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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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我是一位基督徒社工，曾於基督教開辦的社會服
務機構工作5 年的時間，當時主要服事兒童、青少年及
家長。感謝主！祂讓我有機會服事深水埗區的街坊，這
不但讓我實踐社會工作的知識，也讓我在工作內擁抱社
區，學效主耶穌的愛心，服事社群。

 工餘的時間除了於理工大學進修外，也喜歡郊遊
、看書、煲劇、上Facebook、逛街等等，這可以讓我了
解世界、社區以及我身邊的朋友更多。同樣，我也希望
能夠認識大家，請多多支持及參與我們的活動！

。

部分會員(2011年10月-今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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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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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工
簡介

 大家好！很高興由5月起開
始加入學基浸信會這個大家庭，
我是學基愛鄰社的服務主任嚴惠
敏姑娘，英文名叫MANI。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芭蕾舞班

功課輔導班功課輔導班

復活節兒童英文文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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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暢遊迪士尼

參加者及義工共百多人一同到迪士尼遊玩
大合照

去玩喇~ GO GO GO!!

與米奇米妮合照乘坐小飛象

反斗車王

開心列車

9 10

轉轉咖啡杯轉轉咖啡杯

黑超小特工黑超小特工

開心列車

反斗車王

乘坐小飛象 與米奇米妮合照

去玩喇~ GO GO GO!!



復活節祝福探訪

Playgroup

兒童畫班
11 12

義工活動 
義工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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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獲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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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獲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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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課輔導班

日期： 2013年 6月19日 至 8月14日 (逢星期三)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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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班 A & B 

A 班

B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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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7:05 - 8:05 (共8堂)

活動編號﹕  B05-2013C-0626A

活動編號﹕ B06-2013C-06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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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系列

暑期活動報名程序

* 開始報名日期﹕5月21日 (星期二)
           (早上11:00)

* 5月21日-5月31日期間每人只可
  報名最多2項活動。

* 6月1日後如有剩餘名額，可隨興趣
  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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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沒獲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 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是否取錄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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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LAYGROUP 全能寶寶訓練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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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共8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 會員 $240 非會員 $360  (基層家庭)會員 $120 非會員 $180

內容： 以日常生活內容、影片及遊戲，訓練學生英文聆聽、

 對話及寫作的能力，加強對英文學習的信心。 

A 班

B 班

3. 英文拔尖補底班
活動編號﹕E03-2013C-0723

活動編號﹕E04-2013C-0724

活動編號﹕P03-2013C-0611

活動編號﹕P04-2013C-0806

視覺藝術系列

日期： 2013年 7月23日 至 8月15日 (逢星期二 及 四)
適合對象： 小三班小四學生

日期： 2013年 7月24日 至 8月16日 (逢星期三 及 五)
適合對象： 小五至小六學生

日期： 2013年 6月11日 至 7月30日 (逢星期二)  (16/7除外)

日期： 2013年 8月6日 至 9月24日 (逢星期二)  (27/8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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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年 6月19日 至 7月12日 (逢星期三 及 五)

時間： 下午 4:00 - 6:00  (共8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小三至小六的學生

收費： 會員 $240 非會員 $360  (基層家庭)會員 $120 非會員 $180

內容： 透過動畫，教授拼讀的技巧，提升學生對英文學習的興趣及  
 讀默英文的能力。

日期： 2013年 7月10日 至 7月31日 (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 7:00 - 8:00  (共4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升小三至小六的學生

收費： 會員 $80 非會員 $120  (基層家庭)會員 $40 非會員 $60

內容： 由外藉老師透過遊戲活動，訓練兒童與英語老師對話，提升  

 兒童英語會話的能力。

2. 英文拼音班   活動編號﹕E02-2013C-0619

1. 快快樂樂講英文  活動編號﹕E11-2013C-0710

英語系列

只限9月份讀學前班之學童 3堂收費: 會員 $210 非會員 $300

       (基層家庭) 會員 $60  非會員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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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獲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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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獲通知，則表示不接納申請。

