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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SAU 

東華三院天秀墟透過集結天水圍居民的熱誠、智慧

及才能，積極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貨品及服務。同

時，透過舉行各項大型活動，讓天水圍居民擁有一

個屬於自己的聚腳點，享受天水圍區的生活。

查詢電話：8100 6737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秀路18號

FACEBOOK 東華三院天秀墟

網頁：http://tsb.tungwahcsd.org/



主任的話

東華三院天秀墟由2013年開業至今，霎眼間現已踏入第六個年頭。

我們一直致力為元朗及天水圍區的居民提供廉租攤檔，創造就業機

會，以售賣各式各樣的貨品及服務，同時，亦為區內居民提供廉價

購物選擇，促進區內經濟。

經歷過多個春與秋、寒與暑、風與雨、日與夜，檔戶們都憑著堅毅

不撓及勇於嘗試的精神，同心合力地推動天秀墟發展。檔戶間由最

初不相識，至逐漸熟絡，繼而成為同舟共濟、鄰里互助的好朋友；

隨著時間的日積月累，在不知不覺間，檔戶與街坊已建立了一份真

摰的友誼。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情，成為天秀墟寶貴的資產。

為了提供一個讓居民同歡共樂的聚腳點，加強社區連繫，我們精心

策劃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包括節日慶祝、音樂藝術、主題性活動

等，務求適合各年齡層的居民一同參與，在這裡締造一所屬於大家

交流的平台。

願天秀墟繼續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連繫著社區的每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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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天秀壁滿FUN

才華滿「天」飛 

天秀達人大激鬥

復活市集遊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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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號舖  食得囍涼果店
本店在天秀墟營業已有一段時間，貨品主要有福建的

特色產品，如冬筍乾、咸檸檬、咸橄欖；還有一些懷

舊的涼果、乾果美食，更有老少咸宜的紫菜、魷魚絲

等過百種零食，讓天水圍街坊懷念昔日美好時光。

502號舖  糧油雜貨
天秀502農姑娘糧油雜貨：營銷香港百年老字號的正

宗優質泰國香米、各國蛋類、野生牛大力、巴戟、

五穀雜糧、海味乾果、各種配料、副食品、品牌飲

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免費送貨

電話/WHATSAPP：5348 0399/ 6254 0587 農姑娘

電郵：502MSNONG@GMAIL.COM

703號舖 成記海味雜貨店 

訂購電話：6543 1822 
本店在天秀墟經營大約五年多，多謝各位街坊支持！

本店以薄利多銷、以客為本、禮貌招待為宗旨。

本店以雞蛋銷售最為聞名，包括中國湖北紅心黃蛋、

美國蛋、歐洲蛋、泰國蛋、咸蛋、皮蛋、竹絲蛋、

初生蛋、以及有預訂新鮮鵝蛋、白鴿蛋等；在內地

採購貨品，包括本地薑、蒜頭、蕃薯和特色產品，

另有泰國香米、糖類、鹽類、配料類產品。

買滿30元以上，可於指定時間享用免費送貨服務

(天水圍區內)，希望各位街坊支持成記海味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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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號舖 KSBYCASE DIY
本小店主打售賣手機配件及手機維修服務！手機

配件包括手機皮套、鋼化玻璃貼、藍芽耳機、充

電寶、充電線、監控器等等。手機維修服務包括

IPHONE爆外屏及更換電池。

請大家多多支持，街坊生意。

FACEBOOK/WECHAT: KSBYCASE

808-809號舖 觀荷衣紙香燭佛具店
專售：供佛、拜神、祭祀無煙檀香、盤香、卧香、

各種酥油燈、各類衣紙，價廉物美，歡迎預訂。

代客：攝太歲、祈福、還神、擇日、睇日腳

預約：排八字、睇風水、掌相、問事

承接：殯儀

電話：9076 8706 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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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12號舖 百滙文具玩具精品
本店在天秀墟經營五年多至今，一直以價格實

惠、明碼實價為宗旨，以禮貌、誠實為待客之

道。貨品包括晨光牌文具(批發價)、擦膠、鉛

筆、剪刀、筆記本、筆袋、膠水、銀包、傘、

風扇、扇子、泳褲、泳衣、水泡、季節用品、

玩具、精品等等，平、靚、正！

歡迎貴客選購，謝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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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雜貨區

衣履鞋襪﹑玩具精品﹑
各類家居用品

熟食區
飯﹑麵﹑小食﹑甜品

服務及護理區

剪髮﹑按摩﹑改衣﹑
維修﹑美容

食品區

糧油﹑罐頭﹑包裝
食品。蔬菜水果﹑
鮮花盆栽

1 號
街

 天秀路

街號 舖位

1 02

街號 舖位

19 19

舖位號碼解讀 天秀路
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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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號舖 德順內衣店
本店907號舖有男女老少內衣、泳衣、泳帽、太

