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柴灣興華 ( 二 ) 邨安興樓天台  

電話：3694 0996　　傳真：3694 0997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HKDSA

賽馬會唐家軒賽馬會唐家軒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賽馬會唐氏創藝計劃賽馬會唐氏創藝計劃
Jockey Club CreativeLand ProgrammeJockey Club CreativeLand Programme

2020 年 7-9 月通訊2020 年 7-9 月通訊
Newsletter (July – September 2020)Newsletter (July – September 2020)

捐助機構
Funded by：

齊心抗疫，期待相見！齊心抗疫，期待相見！



家軒靚相家軒靚相

儘管疫情嚴峻，我們也不會忘記每年 3 月 21 日的「世界唐氏日」！在這天，你又儘管疫情嚴峻，我們也不會忘記每年 3 月 21 日的「世界唐氏日」！在這天，你又
有沒有穿鴛鴦襪呢？有沒有穿鴛鴦襪呢？
No matter what, we won't forget the World Down Syndrome Day on 21st March No matter what, we won't forget the World Down Syndrome Day on 21st March 
2020. Did you wear mis-matched socks on that day? 2020. Did you wear mis-matched socks on that day? 

各同事正努力為由各界捐贈的口罩進行包裝，送贈予會員。希望在「一罩難求」的各同事正努力為由各界捐贈的口罩進行包裝，送贈予會員。希望在「一罩難求」的
時勢下，能為大家帶來溫暖！時勢下，能為大家帶來溫暖！
We are packaging the masks which are donated by other companies and We are packaging the masks which are donated by other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The masks have been sent to members in order to express our love organizations. The masks have been sent to members in order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care!a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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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會大家庭提提大家：出外戴口罩好緊要，唐氏會大家庭提提大家：出外戴口罩好緊要，
因為身體健康最重要！相信唐氏會，唔怕！因為身體健康最重要！相信唐氏會，唔怕！
Remember to wear a mask when you go Remember to wear a mask when you go 
outside! It is important for keeping health!outside! It is important for keeping health!

於疫情期間，實習社工透過視像方式與會員開辦小組，一同玩遊戲及進行創作！於疫情期間，實習社工透過視像方式與會員開辦小組，一同玩遊戲及進行創作！
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happy to meet by using video communication!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happy to meet by using video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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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唐家軒資訊 News from JCDSC  賽馬會唐家軒資訊 News from JCDSC  
1)  為減低疫情進一步在社區蔓延，本中心現採取以下措施：

 1.1)  進入中心之人士必須接受本中心職員量度體溫，如體溫檢測結果顯示發燒，或有咳嗽等病徵，中心職員會勸喻有關人士離
開中心，並及早就醫和休息。

 1.2) 必須清潔雙手，並需在中心範圍內配帶口罩。

2)  原定於本年 3 月 21 日 ( 星期六 ) 舉行的「『襯』『襪』同行親密共融」嘉年華暨賽馬會唐家軒開幕禮，將改於本年 8 月 15 日 ( 星
期六 ) 舉行，詳情請參閱本通訊第 7 頁。

3)  兼職活動助理陳倩茹姑娘已於 3 月底離任，感謝她為中心的付出，祝她前程錦繡。社工吳芷晴姑娘於本年 4 月 1 日調任到本中
心，半職活動工作員黃妙齡姑娘及兼職活動助理李曉娟姑娘已於 4 月 18 日到任，分別負責「唐氏音樂劇訓練工作坊」及「延
緩老化支援系列」的服務。

4) 歡迎四位實習社工王冠泳、何嘉駿、馮嘉傑及胡寶榆於本年 4 月至 8 月到本中心進行進行實習。

1)  In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spread of COVID-19 in the community, this center has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1.1)  Everyone who comes into the centre must have body temperature checking by our staff. If there are symptoms of fever and cough, 
the persons should leave and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nd take 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1.2) Please clean your hands and wear a surgical mask when staying in the centre.

