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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於週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3  請於中心休息時間前 15 分鐘完成辦理活動報名及繳費手續。

2  非中心對外開放時間，參加者請按鐘內進。

時間及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9:00 am - 1:00 pm

1:00 - 2:00 pm 午膳（不設查詢及報名服務）

2:00 - 6:00 pm

6:00 - 7:00 pm 晚膳（不設查詢及報名服務）

7:00 - 9:30 pm

2:00 - 5:00 pm

機構使命
按照聖經教導，實踐彼此相愛、服侍社群的精神。讓
各人能發揮所長，為社區加添一點愛，藉此認識

基督信仰。

理念
透過教育及發展工作，建立正確的家庭觀念，維持社

會和諧。透過支援不同家庭成員的成長，
促進家庭和諧，防止家庭問題發生。

兒童學習及發展中心

1 

2 - 5

 

 

 

6 - 7

 

8 - 11

 

12 - 13

 

14 

15 - 16

新同工介紹
新同工介紹、機構使命及理念

專業輔導、治療及評估服務

-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服務

- 親職教育 / 親子關係輔導

- 兒童行為 / 情緒輔導

- 兒童義務輔導 / 照顧者個別輔導

幼兒班組 （適合 3 至 6 歲） 專業社工 / 輔導員 / 言語治療師班組

- 晴空計劃      - 情緒社交系列

兒童班組 （適合 6 至 12 歲） 專業社工 / 輔導員 / 言語治療師班組

- 晴空計劃      - 愉快學習系列

特別活動系列

- 升學預備班       - 欣悅樂學坊（功課輔導班）

會員登記須知、會員福利、暴雨及颱風須知

活動報名須知

- 兒童為本遊戲輔導

- 言語治療服務

- 職業治療服務

中心主任
Hello，我係 Michelle 姑娘，之前在一

所小學負責「特殊教育需要」駐校社工

六年。未來希望可以在中心推動不同類

型的班組及活動，配合社區的需要。歡

迎大家有時間可以入嚟中心交流吓架！
言語治療師 

大家好，我是 Joey，是新入職的言語

治療師，會為已診斷或懷疑有特殊需

要的學前及在學學童提供語言評估及

治療服務，也會鼓勵家長多參與

跟進建議，提升課堂成效。

活動統籌幹事
大家好，我是采儀。我平常很喜歡做手工、

製作甜品，因為我覺得親手做的事物總帶

著一份愛和心思。另外，令我最滿足的事

是讓人感受到愛和為他人帶來喜樂。

未來日子，請多多指教！ ^^

社工
大家好，我是中心社工蔡姑娘 ! 我在中

心負責個案輔導，以及不同小組如專

注力、社交、情緒、大小手肌自理、

讀寫等訓練，歡迎大家隨時找我 ! 

社區關係幹事
大家好！我係社區關係幹事澄哥哥。除

籌備大型活動外，我來年亦會參與中心

不同的工作。希望可以盡快認識每位小

朋友和家長，大家一同成長   ！

有時間就搵我傾下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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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

為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如︰自閉症、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行為情緒問題或資
優兒童進行初步評估及轉介。經專家初步評估後若有需要，可轉介兒童往有關機構作進一步跟進。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服務

項目 對象 收費 內容

1
智力評估
（約 2 小時）

3 歲或以上 $4,800

•家長面談

•評估
  -WPPSI-R 魏氏幼兒童智力量表修訂版
  -WAIS-III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結果摘要
  （Brief Summary）

2
自閉症
兒童評估
（約 3 小時）

3 歲或以上 $7,000
•家長面談

•評估
  -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
  - 其他評估工具量表
    （由處理個案心理學學家建議）

•家長 / 老師 / 自評問卷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結果摘要
  （Brief Summary）

3
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兒童評估
（約 3 小時）

6 歲至
15 歲 11 個月

$7,000

4
讀寫障礙評估
（小學及初中）
（約 3 小時）

6 歲或以上 $7,800

•家長面談

•評估
  -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
  - 視覺感知功能測驗（適用於小學生）
  - 香港小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二版）/ 
   （香港中學生讀寫障礙測驗）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結果摘要
  （Brief Summary）