陽帽、手袖、冰袖、及各式各款衣履鞋襪，價

格實惠，平靚正！歡迎貴客光臨購買，謝謝！

1205號舖 太陽游泳中心
本店有各式各樣的游泳用品及行山用品發售：泳

衣、保暖衣、防水袋、泳鏡、浮板、水泡、手袖…

行山糸有：背囊、水袋、冰巾…未能盡錄，歡迎到

1205號舖選購。

另外，本泳會以小班教學為宗旨，全天候泳池上

課，務求學生以最短時間學識游泳，我們除設有

幼兒、小童、成人泳班外，更特設女仕專班（由

女教練任教）適合工作繁忙的ＯＬ及主婦，請

WHATSAPP 54998880報名及查詢。

1705號舖 良思電腦
本店由1991年開業至今，遷到天秀墟已有五年了，本店

宗旨是提供一個高質素專業的電腦服務，作風老實，

得到各公司及客戶認同。

本店服務有：

(1) 高質素專業電腦維修(可上門)
(2) 電腦周邊硬件 (如 : 路由器、無線USB網卡、電腦滑   

    鼠、鍵盤、機械鍵盤、USB手掣、電競耳機、喇叭)
(3) TATKUI 打印機墨水 (HP/CANON/EPSON)
(4) 各類型 CABEL (如 : LAN / HDMI / VGA / 電源線等)
(5) 電腦正版遊戲(可代訂)
(6) 遊戲點數或月費 (如 : Q幣、STEAM、MY CARD、

    貝殼幣等)
(7) 組裝電腦或原廠LENOVO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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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號舖 全通五金
專營五金配件、裝修、家居維修、水電、

龍頭、抽氣扇、廁所、開鎖、換鎖、冷氣、

洗衣機等大小工程。

電話：5688 9218

1901號舖 ENJOY
古法美容線面

線面、修眉、線額毛、線唇毛、線

腋毛。線後美白嫩滑，本人用心為

你服務。敬請預約。

1909號舖 志髮廊
志髮廊以30多年髮型師經驗為街坊、男女老幼

在優惠價格下做到超水準的美髮、護髮及造型

服務，可以明顯的與高級髮型屋相比，髮型師

會細心地根據個人的頭形和髮質為客人設計一

個合適的髮型，打造代表著個人生活狀態的形

象。想要亮麗的髮型就來志髮廊吧！



1917號舖 榮記涼茶
天秀墟的苦與甜

天秀墟榮記，對這裡熟悉的朋友也許並不陌生。

這裡不僅有清熱解毒的祖傳涼茶，也可以在這

裡食一碗老香港味的糖水。

先來說說這裡的招牌糖水有香草海帶綠豆沙，

香草給糖水添一絲大自然的清香，也有的人喜

歡椰汁紅豆西米露等。夏天推出爽口的燒仙草，

來自台灣的燒仙草，經過改良，為夏天消消暑。

另外這裡的涼茶，時代雖變遷，但依然保留住

老港人的文化與底蘊。

由於篇幅有限，不如自己親自來榮記探索苦與

甜，風裡雨裡陽光裡，1917榮記等你。

1915號舖 壹家重慶小麵
重慶被稱為「美食天堂」，不但風景優美，物產豐富，美食

更是數之不盡……口味以麻辣鮮香，汁濃味足最為出名。

「壹家重慶小麵」以地道重慶美食做主打，選用新鮮食材，

配料豐富講究，作料風味獨特，各種配料及調味皆由重慶直

送，保證物美價廉，口味正宗。

招牌菜式包括重慶燒烤、萬州烤魚、香辣蝦、燒雞公（麻辣

雞煲）、老鴨湯（酸蘿蔔鴨）、紫陽雞（高山臘肉燉雞）……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2:00PM-10:00PM (逢週日休息）  
訂餐電話：5511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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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電子遊戲比賽 電子遊戲比賽 
天秀盃Tin Sau Cup- FIFA18天秀盃Tin Sau Cup- FIF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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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前
往
方
法

小巴:
77A    

巴士:
967 (由港島)
269D (由沙田)
269M (由祖堯)
K73 (由元朗)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秀路18號

地鐵:

於西鐵線天水圍站下車，轉乘輕鐵705/706於天秀站下車；

或乘搭輕鐵705/706/751//761P，於天逸站下車

天逸邨天逸邨

天秀路

天
瑞
路

天
瑞
路

天秀路

天秀路公園

天富苑

天逸站

天秀站

巴士 269M 269D  K73 967

巴士 269M  K73 967

小巴 77A

憑香港濕地公園即日門票或多

次入場證，前往天秀墟辦事處

可免費換領精美環保袋一個﹗

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