HMP/2019.04

內容： 園藝治療可為你增添生活動力，舒緩壓力，陶怡性情，亦可從中發揮

創造力。快來親手將植物變化成有趣、獨一無二又暖意的手工藝作品，

為自己添上甜蜜溫暖的好心情吧﹗

日期：28/7/2019 ( 星期日 )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活動室

對象：10 歲或以上之唐氏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 $100 ( 包材料，參加者可製作及取回不少於兩件作品 )

導師及查詢： 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之合資格實習導師 )

畫畫一家親 @ 共融 FUN SHOP JCDS.7.3/ComEdu/2019.03

內容： 「義筆容情」義工為會員家庭畫全家幅（或卡通式寫實或素描或抽象

風格），義工與參加者互相認識交流，並協助家庭成員之間進行互畫

日期：15/9/2019 ( 星期日 )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6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15 個家庭 ( 每位家庭最多 4 個名額 )

費用︰ $100 ( 包豐富茶點及材料 ) 

查詢：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6



English Corner

雙語活動 / Activity for both English-speaking and Cantonese-speaking members

Class Code Class Introduction Dates Time Venue Target Quota Instructor Fee Staff in Charge
JCDS.5.1/

EsgDevG/2019.03
Let’s have Island 

Dance
Learn the mix of Jazz, Disco 
Freestyle, and Hip-hop in a joyful 
way.
Remark: Conducted in English

13/7-7/9
(Every Saturday, 

9 sessions in 
total)

1:00pm -
2:00pm

‘Ad. Lib 
Square’ (飛躍
舞廊 )

6/F, 180-182 
Hennessy Road, 

Wan Chai

Aged 13 
or above

12 13/7 - Ms. Kim
20/7 & 27/7- Ms. Tia
3/8 & 10/8- Ms. Jessica
17/8 - Ms. Corli
24/8 -7/9 Ms. Nimi

$1,080 Ms Alice Pun
3694 0996

JCDS.5.2/
EsgEP/2019.04

Yoga for  Health Let’s explore our own bodies and 
abilities from doing music and sound 
therapy, learning breathing technics 
and basic yoga movements relaxingly.
Remark: Conducted in English

27/7-7/9
(Every Saturday, 

7 sessions in 
total)

2:15pm-
3:00pm

Aged 13 
or above

8 Ms Mirna Meera 
Pathammavong

$840

JCDS.5.2/
EsgEP/2019.05

Music!
Keep Fit & have 

fun!

Having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Strengthen your muscles, gross motor 
skill; Improve your coordination and 
flexibility of the body!
Remark: Mainly in Cantonese. 
Supplemented by English

13/7-7/9
(Every Saturday, 

9 sessions in 
total)

3:00pm-
4:00pm

Aged 13 
or above

8 Ms Vicky Hau $1,080

JCDS.6.1/ET/2019.01         Family Fun Fair Dental Day JCDS.6.1/ET/2019.01            護齒親子同樂日

1. Carnival " Love Teeth with No Boundary" for members:  
    Fun talk with Tooth Brushing workshop, Food Fact Factory and Games
2. Short Dental Talks for parents:  
 ‘How to prevent premature tooth loss in Persons with Down Syndrome.’
3. The launch of Oral Hygiene Unit & Introduction of the team of Dental Hygienists
4. Refreshments corner
5. Love Teeth’ Icon Design Competition Award
6. Dental Display table & ‘Love Teeth’ Icon display.

Content / 
活動內容

1.  給會員的「愛牙無障礙」嘉年華： 
趣談刷牙工作坊、健康食品工廠、遊戲

2.  給家長的講座： 
「如何避免唐氏人士過早的牙齒脫落」

3.  「口腔護齒教室」啟用禮 
及牙齒衛生員團隊介紹 .