註︰ 1  如需要教育心理學家作跟進面談，需另約時段，每小時另加收費 $1,360。

     2  以上所有評估費用已包結果摘要，如需詳細評估報告，需另加收費 $1,500。

查詢及預約
2 6 5 6   6 6 8 0  

對象
希望改善親子關係的家長（特別適合 2 至 12 歲兒童之家長）

目標
1. 改善子女情緒、行為及社交問題         2. 認識家庭中管教角色與分工
3. 促進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及有效溝通

內容
• 以一對一形式進行，每節約 45 分鐘
• 輔導一般最少約見 6 至 12 節，節數因應個案情況而定

服務時段
個別預約

導師資歷
資深註冊社工 / 輔導員

單次收費︰ $475       4 節收費︰ $1,800
（如有經濟需要，並出示相關文件之會員，收費︰ $100 / 節）

親職教育 / 親子關係輔導

對象
3 至 12 歲學習、適應困難（包括專注、溝通表達、行為調節等）之兒童

目標
透過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社交故事（Social Story）、
桌上遊戲、專注及多感官訓練形式：

1. 提升兒童的能力感及學習表現         2. 鞏固其學習基礎及表達能力
3. 協助處理個人行為調節

內容
• 以一對一形式進行，每節約 60 分鐘
• 包括家長面談、兒童基本評估及訂定學習訓練內容
• 輔導一般最少約見 6 至 12 節，節數因應個案情況而定

導師資歷
註冊社工 / 輔導員 

單堂收費︰ $475       4 堂優惠︰ $1,800
* 清貧家庭可申請資助，該輔導將由實習社工或輔導員負責。

兒童行為 / 情緒輔導

4 節輔導
優惠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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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個別輔導

對象
因照顧長者或 SEN 兒童而有情緒困擾之家長 / 監護人

目標
協助照顧者：
• 解決照顧上的困難       • 紓緩壓力，承擔角色       • 了解自己和家人的不同需要

內容
• 以一對一形式進行，每節約 60 分鐘
• 輔導員會先約見照顧者，以了解其基本狀況和評估需要，及解釋輔導內容
• 輔導一般最少約見 6 至 12 節，節數因應個案情況而定

服務時段
星期四及星期五，晚上 7:15 至 9:15

導師資歷
輔導員（已完成香港教育大學教育輔導文學碩士課程及具輔導服務經驗）

收費︰ $50（此屬中心行政費用）（此服務並不適用於任何資助優惠）

兒童為本遊戲輔導

職業治療服務

對象
幼兒至小學兒童
（包括有大小肌能、社交情緒、感覺統合、自理、書寫或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

目標
1. 針對兒童的個別需要，為兒童訂定適當的個別訓練計劃
2. 透過治療活動及環境輔助來改善兒童在自我照顧、專注、身體協調、社交和學習方面等能力
3.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能力及家居訓練方法

訓練範圍
• 感覺統合訓練          • 大小肌能訓練        • 書寫及手部功能訓練
• 自理及組織能力訓練    • 視覺感知能力訓練    • 專注及社交能力訓練

導師資歷
註冊職業治療師

評估費用：$1,000（由本處駐校社工轉介︰ $950）
訓練費用：$950 一堂（每節 45 分鐘）（由本處駐校社工轉介︰每堂 $900）
（如有經濟需要，可向本處申請大埔浸信會「慈惠基金」資助）

言語治療服務

對象
幼兒至就讀小學，有語言發展困難之兒童

目標
1. 針對個別需要，為有語言發展障礙的兒童訂定適當的訓練計劃
2. 透過治療活動為兒童提供優質訓練服務
3. 幫助家長明白兒童的語言發展階段及提升兒童溝通技巧的方法