2)  The date of "Mix and Match for Inclusion" Carnival cum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will be 
changed from 21st March 2020 (Saturday) to 15th August 2020 (Saturday). Please refer to p.7 for program details. 

3)  Sara Chen, the part-time program assistant has left the center since April, 2020. We sincerely wish her every success. Kelly Ng, 
social worker, was transferred from Parent Regional Network to JCDSC starting from 1st April 2020. New half-time program worker, 
Evelyn Wong and part-time program assistant, Rose Li have reported duty on 18th April.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 of 
“Musical Training Workshop to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and "Supportive Programs for Aging Members" respectively.

4)  Welcome social work students, Wing Wong, Eric Ho, Issac Fung and Bobo Wu, have their placement in our centre from April to 
August, 2020. 

中心將於以下日子暫停開放 Closing Da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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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stablishment Day

1/7/2020
( 星期三 /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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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及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Programs Enrollment班組及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Programs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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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親臨中心或郵寄報名表格至中心，報名以實體報名表格作準，郵寄時請連同支票（抬頭：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及貼上 $2 郵票的回郵信封，用作通知抽籤結果，中心不會個別通知抽籤結果。 
Please fill in the enrollment form and send to us by hand or by mail. Cheque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Down Syndrome 
Association”. A return envelope with a $2 stamp is also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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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pt special indication, places are only confirmed after 
payment. Reservation by phone/whatsapp/email is not acceptable.

3.  本中心的活動將會按季度收費，而不設每堂收費，如因個人理由未能參與已付款的活動，所繳交的費用將不獲退
還。 
All programs can only be enrolled by quarter and no single session. Paid program fee is not refundable for any 
absence of personal issu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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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DSC’s programmes enrollment.

截止報名日期 /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30/6/2020 ( 星期二 / Tuesday)

抽籤日期 / Date for lots drawing：3/7/2020 ( 星期五 / Friday)

公佈結果日期 / Date for result announcement：8/7/2020 ( 星期三 / Wednesday)

附上回郵信封的會員將於 8/7 至 14/7 收到郵寄收據，恕不另作電話通知。

Members who have provided a return envelope will receive receipts from 8th July to 14th 
July. No phone call will be made for the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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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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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色暴雨 Above No. 8 
signal/ Black Rainstorm Signal   

三號風球 / 紅色暴雨 Signal No.3/ Red 
Rainstorm Signal   

一號風球 / 黃色暴雨 Signal No.1/ Amber 
Rainstorm Signal  ＊ ○

備註：

	-  中心照常開放，各類活動照常舉行。Th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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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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活動工作員半職活動工作員
(Half-Time Program Worker)(Half-Time Program Worker)
黃妙齡姑娘 (Evelyn)黃妙齡姑娘 (Evelyn)

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
陳曉威先生 (Eric)陳曉威先生 (Eric)

兼職活動助理兼職活動助理
（Part-Time Program Assistant）（Part-Time Program Assistant）
李曉娟姑娘 (Rose)李曉娟姑娘 (Rose)

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
何嘉駿先生 (Eric)何嘉駿先生 (Eric)

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
譚曉琦姑娘 (Heidi)譚曉琦姑娘 (Heidi)

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
麥芷珊姑娘 (Jojo)麥芷珊姑娘 (Jojo)

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實習社工 (Placement Student)
鄧銘豪先生 (Mic)鄧銘豪先生 (Mic)