4. 護齒小食部
5. 「愛牙仔」卡通人物設計比賽頒獎
6.  牙科展示桌 

及「愛牙仔」卡通人物設計比賽作品展覽

28/9/2019 (Saturday)   3:30-5:00pm Date & Time / 日期及時間 28/9/2019( 星期六 )   下午 2:00 至 3:30

HKDSA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Rooftop of On Hing House, Hing Wah (2) Estate, Chai Wan)

Venue / 地點
賽馬會唐家軒
( 柴灣興華 ( 二 ) 邨安興樓天台 )

20 pairs of parent-child;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in all age group and their parents Target / 對象 20 對親子；廣東話會員及其家長，不限年齡

$10 per member/ parent / care-giver Fee / 收費 會員或家長每位 $10

Ms Jothy Kwan (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3462 2305 Enquiry / 查詢 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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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社交小組

週日唐家聚 JCDS.3/SoMS/2019.04

唐家聚返嚟啦！新的日子與時間，繼續每月同老友一聚！識得玩一定係揀自己鍾意的活動嚟玩！唐家聚約定你

來狂歡盡興！

日期 25/8/2019 ( 星期日 ) 29/9/2019 ( 星期日 )

主題 中秋藏寶與尋寶 柴灣美食團

內容 分組進行藏寶與尋寶遊戲 會員自定活動

備註 $30 $50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6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20 名

查詢：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唐姊妹 JCDS.3/SoMS/2019.06

內容：涼浸浸美容

日期：9/8/2019 ( 星期五 )

主題：潔面、護膚與姊妹飯聚 

時間：下午 5:00 至 7: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6 歲或以上之唐氏女會員

名額：10 名

費用：$50 ( 包括晚餐 )

負責職員 / 查詢： 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備註：

1. 如有食物敏感或有忌食者，請致電通知負責職員

2. 最少於活動前兩日通知報名，恕不接受即場報名

唐兄弟 JCDS.3/SoMS/2019.05

日期 12/7/2019

( 星期五 )

27/9/2019

( 星期五 )

主題 獨立自煮男 兄弟打邊爐

內容 透過兄弟們一同煮
一頓飯，體驗獨立
自煮樂

兄弟打住邊爐

說心事

時間：下午 5:00 至 7: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6 歲或以上之唐氏男會員

名額：10 名

費用：$100 ( 包括晚餐 )

負責職員 / 查詢： 鄧仲強先生 ( 註冊社工 )  

(3616 0508)

備註：

1.  如有食物敏感或有忌食者，請致電或在報名表備

註欄內通知負責職員

2. 最少於活動前兩日通知報名，恕不接受即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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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與自主訓練園地

家軒靚相

賽馬會唐家軒發展籌委會─ 
唐氏小 DJ 訓練 JCDS.7.1/DSAmCEP/2019.03 

內容： 訓練唐氏小 DJ，學習使用中心廣播系統為

星期六、日活動報時，介紹活動，播放音樂。

日期：25/7, 29/8 及 19/9/2019 ( 星期四，共 3 節 )

時間：下午 5:15 至 6: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 18 歲或以上具一定程度理解及表達能力之

唐氏會員

名額：6 名

費用：$20

查詢：鄧仲強先生 ( 註冊社工 ) (3616 0508)

唐家聚 Work & Fun Shop 
 JCDS.4.2/HMP/2019.05

我們常說自主自決自發，我們的唐家聚，當然由我

們話事！在玩樂中為我們的週日唐家聚設計活動、

預備流程和物資！ 

內容：遊戲、討論、投票、設計流程、分工等 

日期：14/8/2019 及 18/9/2019 ( 星期三 ) 

時間：下午 5:00 至 6:15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 18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 必須同時參與 7-9 月

週日唐家聚 ) 

名額：6 名 

費用：全免 

查詢：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最後一次在灣仔唐家軒的唐家聚， 
當然要有您們話事的環節！

謝謝從科技大學來探我們的同學！
與我們一同製造色彩繽紛、 
又充滿快樂回憶的共融小屋！

2019.4.6 Chai Wan Tour-City Hunt 當日，
我們的新中心仍未有開放，但大家引頸仰望，
都希望盡快一睹新中心的美好！

Snow White, We enjoy the games and  
the rehearsal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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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與自主訓練園地

獨立生活課 

唐家軒一直以推動唐氏人氏的獨立、自主為首要任務。得到 2018 年世界唐氏會議的啟發，中心將於星期四推出綜合生活

技能應用課及不同課題的個人成長課，希望滿足會員持續學習及於社區獨立生活的需要。

日期：1/8 - 29/8/2019 ( 逢星期四，共 5 節 )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剛離校至 24 歲有基本自我照顧能力的年輕會員