訓練範圍
• 語言理解   • 閱讀及表達能力   • 發音及聲線運用
• 互動溝通   • 口肌及吞嚥

導師資歷
註冊言語治療師

服務時段
個別預約

評估費用：$750（由本處駐校社工轉介︰ $600）
訓練費用：$700 一堂（每節 45 分鐘）（由本處駐校社工轉介︰每堂 $625）
（如有經濟需要，可向本處申請大埔浸信會「慈惠基金」資助）

4 節訓練
優惠 $2,500

4 節訓練

優惠 $3,500

對象
3 至 10 歲面對情緒或行為困擾之兒童

目標
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形式，讓兒童︰
1. 自由地表達內心世界
2. 提升自信心、責任感、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將內在的焦慮及壓力外顯化，把內心的感受及想法在一個安全及自然的環境中重新演繹及整理
4. 學習以社會接納的方式表達自己及處理情緒問題

內容
• 以一對一形式進行，每節約 45 分鐘       • 包括家長面談、兒童評估及治療服務
• 遊戲為本輔導一般最少約見 8 至 12 節，節數因應個案情況而定

服務時段
個別預約

導師資歷
資深註冊社工 / 輔導員【負責遊戲輔導的註冊社工 / 輔導員均已在中文大學社會
工作系持續專業教育課程完成由劉雪霞女士（Miss Lottie Lau）主領的基礎及實習課程】

單次收費︰ $475       4 次收費︰ $1,800（此屬中心行政費用）

4 節輔導
優惠 $1,800

「小鳥飛翔、魚兒暢游、兒童遊戲」
（Landreth, 1991）

「遊戲」是兒童最自然的溝通方式，
遊戲治療利用「遊戲」，讓他們透
過玩具表達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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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計劃 ［ N0158 ］
本課程專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包括懷疑或已評估為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讀寫困難、自閉
症等）學童而設，透過小組互動及學習，建立學童的全人發展。

課程特色

1.  全年課程共分四期，參照兒童成長發展需要設計內容，小班重點教學

2.  課堂以多元形式進行，透過互動遊戲、情景故事、角色扮演及桌上遊戲等，加強兒童的
學習記憶及提升動機

3.  參加者可選擇報讀全年四期或於任何一期課程加入

4.  由專業社工或輔導員於小組前期、中期（按需要）及後期與家長會面，讓家長了解子女進度

5.  完成四期訓練課程及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均可獲發由中心發出的「晴空計劃畢業證書」
乙張 及《親子錦囊》乙份

幼兒組（3 至 6 歲） 上課時間

每期 10 堂、名額 5 人 逢星期一（下午 4:45 至 5:45）

費用

一期（10 堂）$1,250（會員）/ $1,500（非會員）* 報讀晴空計劃之學童需提交評估報告

時段                  內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朋友仔仔」︰社交禮儀訓練
「講東講西小子」︰言語表達訓練
「自理小精英」︰自理及大小肌肉訓練
「快樂學習大使」︰認知及學習技巧訓練

課程內容及目標

第一期「朋友仔仔」︰社交禮儀訓練

◇ 加強幼兒與人眼神接觸
◇ 學習運用適當對話語氣
◇ 學習輪流、分享的概念
◇ 學習贏輸，培養互相欣賞的美德

第二期「講東講西小子」︰言語表達

◇ 學習表達情緒及個人想法
◇ 運用適當的連接詞（因果、步驟等）
◇ 訓練幼兒連貫思維及創意

第三期「自理小精英」︰自理及大小肌肉訓練

◇ 讓幼兒自動自覺，提升他們的自我照顧及
   表達能力
◇ 加強幼兒運用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能力

第四期「快樂學習大使」︰認知及學習技巧訓練

◇ 結合多感官及人際關係元素，認識多種學
   習方法
◇ 加強對顏色、形狀、物品、大小等基本概念
◇ 提升幼兒的空間感及簡單分類
◇ 培養積極自主學習的態度

我是小「專」家 [ N0027 ]
對象        K1 至 K3 幼兒 日期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 5:00 - 6:00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小組以執行技巧訓練為基礎，透過桌上遊戲及互動遊戲，提升兒童各方面的專
注力，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及持續專注技巧。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25（會員）/ $140（非會員）