新職員及實習社工介紹新職員及實習社工介紹

實習社工感言感語實習社工感言感語

大家好，我是妙姑

娘。相信部分會員和

家長於白普理家長

資源中心也見過我。

在過去的日子，感受

到你們的熱情和關

懷。未來的日子，我

將於賽馬會唐家軒負責「唐氏音樂劇

訓練工作坊」這個計劃，繼續與大家

交流和一起參與活動。見疫情逐漸恢

復穩定，期待很快見到大家 ^^ ！

大家好呀！又係我阿威呀！！！ 

一月初，我地嚟到賽馬會唐家軒實習，

雖然一嚟到就遇上疫情，令我地未能夠

係中心見面，不過儘管疫情再險峻，亦

阻隔唔到我哋見面嘅心，更阻止唔到我

哋一眾會員善良又幹勁十足嘅心態！

最後我哋成功透過網上視像會議，結合一眾義工力量，用盡

心機製作咗一段對抗疫情嘅影片，想知係點？快啲去協會

Facebook 平台或留意以下網址：

睇完仲要記得記得 Like、Comment、Share

比一眾親友睇吓我哋力量幾強大！！！！

最後，5 月 7 日係我哋實習最後一日，雖然好唔捨得，但相

信我哋一定會再相見！！

中心相見，約定你！

大家好，我是

玫瑰姑娘，Rose

啊！我性格可

動可靜；動態

方面，喜歡爬

山、跑步、玩

球類活動；靜

態方面，喜歡讀書、煮飯、聽音樂。

很開心加入賽馬會唐家軒這個大家

庭，跟大家一起玩耍，共同成長啊！

各位會員，大

家好。我是來

自宏恩基督教

學院實習社工

何 Sir。好開心

可以來到賽馬

會唐家軒實習。

我每星期會來四天。對於中心的服

務，我還需要各位會員及家長指教。

我是一個好動又健談的人，因此，

如果有興趣及時間，歡迎找我一同

談天和活動。

Hello，大家好，我係實習社

工 Heidi。雖然受疫情影響，

但我哋都可以用電話及視像

的形式與大家見面，一齊傾

計同玩，感受到大家嘅熱

情，好開心！大家都要保持

身體健康，之後繼續參加中

心不同活動，發揮自己嘅潛能，加油！！！

好開心可以來到賽馬會唐家軒實習，認識了各位

會員和家長。

多謝會員對我的小組和活動感到興趣。在與會員

遊玩時，發現你們不單只多才多藝，還有禮貌又

親切，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唐家軒，唐家

勁，唐家無得

頂，Yeah ！

不知不覺已經嚟到中心實習的最後階

段，好多謝賽馬會唐家軒俾個機會我

由一張「白紙」變成一幅色彩豐富的

「圖畫」，衷心多謝中心的鼓勵和支

持！最後，希望中心職員和會員都可

以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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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衛生資訊中心衛生資訊

預防性口腔護理計劃 ( 第四期 ) Preventive Oral Hygiene Program (Phase 4)預防性口腔護理計劃 ( 第四期 ) Preventive Oral Hygiene Program (Phase 4)

內容： 參加者將可在 6 個月內，接受兩次各 1 小時，由註冊牙醫教授的口腔護理訓練及諮詢，藉此學習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以
防止唐氏綜合症人士的牙齦疾病和早期牙齒脫落。

Contents:  Participants will have a 1-hour training and consultation for twice within 6-month. The training will be provided by 
registered dental hygienists, with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Good Oral Hygiene habits to prevent gum disease and early tooth 
loss for the Downs Syndrome individuals.

導師：註冊牙醫

Instructor: Registered Dental Hygienists

日期：由 2020 年 9 月開始，逢星期六下午

Date:  Starting from September, 2020,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s

時間：下午 2 時 -  6 時 ( 必須預約，將會安排其中 1 小時 ) 

Time:  2-6pm  (By appointments only, will be arranged for an hour)

地點：本中心「口腔護齒教室」

Venue:  Oral Hygiene Teaching Unit at HKDSA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e Centre

對象：未曾參加過第一至第三期的唐氏綜合症會員；會員年齡不限，需有家長或照顧者陪同參加

Target:  Members with Down Syndrome in all ages, who haven't joined Phase 1 to 3 of this program. Preferably 
accompanied by family member or caregiver.

