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興曲藝社區推廣計劃

周潔冰主席

10月30日 (六) @ 銅鑼灣社區會堂  中午1:30/1:55 
11月14日 (日） @ 北角社區會堂  上午9:15/ 9：30
12月  暫停
2022年1月22日@ 銅鑼灣社區會堂 上午9:15/ 9：30

通 訊 2021年10月至12月

本會將於即日起更新會員証，會員凡於2022年
2月前到本會更新會員証，可獲取禮物一份 ! 

更新會員証 2022

 鑑於新型肺炎疫情肆虐，本港曲藝界面臨失業危機，為拯救曲藝界的生存
空間及為業界創造就業機會，我們發起了「振興曲藝社區推廣計劃」，望
能振興疫情後的粵劇曲藝，藉演出吸引觀眾重返劇場。

「振興曲藝社區推廣計劃」香港區啟動禮已於4月19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劇
院舉行，新界區開幕式於5月1日在元朗劇院舉行，九龍區開幕式於5月12
日在高山劇場舉行，推廣計劃隨即於十八區展開。粵劇紅伶龍貫天、陳慧
思、新劍郎、謝國璋與一眾紅伶現塲呼籲觀眾支持振興曲藝，期望計劃為
大家帶來歡樂。閉幕式於8月19日在新光戲院舉行，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徐
英偉局長致辭時表示，感激在場市民堅守社交距離措施，又呼籲觀眾盡快
接種疫苗。他續表示會繼續努力於社區推廣曲藝發展並贊賞文化活動帶給
市民很多正能量。壓軸活動「振興曲藝社區計劃滙報演出」於8月31日在麥
花臣塲館舉行，氣氛熱鬧，座無虛席。
推廣計劃除了實體演出，更透過網上宣傳推廣，讓更多觀眾可欣賞推廣計
劃的資訊，接觸博大精深的曲藝文化。感謝合辦機構文化躍動和香港社區
基金的大力支持，期望日後能繼續合作，共同努力，振興曲藝，為社區發
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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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從事區議員工作，期間接觸很多婦女，讓我

慢慢產生一種使命感：希望能幫助婦女擺脫困境，

爭取權益。婦女因要照顧家庭，很難同時兼顧事業

與家庭，遇到困難時欠缺支援，求助無門，致令產

生很多家庭悲劇。

為此，本人於1991年成立「紫荊社」，目的旨在鼓

勵婦女自強，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近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很多家庭出現失業問題，婦

女承受的壓力更大。有見及此，紫荊社今年發起「

婦女愛增值」計劃，協助婦女自我增值，裝備自己

，積極面對疫境。承蒙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贊助，我

們舉辦了多塲以「就業展能 姸活精彩」為主題的工

作坊及多項「婦女愛增值」培訓班，為她們提供創

業及就業機會，鼓勵自我增值。喜見「婦女愛增值

」計劃反應熱烈，學員們積極學習，大家均熱切期

待計劃能延續下去，再創佳績，讓更多婦女們受惠

，為社區發放更多正能量！

 婦女愛增值

周潔冰主席

2021年10月至12月

2021年10月



:

金獎 (一名 )
銀獎 (一名 )
銅獎 (一名 ) $1 0 0  

優異獎 (十名 )  $50 

       **

$300
$500

愛心月餅獻社群 慶祝國慶 探訪區內長者

目標：  本攝影比賽以社區情懷,和睦家庭為主題，誠邀全港學生，愛好攝影的青少年發揮創意，
          積極參與,透過攝影捕捉社區情懷，展現和睦家庭。。
活動詳情：
-參加者年齡： 6-29 歲 。  大會設有個人組和團體組。
-參賽作品，5R相片，透過攝影捕捉社區情懷，展現和睦家庭。 期待吸引更多青少年攝影愛好者，
  作品均可以相機或手機拍攝，需附上文字簡述（不超過50字，對攝影參賽的感受，相片描述）黑白/彩色均可，
  大會不接受後期加工的參賽相片。
- 每位參賽者可提交最多20張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參賽者組別、姓名、電話和電郵。