LEGO 積木遊戲小組 [ N0137 ]
對象        K2 至 K3 幼兒（懷疑或已確診為自閉症、發展遲緩之幼兒優惠報讀）

時間 下午 4:30 - 5:30

日期 逢星期三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透過不同主題的任務，培養及啟發幼兒的邏輯思維、
創作能力，與提升他們的專注力。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25（會員）/ $140（非會員）

童夢說故事 [ N0041 ]
對象        K1 至 K3 幼兒（懷疑或已確診為言語障礙、發展遲緩之幼兒優惠報讀）

時間 下午 4:30 - 5:30

日期 逢星期四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透過閱讀繪本及學習演說故事，從而提升幼兒的想像力和
好奇心，培養思考力、專注力和邏輯推理能力。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205（會員）/ $215（非會員）

社交及情緒小管家 [ N0144 ]
對象               K2 至 K3 幼兒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 5:00 - 6:00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認識各種基本的情緒及特質，學習表達正負面的情緒及處理衝突的方法。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25（會員）/ $140（非會員）

所有班組均由專業社工 / 輔導員 / 言語治療師授課，按需要與家長討論學童情況及進度。

強烈推介

言語治療師

授課

情緒社交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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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計劃（小學）[ N0157 ]
本課程歡迎所有初小學生參與，當中亦有專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包括懷疑或已評估為專注力
不足 / 過度活躍症、讀寫困難、自閉症等）學童而設的內容，透過小組互動及學習，建立學童
的全人發展。

課程特色

1.  全年課程共分四期，參照兒童成長發展需要設計內容，小班重點教學

2.  課堂以多元形式進行，透過群體及競技遊戲、情景故事、角色扮演及桌上遊戲等，加強
兒童的學習記憶及提升動機

3.  參加者可選擇報讀全年四期或於任何一期課程加入

4.  由專業社工或輔導員於小組前期、中期及後期與家長會面，讓家長了解子女進度

5.  完成四期訓練課程及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均可獲發由中心發出的「晴空計劃畢業證書」
乙張 及《親子錦囊》乙份

小學組（6 至 9 歲） 上課時間

每期 8 堂、名額 6 人 逢星期五（下午 5:30 - 晚上 6:30）

費用

一期（10 堂）$1,250（會員）/ $1,500（非會員）

時段                              內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專注至叻星」：專注力訓練
「跟你做個 Friend」：社交技巧訓練
「情緒小管家」：情緒管理訓練
「小強人訓練室」：大小肌肉訓練

課程內容及目標

第一期「專注至叻星」：專注力訓練

◇ 學習選擇性及持久性的專注力
◇ 學習如何抑制衝動，加強日常課堂專注能力
◇ 基本自我提醒及專注技巧
◇ 簡單功課指導，讓兒童更有效率地做功課

第二期「跟你做個 Friend」：社交技巧訓練

◇ 理解社交常規和學習遵守規則
◇ 學習處理衝突方法
◇ 提昇兒童社交的主動性
  （合作、溝通、解難等）

第三期「情緒小管家」：情緒管理訓練

◇ 認識及分辨不同的情緒，提升情緒管理技巧
◇ 提升學童的想法解讀及衝突處理技巧

第四期「小強人訓練室」：大小肌肉訓練

◇ 增強大小肌肉運用及手眼協調的能力
◇ 改善手指靈活、手力運用及工具運用等技巧

專注王 [ N0002 ]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ADH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日期 逢星期六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 透過互動遊戲，訓練學生聆聽指示的能力
• 運用「桌上遊戲」活動，提升學生視覺及聽覺的專注力
• 運用「桌上遊戲」活動，加強學生的工作記憶能力
• 認識訂立目標的「六大原則」，從中學習訂立目標的技巧
• 透過角色扮演活動，加強學生自我抑制衝動行為的技巧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ADHD），在時間管理、
組織、專注力等方面都會遇到較大的困難。有研究發現執行技巧有助 ADHD
學童面對日常生活上的困難，並加強他們抑制衝動行為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班組均由專業社工主理，社工會按需要與家長討論學童情況及進度。