名額：18 名

Quota: 18 persons

教學語言：中文或英文

Instruction language: Chinese or English 

費用：$40 ( 包括全期 2 次的訓練 )

Fees: $40 (Includes 2 trainings)

預約及查詢：3694 0996

Appointment booking and Enquiries: 3694 0996

備註： 完成 2 次訓練後，會員將有資格在由牙科服務管理的政府牙科護理計劃 ---「護齒同行」( 智障人士牙科服務計劃 )(HTC) 其
中一間無障牙科服務診所進行免費牙科檢查。 在檢查時，若需要進一步治療可以加入“HTC”計劃，並可繼續在同一診所
接受治療。 

　　　*  “HTC”計劃是政府資助的牙科治療計劃，適用於智力障礙人士，包括 X 光檢查、清潔、補牙、脫牙和其他預防性治療，
由牙醫在行為管理，鎮靜和全身麻醉下進行。有關詳細資料，可參考 https://www.dh.gov.hk/english/main/main_ds/main_ds_
dcp.html（請注意現時的 HTC 計劃將於 2022 年 7 月 15 日結束）

Remark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members will be eligible to have a free Dental Check up at one of the 'Healthy Teeth 
Collaboration' (HTC) Special Care Dental Clinics. For those who need further treatment, you can apply for the 'HTC' program and 
continue to have treatment at the same clinic. 

*The 'HTC' program is a government-funded dental treatment program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t includes X rays checking, 
teeth cleaning, fillings, extractions and other preventive treatments, which is carried out under behavioral management, sedation and 
general anesthesia by the professional dentist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https://www.dh.gov.hk/english/main/main_ds/main_ds_dcp.
html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note current HTC program ends 15/7/2022)

溫馨提示：各位會員，當大家來到中心時，請留意以下防疫措施：

Friendly reminder, when you enter the center,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  

JCDS.1.3/AMT/2020.06

先蓋廁板再沖廁先蓋廁板再沖廁
Put the toliet seat down before flushing Put the toliet seat down before flushing 

戴口罩戴口罩
Wear a surgical maskWear a surgica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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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襪』同行親密共融」嘉年華 暨 賽馬會唐家軒開幕禮    
 JCDS.7.3/2020.01

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為保障參加者的健康及減低傳染病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原定於本

年 3 月 21 日舉行之上述活動，現更改在 8 月 15 日（星期六）舉行。透過是次活動，

期望能夠增加各位會員及外界對本中心服務的認識，同時提升公眾對唐氏綜合症的了

解，推廣共融的理念！

內容： 中心開幕禮、持分者分享、會員表演、攤位遊戲、中心參觀、活動體驗工作坊等

日期：15/8 (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11 時 - 下午 3 時

地點： 柴灣興華 ( 二 ) 邨有蓋平台  

( 於豐興樓乘升降機按 15 樓 ) 及 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本會會員及家人、社區人士

費用：免費

查詢：鄧仲強先生  3616 0508

「『襯』『襪』同行親密共融」嘉年華「『襯』『襪』同行親密共融」嘉年華
暨賽馬會唐家軒開幕禮暨賽馬會唐家軒開幕禮

"Mix and Match for Inclusion" Carnival cum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Jockey Club Down Syndrom Centre  
 JCDS.7.3/2020.01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this program has been postponed from March 2020 to 15th August 
(Saturday). Through the program, we would like to enhance members and public’s understanding on 
our centre services, so as to strengthen public’s understanding on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and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Content:  Opening ceremony, stakeholders’ sharing, members' performance, game booths, centre 
visits,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and so on 

Date: 15th August, 2020 (Saturday)

Time: 11:00am to 3:00pm 

Venue:  Cover platform, Hing Wah (II) Estate, Chai Wan 
 (Enter the lift and press “15/F” in Fung Hing House) & our Centre

Target: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general public

Fee: Free

Enquiry: Mr Terry Tang 3616 0508

誠邀大家的參與，一同來見證我們的大日子！

Let's come to join our BI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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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特色活動唐家特色活動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JCDS.3/SoMS/2020.01

