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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有任何個人資料變更，請填寫以下表格經郵寄、傳真或親身交回本中心通知
我們，使中心的通訊可以繼續寄達閣下。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  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

新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更改個人資料通知表

 

惡劣天氣安排： (Playgroup 除外) 

颱風訊號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八號風球或以上

雷暴警告

中心開放安排 中心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家長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

家長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

家長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

家長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
則取消活動。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
則取消活動。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
則取消活動。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
則取消活動。

除水上活動外

家長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則取消活動。

進行中的活動，將繼續進行。
未進行的活動，將取消活動。

活動三小時前仍懸掛，則取消活動。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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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中心介紹教會及中心介紹

日期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六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除外)

星期六

每月第一、三、五個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各組不同

各組不同

每月第三個 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

上午11:30

上午11:30

上午9:30

上午11:30

下午5:00-6:30

下午3:00

上午10:00

晚上8:00

上午10:00

晚上7:30

晚上7:30

各組不同

晚上7:30

 聚會名稱

 早堂主日崇拜

 午堂主日崇拜

福音查館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青少年崇拜

青少年牧區

開心小組

使女區

摩西區

迦南區

但以理區

小組區

雅歌區

 大組聚會﹕

對象

所有人士

所有人士

所有人士

K.1至P.6

K.1至P.6

 中一至大專青少年

中一至大專青少年

女士

女士

六十歲或以上長者

就業人士

就業人士

就業人士

已婚人士

學基愛鄰社﹕

學基愛鄰社於2011年10月成立，隸屬於學基浸信會。我們本著

耶穌基督的關愛精神，透過地區社會服務的參與，幫助及關懷深

水埗區內基層人士及家庭，見證基督信仰。

服務內容：
1. 資訊服務：為會員免費提供電腦上網服務、影片欣賞、社區

服務資源及報章雜誌閱覽等。

2. 功課輔導班：為區內低收入家庭之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功課輔

導，使他們在生活及學業上得到均衡發展。

3. 興趣班：為區內低收入家庭之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發展多元智

能的機會。

4.  家長講座：促進家長親子管教技巧。

5.  家庭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6.  剪髮服務日：培訓義工，為區內長者及有需要人士理髮。

7. 探訪服務：培訓義工，定期探訪區內有需要之家庭、獨居長者

及無家者，建立鄰舍關係，關懷有需要的人士及家庭。

8.  院舍探訪服務：培訓義工，定期探訪區內院舍，關懷病困者

心靈。

9. 資源共享計劃：為有需要之會員提供所需物資或二手物資的

交換或認領；亦為有需要之家庭，提供人力資源的支援。詳

情請參閱有關計劃之單張或瀏覽本會網頁。

＃ 各活動的確實開班時間及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或親臨本中心 
 查詢。

＃ 報名手續：填妥「活動申請表格」交回或電郵至   
 hcc.resource@gmail.com

＃    基層家庭優先，基本上先到先得，部份班種需安排面試。

學基浸信會﹕

學基浸信會於1971年4月由彭偉光宣教士夫婦（REV. & MRS. PASWATERS）

所創立。本會承接初期教會的使命，傳揚耶穌基督的拯救恩典，使人明白聖

經真理，得著永生的盼望。同時，本會也認同透過地區社會服務的參與，具

體地幫助社區上有需要的人群，實踐神所吩咐的大使命和大誡命。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興趣班興趣班

芭蕾舞班Playgroup

兒童畫班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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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家庭樂悠遊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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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

抽獎時間 - 5位幸運兒

功
輔

班 聖 誕
派對派對

聖誕家庭樂悠遊

錦田鄉村俱樂部
士多啤梨園

流浮山午餐

錦田鄉村俱樂部
士多啤梨園

流浮山午餐



本服務是特別為小三至小六兒童(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未能在日間照顧
子女的低收入家庭)而設，由合格導師為兒童提供功課輔導，使他們在
生活及學業上得到均衡發展。提供內容有﹕

服務時間：星期二至五     下午4:00 - 7:00
       

收    費：   每月$200 (不設半費或按出席日數收費) 
       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可申請減費

報名手續：親臨本中心填表報名後，由負責同工與申請家長安排接見日期。

(1)功課輔導    (2)小組及活動    (3)家庭活動

2012-2013年 功課輔導班
活動編號﹕ D02-2013B-0425

日期： 2013年 4月25日 至 6月13日 (逢星期四)

適合對象： K2 - K3 之兒童

時間： 下午 5:00 - 6:30  (共8堂)

形式： 每班8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 會員 $120 非會員 $180 (基層家庭)會員 $60 非會員 $90

內容： 教授兒童有關粉彩、水彩等的使用技巧。

日期： 2013年 4月10日 至 6月5日 (逢星期三) 
 (1/5  除外)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 會員 $320非會員 $480  (基層家庭)會員 $160 非會員 $240

內容： 培養學生對芭蕾舞藝術的認知及興趣。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兒童畫班

芭蕾舞班 A & B 

A 班

B 班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深入社區

探訪服
務

街頭服
侍

適合對象： 4-5 歲之兒童
時    間： 下午 6:00 - 7:00 (共8堂)

適合對象： 6-7 歲之兒童
時    間： 下午 7:05 - 8:05 (共8堂)

活動編號﹕  B03-2013B-0410A

活動編號﹕ B04-2013B-0410B



活動編號﹕P02-2013B-0409

日期：  2013年 4月9日 至 5月28日(逢星期二)

  (30/4 除外)