跳躍小叮噹 [ N0001 ]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ADH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上午 11:30 - 12:30

日期 逢星期六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 通過感觀提示卡，訓練學生聆聽指示的能力
• 透過「繪本」的故事分享，提升學生視覺及聽覺的專注力
• 學習運用視覺提示卡，提升個人自理能力
• 學習「情緒紅綠燈」，增強個人對情緒控制的能力
• 影片觀看，學習影片中的不同人物，如何抑制衝動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

優惠價︰ $960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優惠價︰ $960

愉快學習系列：專注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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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感官學習法、桌上遊戲、短片及互動遊戲，增加學生對學習中文、英
文的興趣和動機，提升運用詞彙能力和學習信心。

班組均由專業社工主理，社工會按需要與家長討論學童情況及進度。

中文小專家 [ N0003 ]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SpL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下午 4:00 - 5:00

日期 逢星期六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 認識正確執筆技巧及提升小肌能力
• 認識中文字演變，提升對中文興趣
• 加強對中文筆劃的認識及運用
• 加強對筆順的認識及應用

•認識字形結構
•加強對部首的認識及運用
•分辨常見錯別字
•認識不同詞性及句子結構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中意理 [ N0004 ]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SpL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下午 3:00 - 4:00

日期 逢星期六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 強化對字形結構、文字部件的認識
• 學習分辨常見錯別字，加強詞彙運用能力
• 提升句子組織能力（名詞、動詞、量詞等）
• 學習圖像、故事聯想等記憶方法
• 學習查考中文字
• 學習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
• 學習六何法、腦圖法及提升理解文章能力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

優惠價︰ $960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
優惠價︰ $960

英文好多 FUN [ N0005 ]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SpL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下午 5:30 - 晚上 6:30

日期 逢星期五

堂數 兩個月

內容 • 鞏固對 26 個英文字母認識
• 提升學習英文專注力
• 學習基本文法（眾數 s / es、代名詞、冠詞等），
   提升學習英文技巧
• 運用桌上遊戲，提升認默能力
• 透過手工製作及多感官遊戲，提升學習英文動機
• 回顧小組所學及肯定學生的表現，增加對英文的信心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英文繽 FUN 樂 [ N0006 ]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懷疑或已評估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SpLD）優先報讀
活動內容將按學生需要 / 能力或小組節數作出調節

時間 下午 6:30 - 7:30

日期 逢星期五

堂數 8 堂

內容 • 透過桌遊，提升對英文的興趣及學習專注力
• 透過體驗活動，提升對英文的興趣及豐富詞彙
• 運用切、法、寫、默、查的方法，提升拼默技巧
• 透過小遊戲，認識詞性及句子結構
• 透過互動式遊戲，認識英文時式
• 肯定學生的表現，增加對英文的信心

名額 6 人

費用（每堂） $140（會員）/ $155（非會員）

班組均由專業社工主理，社工會按需要與家長討論學童情況及進度。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

優惠價︰ $960

介紹新朋友一同報讀
優惠價︰ $960

愉快學習系列：讀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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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學預備班

對象        K2 至 K3（懷疑或確診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童）

時段 1 - 3 月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日期 逢星期六

內容 • 透過遊戲或活動，訓練小朋友的自理及解難能力
• 透過閱讀故事，加強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及專注力
• 透過不同小組活動，學習與同學相處及聆聽指令，有助適應小學較   
   正規的學習環境
• 社工會於小組前期、中期及後期與家長會面，讓家長了解子女進度

名額 4 人

費用 $1,000（會員）/ $1,120（非會員）

升中學預備班

對象        小五至小六（懷疑或確診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童）

時段 1 - 3 月

時間 上午 11:30 - 中午 12:30

日期 逢星期六

內容 • 透過遊戲及學習活動，教導學生升中面試及說話技巧
• 學會印象與社交的關係，使他們能因應不同的環境及別人的反應調  
   節自己的表現
• 協助他們提升適應能力，在升中前作好準備
• 社工會於小組前期、中期及後期與家長會面，讓家長了解子女進度