～招募族員～
為了培養會員自主、自決、自發精神，發揮 21 世紀年青人的潛能，中心推出「自強一族」“We Can Club 
21”，透過一整年度的活動，令會員有更多機會發揮自己的小宇宙，提出個人想法，甚至為自己及中心會員設
計及推行活動！期間更可以認識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加深彼此的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
本年度的有效期：1/5/2020 - 30/4/2021
本年度的活動詳情：
日期：2020 年  - 10/7, 17/7, 24/7, 7/8, 21/8, 4/9, 18/9, 25/9, 9/10, 23/10, 6/11, 20/11, 4/12, 18/12( 星期五 )
　　　2021 年 -  8/1, 22/1, 5/2, 19/2, 5/3, 19/3, 2/4, 16/4, 30/4 (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5:00 - 6: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6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20 名
收費：$ 520 ( 季度特別活動或有額外費用 )
查詢：潘希汶姑娘  3462 2305
備註：已於上一期報名的會員不用重覆報名

季度特別活動

日期 內容 備註
19/7/2020 ( 星期日 ) 「李小龍知多少？」 * 詳情見下文
4/10/2020 ( 星期日 ) 中秋活動

請留意其後通訊20/12/2020 ( 星期日 ) 聖誕活動
25/4/2021 ( 星期日 ) 族群活動

本季特別活動

「李小龍知多少？」 JCDS.3/SoMS/2020.02

內容： 一起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展覽 -- << 武 ‧ 藝 ‧ 人生 ─ 李小龍 >>，了解李小龍的生平，及一同享用

午膳，渡過開心的一天。

日期：19/7 ( 星期日 )

時間：上午 10:30 - 下午 4:30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10:30  賽馬會唐家軒 或  上午 11:30  大圍港鐵站 A 出口

活動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對象：16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參加了「自強一族」的族員優先）

名額：10 名

費用：$60   ( 包括午膳，請自備交通費 )

查詢：潘希汶姑娘  3462 2305

誠邀大家加入「自強一族」“We Can Club 21”！

唐氏大使訓練 – 齊來做個小義工 ( 第三期 ) JCDS.7.1/2020.03

內容：透過義工訓練，學習義工服務的精神及技巧，探訪有需要的人士及團體。

日期：16/8 - 20/9 （逢星期日，共 6 節）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及探訪單位 (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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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查詢：鄧仲強先生  3616 0508

尚餘少量名額！

等你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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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特色活動唐家特色活動

唐家生日派對 JCDS.2.4/DevP/2020.01

內容： 回應大家的意見，本中心將會推出季度生日派對，期望能為會員帶來一個難忘的生日！作為中心第一次
舉辦的生日派對，本季特別邀請在 1 月至 9 月份生日的會員參加，大家一起玩遊戲、享用生日蛋糕及小
食，一同慶祝一番！

日期：11/7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2:00 - 3: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9 月份生日的唐氏會員 ( 歡迎家人同時參加 ) 

名額：12 名 

費用：每名參加者 $10

備註：歡迎會員自備小食一同分享

查詢：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 錢蕙明姑娘 3616 0509

生日的會員將獲贈生日的會員將獲贈

神秘禮物一份！神秘禮物一份！

我們這一家 JCDS.6.1/PCW/2020.01

內容： 在爸爸媽媽一直以來無微不至的照顧下，大家必定有不少美好回憶。在這個活動中，就讓大家一起動動
手，做一個屬於「我們這一家」的小手工，分享家庭快樂事情！

日期：12/7 及 26/7 ( 星期日，共 2 節 )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0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及其家長（歡迎父母同時出席）

名額：5 個家庭 （親子家庭優先，同時歡迎會員單獨參與）

費用：每個家庭 $30

備註：請在活動前一星期，透過以下方法提交家庭相片予潘姑娘：

 i. 電郵：heiman.poon@hk-dsa.org.hk

 ii. 中心智能手機 Whatsapp：9650 5683

查詢：潘希汶姑娘  3462 2305

尚餘少量名額！

等你報名！

唐「視」 JCDS.4.1/2020.08

內容： 透過閱讀報章時事、觀看新聞報導及專題節目，一起討論及分享感受與想法，藉此擴闊唐氏朋友的視野，
增進大家的知識，一起做個關心社會的人！

日期：22/8 - 12/9  ( 逢星期六，共 4 節 )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8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5 名