課程特色：本課程按幼兒成長，再配合幼兒心理學而設計。

          內容包括有刺激大肌肉、小肌肉、認知、社交、語言、專注力         

          、情緒及自理等活動。由專業導師指導家長瞭解幼兒的特性，   

          掌握輔助他們成長的技巧。 

適合對象﹕18個月至3歲基層家庭幼兒及其一名家長

  (每組最少4對、最多8對親子)

時間： 上午10 : 30 - 11 : 30  (一期7堂)

收費： 會員 $490 非會員 $700 (基層家庭)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PLAYGROUP 全能寶寶訓練班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日期： 2013年 3月27日(三)、3月28日(四)、3月29日(五)、

    4月2日(二)、4月3日(三)、4月5日(五)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 會員 $120 非會員 $180  (基層家庭)會員 $60 非會員 $90

內容： 透過播放影片形式增加趣味性，教授適合兒童的英文文法
 和會話。

 

復活節兒童英文文法班

A & B 班

A 班

B 班

適合對象： 小三至小四學生

時    間： 下午 2:30-4:00 (共6堂)

適合對象： 小五至小六學生

時    間： 下午 4:30-6:00 (共6堂)

活動編號﹕  E01-2013B-0327A

活動編號﹕ E02-2013B-0327B

Learning English Grammar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日期：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集合地點：學基浸信會一樓禮堂

集合時間：上午09:30 

回程時間：晚上09:30 (到達深水埗)

對象：只限基層家庭之會員

名額：88人

收費：$40 (費用只包括門票及來回車費，

不包膳食和其他費用。如提早或延遲離開，

需自行乘車及自備車費。)

開心暢遊迪士尼

部分會員(上年10月-今年3月入會)之會員
證已到期了，請攜同舊證前來本中心續會
，持有舊證者會費減半。請盡早辦
理，以免影響現參與的服務和收費。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名單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如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資源共享計劃
 

計劃目的：為有需要之會員提供二手物資
交換，以善用資源；亦為有需要之家庭，
提供人力資源的支援。

A. 捐獻資源

物資共享 ： 

物資種類：不限，二手可用物資；以及全新物資認獻皆可。

捐獻細則及程序：

i 請填妥「資源共享計劃--捐獻表格」，連同物資相片或認

獻物資種類，電郵至hcc.resource@gmail.com或親自交到學

基愛鄰社。

ii 負責同工將聯絡捐獻者有關物資交收程序及安排；

iii 負責同工將會按照物資的大小及本會可供存放空間，決定

是否收取存放物資；

iv 基本上本會只存放小型物資；

v 本會不存放大型物資，大型物資需由捐獻者自行存放，請

捐獻者列明供認領限期。

B. 申請資源：

申請資格 ： 

i 本會會員

ii 義工代為申請

iii 其他機構轉介

申請細則及程序：

i 基本上，每個家庭每月最多可申請認領一項物資；

ii 物資必須是自用，不得作其他買賣，如經發現，將取消日

後申領資格；

iii 申請人可於網上或親臨學基愛鄰社選擇所需物資或填上所

需物資；

iv 請 填妥「資源共享計劃 - - 申 請表格」，電郵至

hcc.resource@gmail.com或親自交到學基愛鄰社。

v 負責同工將聯絡申請者，通知是否接受申請，以及物資交

收或服務安排。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是否接受申請之權利。



上課須知：
* 本會有權更換導師、上課時間及地點。

* 所有課程只接受參加者本人上課，不接受由其他人代課或旁聽。

* 請愛護本中心各項設備，重視課堂秩序，尊重導師，遵守本中心

   各項規定，否則本中心有權終止其上課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

* 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可錄音、錄影或拍攝。

* 請家長督促子女準時出席，亦請家長準時到達教會接送子女，

   遲到者不作補時。

* 學生如患病、發燒，請留在家中休息，如需請假、遲到或早退，

   請提前通知本會。

(以下兩點只限鋼琴班)

* 學費每四堂為一期，請於下期開課前繳交學費，否則當退學論，

   學位也將給予他人。

* 如需請假，必須於一星期前與導師商議，方可另約補堂，

   否則當自動棄權論。

 

報名須知：
* 所有課程不接受即時報名。
* 所有活動均以基層家庭優先。若後補申請獲接納，將於活動開課前
   一星期通知及收費，若沒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課程額滿即止。
* 本會有權要求參加者提供經濟收入證明。
* 參加者須確保所有提供的資料屬實，並且了解如有訛稱，
* 本會有權取消一切有關申請，並不作退款。

收費須知：
基本上，所有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如需退款，請參閱<退款政策及程序>。

退款政策及程序：
A.   退款政策:
1. 本會如在課程開課前停業，會盡快向參加者全數退回課程費用。
2. 倘若課程未能如期開辦或有任何日期、時間上的改動，參加者有權拒
   絕新安排而提出退款要求，本會將於一個月內全數退回已繳費用。
3. 倘若課程在開課後停辦，本會將於一個月內向參加者按比例退回
   課程費用。
4. 參加者必須保留正式收據方可辦理退款手續。
B.   退款程序﹕
1. 如遇退款情況，本會將主動致電或以書面通知參加者有關退款安排。
   十八歲以下的參加者可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辦退款手續。
2. 本會將按照上述政策向學生退款。
3. 處理退款時，本會只需審閱學費收據正本，不會收回存檔。
   參加者或家長收到退款時，需要簽收確認。
4. 本會將以現金或支票支付退款。
5. 凡由本會所取消課程，請在一個月內憑收據前往中心辦事處退款，
   否則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