名額 2 人

費用 $1,200（會員）/ $1,350（非會員）

班組均由專業社工主理，社工會按需要與家長討論學童情況及進度。

升學預備班
 

欣悅樂學坊 B [ LC0001N ]
教導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孩子完成每天的功課，確實令不少家長感到
十分困擾及非常大的壓力。本處現特別為 SEN 兒童開設小班功課輔導，以
指導學生完成功課、溫習考試默書，期間亦會安排小遊戲時間讓他們輕鬆
一番，重新提升他們的覺醒專注。

三大目標

1. 指導學生完成功課

2. 協助溫習考試默書

3. 培育紀律及良好品德

課程簡介

1. 小班教學，更集中指導及營造專注的學習氣氛

2. 提供課堂記錄冊，方便家長了解學生的表現及進度，
   促進教學成效

3. 備有練習供學生溫習及準備考試測驗

4. 設有小遊戲及輕便茶點

* 班組會盡量按學生就讀的年級及能力分班，期望可達致更佳的學習效果。

課程名稱及編號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名額
每月收費

（會員 / 非會員）

欣悅樂學坊 B
[ LC0002 ]

B1 小一至
小六學生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30 - 6:00

5 人 $2,350 / 
$2,470B2 5 人

只限特殊學習
需要學童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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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定期收到本中心的活動通訊

• 免費享用本中心及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的設施
   （如借用桌上遊戲、管教書籍、兒童繪本、使用閱覽室及家長資源閣服務等）

• 優先報讀本中心及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的班組，並獲會員價優惠

• 優先報名參加本中心的特別活動，例如會員大旅行、節日派對、親子同樂日等

• 以優惠價訂購益智桌上遊戲及繪本

本中心保留一切修改會員折扣優惠條款之權利，如有爭議，以「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最終之解釋為準。

會員類別 年費 對象 會籍有效期

個人會籍 $50 0 至 59 歲社區人士
• 新會員有效期由申請日起計一年
• 提早續會者將由原有會籍有效期加一年
• 過期續會者有效期由申請日起計一年

家庭會籍 $100 最多 4 位直屬家庭成員

紳耆會籍 $30 60 歲或以上人士

注意事項：1. 會員如遺失會員證，補領證件時須繳交 $10 手續費
          2. 會員證不得轉讓他人或供他人使用

會員登記須知

會員福利

暴雨及颱風須知

天氣狀況 中心開放
中心班組活動 參觀活動

未開始 進行中  未開始 進行中

雷暴警告 /
一號戒備訊號 /
黃色暴雨警告

照常
照常

若預料天氣情況於短時間
內迅速惡化，活動將取消

紅色暴雨警告 /
三號強風訊號

照常

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 
八號或以上烈風
或暴風訊號

回復紅色
暴雨警告 / 
三號強風訊號

取消
安全情況下解散學
員，中心隨即關閉

取消

活動完成
後，安全情
況下解散學

員

兩小時內開放
照常

（進行前
2 小時）

照常

1.  請於每項活動首堂，持有效之會員證 / 活動收據，以便中心職員核對。

2.  請按收據資料依時出席活動。如活動無任何更改，本中心不會個別提醒參加者出席。

3.  為免影響活動進行，除親子活動及 3 歲以下幼童活動外，家長不得逗留在活動場地觀看、拍
攝及錄影。

4.  家長請準時接送學童上下課，切勿獨留兒童於本中心大堂讓其自行玩耍。

5.  如家長需於辦公室時間以外（下午1:00 - 2:00、晚上6:00 - 7:00或晚上9:30後）接送兒童，
每 15 分鐘須繳付 $10 行政費。

6.  所有班組均不設補堂。

7.  個人課程之學員可於一星期或之前申請事假（每月 / 期只限一次），本中心與導師聯絡後可
安排補堂。而病假者，須於活動前 4 小時通知本中心。延誤通知致導師久候者，本中心將收
取學員該節活動的全部或部分費用而不作任何補堂安排。