費用：$80

查詢：潘希汶姑娘  3462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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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好好玩 之 小小電視迷 JCDS.4.1/2020.06

內容： 星期日就是要輕輕鬆鬆玩一番！與朋友聚一聚、玩玩遊戲，過一個愉快的週日！本季的活動將以電視劇
做主題，會員齊來估一估不同的電視劇照、唱一唱主題曲，一同分享大家喜歡的劇集、藝人，以及共同
選出最受歡迎的電視劇集。看看誰是電視迷？

日期：30/8 及 13/9 ( 星期日，共 2 節 )

時間：下午 4:00 - 5:3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0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40

查詢：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 錢蕙明姑娘 3616 0509

叮叮噹噹拇指琴  JCDS.4.1/2020.07

內容： 拇指琴是非洲傳統樂器，由兩隻拇指敲打鐵片，便能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機會難得，一齊學習以拇指
琴彈奏動聽的樂曲吧！

日期：20/8 - 10/9（逢星期四，共 4 節）

時間：下午 4:00 - 5: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0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10 名

費用：$80（參加者可借用中心之拇指琴，或自行購買，價錢約為 $150 至 $200。)

查詢：吳芷晴姑娘 3460 5092

跆拳小英雄  JCDS.2.2/2020.07

內容： 透過正規的跆拳道訓練，提升參加者大小肌肉的靈活性及協調能力，齊來強身健體，發揮武術正能量。

日期：20/8 - 10/9（逢星期四，共 4 節）

時間：下午 5:00 - 6:00

地點：賽馬會唐家軒

對象：10 歲或以上唐氏會員

名額：10 名

費用：$100

導師 : 天盛道場教練張滿榮先生

備註 : 定期為參加者安排「考帶」升級試，考試費及道袍費用另計

查詢 :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動靜皆宜星期四～～動靜皆宜星期四～
為了讓各位會員發展多方面的才能，本中心將於星期四舉辦音樂及運動小組，同時報名參加兩個
班組的會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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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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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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需自備泳池入場費：
   ．參加者每次 $9
   ．同行照顧者每次 $9
2. 教練擁有專業游泳導師資格

22/8 - 12/9
( 逢六，
共 4 節 )

上午 9:45 
- 11:45

荔枝角公園
游泳池

5 歲或
以上

1.  參加者須情緒穩定及
服從指令

2.  舊生報名將獲優先考
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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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JCDS.2.2/ 
2020.06

唐氏游泳基礎
訓練班
B 班

下午 1:00 
- 3:00

6 名
韋德榮教練
劉惠蓮教練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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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

獨立生活小煮意

一同到社區購買食材，製作及享用美味
的午餐，清潔廚具及整理廚房，從中學
習各種生活技能和知識。
今季主題：日本美食 23/8 – 13/9 

( 逢日，
共 4 節 )

上午 10:30  - 
下午 2:00

賽馬會
唐家軒

12 歲或
以上

6 名 中心職員
$180

( 包食材 
費用 )

錢蕙明姑娘
3616 0509 /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JCDS.4.1/ 
2020.09

手舞足蹈
一起學習流行舞蹈，如有合適機會，會
安排表演

上午 11:00  - 
下午 12:15

18 歲或
以上

10 名
柯志輝
先生

$180

錢蕙明姑娘
3616 0509 /
李曉娟姑娘
3694 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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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0.10

超級巨 Sing 
透過唱歌的方式訓練會員的咬字和發
音，增強表達能力，提升與人溝通的自
信。

22/8 - 12/9
( 逢六，
共 4 節 )

下午 12:00 - 
1:00

賽馬會
唐家軒

10 歲或
以上

6 名 譚雅渟小姐 $180

錢蕙明姑娘
3616 0509

JCDS.2.1/ 
2020.06

多元藝術班
透過運用各種藝術物料，如：陶泥、蠟
筆等，創作意想不到的作品，一起進入
夢幻的藝術世界吧！

下午 1:00 - 
2:00

7 名

劉皓欣小姐

$240

JCDS.2.1/ 
2020.07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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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7 名 $240