截止日期 : 2021年 12月15日
以郵戳日期為準

協辦: 影聯攝影學會
        恩典攝影學會

           林偉群攝影學會

獎項：
- 冠軍 :得獎者可獲獎盃一座及禮品券八百元  - 亞軍:得獎者可獲獎盃一座及禮品券五百元
- 季軍:得獎者可獲獎盃一座及禮品券三百元

繪畫比賽
三個主題，任選其一： 和睦家庭（家庭） 和諧共融（社區） 抗疫正能量（社會）

賽分組 親子組( K1 至 K3 ） 初小組 ( 小一 至 小三
)高小組( 小四 至 小六） 初中組 ( 中一 至 中三
)

參賽費用 HK$100

截止日期

2022 年 1月 31日
以郵戳日期為準

(活動詳情及表格可於網頁內下載 )
ttp://www.hkbauhinia.org

作品規格 圖畫紙 (297mm X 420mm)

協辦主辦

鳴謝:

*

感謝炮台山獅子會贊助愛心月餅，派發了
600多個月餅給會員，共渡佳節。

為慶祝10月1日國慶節，周潔冰主席在區內探訪多名長者
，了解所需，聆聽訴求。



       *

紫荊工展群英匯

日期                名稱                   地點                 時間                 內容 

北角社區會堂 9:30AM

紫荊工展群英匯
日期：2021年12月12日(日)

時間：晚上6:30

地點：工展會舞台

內容：綜合表演

日 期：2021年12月11日(六)
時 間：下午12:45

地 點：工展會舞台

內容：邀請政商界人士出席，頒發愛心

      証書予愛心企業。

紫荊同樂展繽紛11月14日 (日)

9:30AM 粵曲銅鑼灣社區會堂紫荊粵韻處處聞10月31日 (日)

銅鑼灣社區會堂   1:30PM 例會/綜合表演紫荊金曲同樂日  10月30日 (六)

恆愛行動啟動禮

福利優惠(歡迎來電或親臨本會查詢及選購) 

服務由梁惠明牙科醫務所提供

預約電話：

2578 7172
2806 1113

會員牙科保健優惠 地址：

香港英皇道155號六合商業大廈4樓 

(炮台山地鐵站A出口對面)
優惠價：$60  原價$150

*其他項目(假牙,牙冠,植牙,
根管治療,牙周手術、智慧手術等)面議。
*65歲以下會員可預約任何時間。
*65歲以上會員只限星期三10AM-12PM。
*65歲以上會員福利不可與醫療卷同時使用。
*診症時必須出示有效紫荊社會員証。
*如有任何爭議，診所將保留最終決議權。

    100            免費            免費
600-700          60          480-560
600-700          60          480-560
    800             60              640

150             60              120
400            200             320
200             60              160   

檢查費:
洗牙:
補牙:
脫牙:(手術脫牙及智慧齒除外)
X RAY : 

小片(PA)
全景(OPG)
藥物治療

原價 65歲以上 65歲以下

紫荊社中醫福利 : 中醫義診

三寶中心有限公司
高志光中醫師

紫荊社名額: 10個 / 週

日期: 逢星期二
時間 : 上午10:00-下午12:00 
地點：天后屈臣道7號金都大廈商場
            地下26B地舖

先致電紫荊社

 2535 6103 預約

恆愛行動啟動禮

例會/綜合表演

小西灣社區會堂 12:30PM紫荊濃情30載慈善SHOW11月6日 (六) 綜合表演

婦女就業培訓工作坊  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班組時間表

粵曲二胡伴奏、合唱團 ＃YC0126 鑼鼓身段班  #YC0125

粵曲拍和鑼鼓班（進階班）
#SWH 0125 A   #SWH 0125 B

 粵曲拍和伴奏班（進階班）＃YC0121B³
詳情可致電: 

2535 6103（紫荊社）

結業演出排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