視覺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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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兒童魔術班   活動編號﹕M02-2013C-0705

日期： 2013年 7月5日 至 8月23日 (逢星期五)
 (19/7 除外)

時間： 下午 5:00 - 6:15  (共7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升小四至小六之學生

收費： 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基層家庭)會員 $70 非會員 $105

內容： 教授簡單有趣魔術技巧，發揮潛能。

2. 親子扭扭氣球樂  活動編號﹕T01-2013C-0706

日期： 2013年 7月6日 至 8月17日 (逢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共7堂)

形式： 每班10對親子 (最少5對親子開班)

適合對象： K3至小二學生及家長 (必須有家長陪同參與)

收費： 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基層家庭)會員 $70 非會員 $105

內容： 教授扭氣球技巧，發揮兒童的創意及促進親子溝通相處。

3. 扭出創意新主意  活動編號﹕T02-2013C-0706

日期： 2013年 7月6日 至 8月17日 (逢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1:45 - 12:45  (共7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小三至小六之學生

收費： 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基層家庭)會員 $70 非會員 $105

內容： 教授扭氣球技巧，發揮兒童的創意。

6. 環保小特工   活動編號﹕T04-2013C-0726

日期： 2013年 7月26日 至 8月16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 4:00 - 5:00  (共4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小一至小二之學生

收費： 會員 $60 非會員 $90  (基層家庭)會員 $30 非會員 $45

內容： 透過遊戲和小手工，教授環保知識，讓小朋友發揮環保創意  

 思維。

4. 兒童畫班   活動編號﹕D03-2013C-0725

日期： 2013年 7月25日 至 8月22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00 - 3:30 (共5堂)

形式： 每班8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K2 - K3 之兒童

收費： 會員 $80 非會員 $120  (基層家庭)會員 $40 非會員 $60

內容： 教授兒童有關粉彩、水彩等的使用技巧。



講員﹕徐惠儀女士
  （家庭發展基金事工總監）
講員﹕徐惠儀女士
  （家庭發展基金事工總監）

『姻上加恩』『姻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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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婦女英文班   活動編號﹕E01-2013C-0618

日期： 2013年 6月18日 至 7月11日 (逢星期二 及 四)

時間： 下午2:00 - 3:30  (共8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對英文有基礎認識的婦女

收費： 會員 $160 非會員 $240  (基層家庭)會員 $80 非會員 $120

內容： 透過日常生活的學習，增加英文生字的認識。

婦女系列

3. 舊衣變身小攪作  活動編號﹕T03-2013C-0725

日期： 2013年 7月23日 至 8月20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 - 4:30  (共5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有興趣之婦女

收費： 會員 $100 非會員 $150  (基層家庭)會員 $50 非會員 $75

內容： 認識衣料及配料，為上衣、裙褲、外套毛衣變身，發揮創意

2. 婦女電腦應用入門  活動編號﹕T05-2013C-0709

日期： 2013年 7月9日、10日、11日、23日、24日及25日
 (星期二至四)

時間： 下午 2:30 - 4:00  (共6堂)

形式： 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適合對象： 有興趣之婦女

收費： 會員 $120 非會員 $180  (基層家庭)會員 $60 非會員 $90
婚姻關係可以歷久常新嗎?
每對夫婦都希望有矢志不渝的婚姻，
需要注入什麼元素?
在婚姻關係上如何達至姻上加恩? 

日期﹕2013年6月22日 (六) 晚上7:30
 地點﹕學基浸信會禮堂

夫婦講座

費用全免



日期：2013年8月4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學基浸信會二樓
對象：本會會員
內容：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不設洗吹、電髮及染髮)
名額：20名
費用：全免
報名方式：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請於辦公時間，
   到學基愛鄰社登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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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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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獲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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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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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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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