名額：8 名

查詢：3462 2305 關敏詩姑娘

時間 課程 內容 費用

上午 10:30 至

下午 2:30

(4 小時 )

JCDS.4.3/ITP/2019.03

綜合生活技能應用課

透過商討、上網搜尋資料、社區購物、煮食、清潔、

個人衛生實踐，學習綜合生活技能。

全季：$400

( 費用已包括午

膳 )今季課題包括：

個人護理與儀容、科技及電子產品運用、溝通與協商技巧裝備、健康管理、金錢管

理及運用、家務處理、時間規劃、外出參與社區、環保生活、抉擇的選取與實踐。

下午 2:30 至 4:00 

(1.5 小時 )

JCDS.7.1/DSAmCEP/2019.04

精明唐氏大使—個人成長課

透過課堂及情境進行學習，以角色扮演、個別練習、

小組討論進行實踐。

全季：$200

今季課題包括：溝通與協商技巧裝備、防騙、學習發問與求助、緊急情況處理、情

緒及行為管理等。

有危便有機 DS.2.3/LS/2019-03

內容：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會遇到緊急、有危機的事，會員要學會應變及處理，以致懂得尋求適當的援助，日後才能在社

區獨立生活！

日期：14/7- 18/8/2019 ( 逢星期日，28/7 除外，共 5 節 )

時間：下午 2:00 至 3:15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唐氏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200

導師及查詢：潘芷茹姑娘 (3694 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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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唐鉅獻

午間享靜心 ~ 觀息法靜坐課程 JCDS.4.1/Health/2019.03

內容： 藉著觀察自然的呼吸，以鍛鍊專注力和覺察力，享受當下一刻，有助更了解自己的心，進而控制衝動，

增進善念，並且選擇正確而恰當的行為，心境亦變得更平靜，放鬆身心。不分任何種族、團體或宗教，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呼吸練習幫助自己成為心的主人。

日期：24/7/2019 ( 星期三 )

時間：下午 1:00 至 6:00 ( 中途會安排小休 )

活動地點：位於香港新界上水坑頭的香港內觀靜坐中心

集合地點及時間：下午 12:15 港鐵上水站

解散地點及時間：下午 6:45 港鐵上水站

對象：10 至 18 歲之唐氏會員，有基本的理解能力，歡迎家長 / 家屬旁聽

名額：6 名

費用︰ $50 ( 包茶點 )

導師︰由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安排認可之合資格導師

查詢：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備註：1. 家長 / 家屬可於不干預課程進行的情況下，於課室後排安靜旁聽

　　　2. 請自行安排活動前的膳食

　　　3. 請穿著輕便運動裝及攜帶輕便行裝

　　　4. 請自備交通費

　　　5. 課程在教授靜坐的同時，導師會安排其他活動，例如學習及聽歌謠等

機警大使短片發佈 JCDS.2.4/DevP/2019.02

日期：6/7/2019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不限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關敏詩姑娘 ( 註冊社工 ) (3462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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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午間小聚 JCDS.3/SoMS/2019.07

內容： 一起製作純素的健康輕食午餐，發揮廚藝之

餘，亦可分享生活趣事，共同享受好玩又滋

味的下廚樂趣。

日期：7/8/2019 ( 星期三 )

時間：下午 10:30 至下午 2: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廚房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會員

名額：6 名

費用：$150 ( 包食物材料 )

導師及查詢：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備註：1.  導師將會教授製作三至四款菜式，包括開

胃菜、主菜、甜品或湯 / 飲料

　　　2.  歡迎自備食物

盒或水樽放置

製成品，帶回

家品嚐或和家

人分享

素遊大埔 JCDS.4.2/HMP/2019.06 

內容： 透過「猜、尋、賞、味、玩」互動遊戲，我
們一起化身食物偵查員，踏上尋寶之旅，透
過身體，與食物一起經驗它的旅程「種、養、
製、買賣、煮食」，細心感受每天吃進肚子
的是不是食物？我們亦會認識一級歷史建築
的歷史、建築物及生態特色。不要猶豫，快
來齊齊享受趣味又刺激的一天遊吧﹗

日期：31/7/2019 ( 星期三 )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5:00

行程內容： 前往大埔參觀一級歷史建築「舊大
埔警署」，現為「綠匯學苑」素食
午膳前往及參觀「生活書院」參
與「食物研習室」之導賞團

集合地點及時間：上午 9:45 柴灣賽馬會唐家軒 / 
上午 11:00 港鐵大埔墟站

解散地點及時間：下午 5:30 港鐵太和站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 $90 ( 包素食午餐 )