JCDS.2.1/ 
2020.08

扮鬼扮馬歌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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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00 - 
4:30

8 名 莫巧琳小姐 $400

黃伯翔先生
3460 5094

JCDS.2.2/ 
2020.04

光速快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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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10 名
中心職員
或義工

$40

JCDS.2.1/ 
2020.09

鼓動真我
Sasakuma! Sasakuma! 齊齊開心又跳又
唱，以敲擊樂伴舞，分享快樂！

下午 4:30 - 
5:30

8 歲或
以上

8 名 孔逸嵐先生 $340

星期六動藝興趣天地星期六動藝興趣天地

週六樂游游週六樂游游

週日唐天地週日唐天地

English CornerEnglish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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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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0.08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訓練由香港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與輔導學系「教
育言語及語言病理學暨
學習障礙理學碩士課
程」實習學生提供，並
在經驗豐富的言語治療
導師督導下進行。服務
過程將會錄音 / 錄影，
收集的資料只作跟進治
療進度及教學用。所有
個人資料會絕對保密。

10/7 - 11/9
( 逢五，共 10 節 )

下午 2:00-3:00 
或

下午 3:00-4:00
或

下午 4:00-5:00

賽馬會
唐家軒

13 歲或以上會員
(26 歲或以上會員

優先 )

6 名
( 每個
時段
2 名 )

香港教育
大學

「教育言
語及語言
病理學暨
學習障礙
理學碩士
課程」實
習學生

$600
1)  將會安排其中一

個時段進行，請
於報名表選擇能
出席的時間，以
作安排

2)  如報名人數超出
名額，將於截止
日抽籤決定。入
選名單將由職員
個別通知。

鄧仲強先生
3616 0508

JCDS.1.2/
2020.01

藝術治療訓練
( 小組 )
A 班

透過小組訓練，讓會員
在藝術創作中探索內心
感受，並可以改善手眼
協調。

26/7 - 16/8
( 逢日，共 4 節 )

下午 2:15-3:15

4-12 歲會員
(4-6 歲會員需 1 名

照顧者陪同 )
4 名

鄭嘉媛
小姐

( 藝術創
作導師 )

$240

潘希汶姑娘
3462 2305

JCDS.1.4/
2020.03

藝術治療訓練
( 小組 )
B 班

23/8 - 13/9
( 逢日，共 4 節 )

13 歲或以上會員
(26 歲或以上會員

優先 )
4 名 $240

JCDS.1.1/
2020.02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透過個別訓練，讓會員
在藝術創作中探索內心
感受，並可以改善手眼
協調。

26/7 - 16/8
( 逢日，共 4 節 )

下午 3:30-4:30

4-12 歲會員
(4-6 歲會員需 1 名

照顧者陪同 )
1 名 $320

JCDS.1.3/
2020.07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 )
B 班

23/8 - 13/9
( 逢日，共 4 節 )

13 歲或以上會員
(26 歲或以上會員

優先 )
1 名 $320

Class Code Class Introduction Dates Time Venue Target Quota Instructor Fee Staff in Charge

JCDS.5.1/2020.02 Let’s have Island 
Dance

Learning the mix of Jazz, Disco 
Freestyle, and Hip-hop in a joyful 
way.
Remark: Conducted in English 22/8-12/9

(Every Saturday, 
total 4 sessions)

1:00pm -
2:00pm ‘Ad. Lib 

Square’ (飛躍
舞廊 )

6/F, 180-182 
Hennessy Road, 

Wan Chai

Aged 13 
or above 12 Substitute Teacher $520

Ms. Poon 
3462 2305

/
Ms. Rose Li
3694 0996JCDS.5.2/2020.03 Yoga for  Health

Let’s explore our own bodies and 
abilities through music therapy, 
breathing exercise  and basic yoga 
movements relaxingly.
Remark: Conducted in English