8.  如因天氣惡劣或中心行政原因致原定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本中心會盡量安排延期舉行，如參
加者因延期未能參加可選擇：

   i) 參加其他活動，並將已交之費用轉為新活動的報名費用；或

  ii) 退款（會以支票形式支付）。請於活動完結後兩星期至三個月內憑活動收據正本
         到中心取回退款支票，否則本處將收取 $30 之行政費以申請退款支票；逾期未領取
         的支票將撥入本機構的發展基金，以惠及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所有營舍相關活動
         費用，一律不適用於退款安排。

9.  本中心不會協助活動導師代購材料，如有需要，請學員或家長直接與導師處理。

1.  報名前，請先詳細閱讀通訊內容及須知，並核對張貼於本中心佈告板之最新活動資料（可能
會與通訊有別），所有活動資料以本處公告欄為準。

2.  請出示有效會員證（會籍有效期必須至該活動最後一堂或之後），方可按會員優惠價參加活動。

3.  凡續報活動之舊生，請於每月 / 期活動最後一堂或之前報名，否則本中心將不設留位，班組
額滿即止。

4.  班組活動及費用會因應該月堂數而作調整（個別班組的報名日期或有不同，敬請留意續報通
知書）。

5.  如欲報讀的活動已滿額，報名者可留下個人資料，本中心會按輪候情況，與導師協調並考慮
安排加開班組。

6.  本處活動以按月 / 期收費，不設試堂。即使參加者未能出席該月 / 期之所有課堂，亦須繳交
該活動的全部費用。

報名須知

活動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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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不設抽籤）進行。

2.  郵寄報名：於網站下載活動報名表及會員申請表（適用於會籍過期 / 新會員），填妥表格後，
按活動分開不同的支票，一併寄到中心辦理。支票抬頭請寫「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或
「Tai Po Baptist Church Social Service」（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會員編號及家長
聯絡電話）。

1.  資料若不齊全、錯誤或不符合入學資格，本中心有權不接受報名或退回有關信件。

2.  郵寄報名者如欲查詢有關報名情況，請於報名的信件寄出一星期後，致電 2656 6680 向本
中心查詢。未能成功兌現的活動費用支票，將向參加者收取 $30 行政費處理相關報名。

學員如於同一個課堂讀滿一年，可向中心申請相關課程證書，每張收費港幣 10 元正。

7.  參加者須按活動日期出席，本中心不接受繳費後轉班、退款或轉讓活動參與資格。如因個人
理由而未能出席者，本中心將不會退還有關費用或補堂。參加者 / 家長須保留活動收據直至
整個活動完結為止。

8.  如因天氣惡劣或中心行政原因致原定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本中心會盡量安排延期舉行。如參
加者因延期而未能出席，參加者可選擇：

   i) 參加其他活動，並將已交之費用轉為新活動的報名費用；或

  ii) 退款（會以支票形式支付）。請於活動完結後兩星期至三個月內憑活動收據正本
         領取退款支票，詳見「活動須知」）。

9.  導師或職員有權要求未繳費之學員先到中心辦事處繳費，方可上課。

10.  本中心可在以下情況取消參加者資格，而不發還其已交之費用：

   i) 參加者不符合該活動之參加資格，被揭發隱瞞事實。

  ii) 參加者在活動期間對他人造成嚴重滋擾，中心職員屢勸無效。

11.  本處保留修改上述須知及所有活動安排之權利，請參加者留意。

報名方法

郵寄報名（會於收到當日關門後處理）

印製證書

親子遊戲空間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十一條，兒童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從事
與兒童年齡相宜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和藝術活動。

遊戲是兒童學習成長的必需品，有研究指每天讓兒童遊戲至少一小時，有助
他們健康成長。適切的遊戲可以讓兒童從中學習與人相處、守規則，家長透
過與兒童遊戲的時候，可以更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為了讓家長與子女有更多時間互動相處，本中心現特開設 < 親子遊戲空間 >，
提供多款玩具，讓家長與子女在一個安全又輕鬆的地方玩耍。

對象 兒童及家長

日期 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地點 本中心大堂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16 12

PW07
Text B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