查詢：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備註：1.  前往生活書院的路程中，少許部份路徑為
上下坡路，步行時間需時約 20 分鐘，請
參加者自行考慮體力是否足以應付活動所
需

　　　2.  請自備交通費、飲用水、防曬用品及防蚊
用品

　　　3. 請穿著輕便運動裝及攜帶輕便行裝

「攝」遊書由你創作 JCDS.2.4/DevP/2019.04

內容： 憑自己一雙手，配以無限的獨特創意及信念，將手工藝及相片融入書本，更有創新的想法，變化無窮。

你們的心聲與點點滴滴，以及生活中的人、事、物、情都體現在這本書中。你們更能親身體驗出版一本

獨一無二的繪本實體書的每一個過程。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活動室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唐氏會員

名額：4 名

費用：$200 ( 包外出日的午膳、相片沖曬、手工材料及茶點 )

導師及查詢：戴寶兒姑娘 (3694 0996) 

備註：19/7 及 25/7 歡迎會員自備相機或可拍攝之手提電話。如會員沒有帶備，亦可使用中心之相機

日期及時間 活動內容

日期：19/7/2019 (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2:30 至 5:30

(1) 學習簡易攝影技巧
(2) 討論外出地點，製定社區行程內容

日期：25/7/2019( 星期四 ) 或待定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外出攝影日

日期：26/7/2019 (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2:30 至 5:30

(1) 挑選相片
(2) 前往相片沖曬店，預約沖曬相片

日期：2/8/2019 (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2:00 至 5:30

製作繪本

日期：9/8/2019 (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2:30 至 5:00

分享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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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活動一覽表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紀念日

2 3 4 5 6
-  機警大使短片發

佈

7 8
中心休息

9 10 11 12
- 唐兄弟

13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開心非洲敲
擊樂除外 )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Except Yoga for 
Health)

14
- 週日煮場
- 有危便有機

15
中心休息

16 17 18 19
-  「攝」遊書由你

創作

20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Except Yoga for 
Health)

21
- 週日煮場
- 有危便有機

22
中心休息

23 24
-  午間享靜心 ~ 觀

息法靜坐課程

25
-  「攝」遊書由你

創作
-  賽馬會唐家軒發

展籌委會—唐氏
小 DJ 訓練

26
-  「攝」遊書由你

創作

27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28
- 週日煮場
-  「心花怒放」園

藝治療工作坊

29
中心休息

30 31
- 素遊大埔

14



2019 年 8 月活動一覽表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 獨立生活課

2
-  「攝」遊書由你

創作

3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4
- 週日煮場
- 有危便有機

5
中心休息

6 7
- 難得午間小聚

8
- 獨立生活課

9
- 唐姊妹
-  「攝」遊書由你

創作

10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載歌載舞話
劇樂除外 )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11
- 週日煮場
- 有危便有機

12
中心休息

13 14
-  唐家聚 Work & 

Fun Shop

15
- 獨立生活課

16 17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18
- 週日煮場
- 有危便有機

19
中心休息

20 21 22
- 獨立生活課

23 24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25
- 週日煮場
- 週日唐家聚

26
中心休息

27 28 29
- 獨立生活課
-  賽馬會唐家軒發

展籌委會—唐氏
小 DJ 訓練

30 31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開心非洲敲
擊樂除外 )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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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活動一覽表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 週日煮場

2
中心休息

3 4 5 6 7
-  星期六動藝興趣

天地
- 週六樂游游
- English Corner

8
- 週日煮場

9
中心休息

10 11 12 13 14
中秋節翌日
中心暫停開放

15
-  畫畫一家親 @ 

共融 Fun Shop

16
中心休息

17 18
-  唐家聚 Work & 

Fun Shop

19
-  賽馬會唐家軒發

展籌委會—唐氏
小 DJ 訓練

20 21

22 23
中心休息

24 25 26 27
- 唐兄弟

28
-  護齒親子同樂日 

/ Family Fun Fair 
Dental Day

-  Island Dance @ 
DBRC

29
- 週日唐家聚

30
中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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