2:15pm-
3:00pm

Aged 13 
or above 8 Ms Mirna Meera 

Pathammavong $520

English CornerEnglish Corner

治療訓練治療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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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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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暫停開放

2

# * 跆拳小英雄

3 4  

* 超級巨 Sing

* 多元藝術班

* 中西合璧水墨畫

* 扮鬼扮馬歌舞劇

* 鼓動真我

5

* 獨立生活小煮意

# * 手舞足蹈

* 唐氏大使 ( 第二期 )

6

中心休息

7

#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8 9

# * 跆拳小英雄

10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11

唐家生日派對

12

* 獨立生活小煮意

# * 手舞足蹈

我們這一家

* 唐氏大使 ( 第二期 )

13

中心休息

14

#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15 16

# * 跆拳小英雄

17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18

* 超級巨 Sing

* 多元藝術班

* 中西合璧水墨畫

* 扮鬼扮馬歌舞劇

* 鼓動真我

19

李小龍知多少？

20

中心休息

21

#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22 23 24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25

26

* 獨立生活小煮意

# * 手舞足蹈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A 班

我們這一家

* 唐氏大使 ( 第二期 )

27

中心休息

28

#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29 30 31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備註：1. 「*」上一季通訊的活動
　　　2. 「#」「延緩老化」支援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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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1

2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A 班

* 唐氏大使 ( 第二期 )

3

中心休息

4 5

# 滾出我天地

6 7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8

9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A 班

* 唐氏大使 ( 第二期 )

10

中心休息

11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12

# 滾出我天地

13 14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15

中心大日子： 
「『襯』『襪』同行親
密共融」嘉年華暨賽馬
會唐家軒開幕禮

16

*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
及小組 )A 班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17

中心休息

18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19

# 滾出我天地

20

叮叮噹噹拇指琴  

跆拳小英雄

21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22
Let's have Island Dance

Yoga for Health

唐氏游泳基礎班

唐視

超級巨 Sing

多元藝術班 

中西合璧水墨畫

扮鬼扮馬歌舞劇

光速快閃乒乓球

鼓動真我

23

獨立生活小煮意

手舞足蹈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B 班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24

中心休息

25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26

# 滾出我天地

27

叮叮噹噹拇指琴

跆拳小英雄

28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29
Let's have Island Dance

Yoga for Health

唐氏游泳基礎班

唐視

超級巨 Sing

多元藝術班 

中西合璧水墨畫

扮鬼扮馬歌舞劇

光速快閃乒乓球

鼓動真我

30

獨立生活小煮意

手舞足蹈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B 班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週日好好玩

31

中心休息

2020年 8月活動時間表

15



2020年 9月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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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耆樂無窮全天候」
小組

2

# 滾出我天地

3

叮叮噹噹拇指琴

跆拳小英雄

4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5

Let's have Island Dance

Yoga for Health

唐氏游泳基礎班

唐視

超級巨 Sing

多元藝術班 

中西合璧水墨畫

扮鬼扮馬歌舞劇

光速快閃乒乓球

鼓動真我

6

獨立生活小煮意

手舞足蹈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B 班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7

中心休息

8 9

# 滾出我天地

10

叮叮噹噹拇指琴  

跆拳小英雄

11

言語治療訓練 ( 個別 ) 
A 班

12

Let's have Island Dance

Yoga for Health

唐氏游泳基礎班

唐視

超級巨 Sing

多元藝術班 

中西合璧水墨畫

扮鬼扮馬歌舞劇

光速快閃乒乓球

鼓動真我

13

獨立生活小煮意

手舞足蹈

藝術治療訓練 ( 個別及
小組 )B 班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週日好好玩

14

中心休息

15 16

# 滾出我天地

17 18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19

20

唐氏大使 ( 第三期 )

21

中心休息

22 23 24 25

自強一族 “We Can 
Club 21”

26

27

綜合家庭支援服務聚餐

28

中心休息

29 3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