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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 4-6月

教育中心註冊編號﹕588245教育中心註冊編號﹕588245

電話：2744 4701 / 2744 4786 
傳真：2744 0244
網址：www.hbc.org.hk
電郵：hcc.resource@gmail.com

上午

上午

上午

正堂地址：深水埗元州街162號 

副堂地址：深水埗元州街165號步陞工業大廈6樓 

印刷數量﹕1000本

兒童 15

正堂

副堂

會員優先報名日期﹕
3月11日(星期五)
上午11:00



若你有任何個人資料變更，請填寫以下表格經郵寄、傳真或親身交回本會通知我
們，使本會的季刊可以繼續寄達閣下。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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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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會員(2011年10月-今年3月入會)之會員證已到期了，  
   請攜同舊證前來本會續會，持有舊證者續會會費減半。
   請儘早辦理，以免影響參與服務之收費。

  季刊只會郵寄給有效之會員，敬請留意。 

申命記� �3�1�:�6� � � � � � �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尼希米記� �8�:�1�0下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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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星期六

(每月第一週星期六除外)

每月第一、三、五週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六

各組不同

星期六 (第一、三週)

星期六 (第二、四週)

時間
上午9:30

上午11:30

上午11:30

上午11:15

下午3:00

下午4:30-6:30

上午10:00

晚上8:00

上午10:00

晚上8:00

晚上7:30

晚上6:00

晚上8:00

 聚會名稱
 早堂主日崇拜

 午堂主日崇拜

福音查館

兒童聚會

青少年崇拜

青少年牧區

路得區

以斯帖區

摩西區

約書亞區

迦拿區

雅歌區

基甸男人區

 

對象
所有人士

所有人士

所有人士

幼班 K.1至K.3

低班 P.1至P.3

高班 P.4至P.6

 中一至大專青少年

中一至大專青少年

婦女

婦女

六十歲或以上長者

就業人士

就業人士

已婚人士

只限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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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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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家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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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探訪區內院舍或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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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或親臨本會查詢。

＃ 報名手續：請親臨本會辨理報名程序，不設電話留位。
＃    基層家庭優先，名額先到先得，部份班組需安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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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20
$10
$10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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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手續

入會費用

填妥「會員申請表格」，連同會費、身份證明文件及/或經濟證明交回
學基愛鄰社即可辨理入會手續。

<會員證由入會日起計算，有效期為一年。>

個人會員 有興趣入會者

*低收入人士/領取綜援家庭
長者﹕60歲或以上

家庭會員 家庭中有兩名直屬成員成為會員，其他親屬可免費入會。
(申請時請出示兩名個人會員之有效會員證)

* 收入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
會員福利
(一) 免費享用學基愛鄰社設施；
(二) 活動收費優惠；
(三) 參與資源共享計劃。
(每個家庭每月最多可申領一項物資)

報名須知：
* 所有課程不接受即時報名，課程額滿即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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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參加者請自行核對參加活動之日期會否與其他活動或課程「時間有 
   衝突」，一經報名，若由於個人原因未能參加者，所繳費用恕不 
   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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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活動及課程的詳細安排，以本會最後公佈為準。

退款政策：
本會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接受退款申請﹕
1. 本會如在課程開課前停業。
2. 本會在接受報名後更改或取消活動。
3. 活動因天氣影響而取消或改期。

退款注意事項﹕
* 如屬上述情況，本會職員將個別致電通知參加者退款安排，參加者 
   須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連同活動收據正本到本會辦理退款手續 
   ，逾期未取之款項，將會交愛鄰社作發展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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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八歲以下的參加者可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辦退款手續。

上課須知：
* 本會有權更換導師、上課時間及地點。
*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戶外活動均在本中心集合及解散，請家長依時 
   往本會接送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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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發現，本會有權拒絕非報名人士參加該活動或課程。
* 請愛護本會各項設備，重視課堂秩序，尊重導師，遵守本會各項規            
   定，否則本會有權終止其上課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
* 未經本會同意，不可錄音、錄影或拍攝。
* 請家長督促子女準時出席，亦請家長準時到達本會接送子女，為對 
   出席者公平起見，遲到者一概不候，亦不作補時，敬請留意。
* 參加者如患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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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不設補堂。(除個別活動特別註明外)

(以下三點只限鋼琴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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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限基層家庭會員參加。

哥林多前書�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歌羅西書�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輕輕鬆鬆學普通話輕輕鬆鬆學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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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以賽亞書�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
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環球美食節中國篇之餃子 環球美食節中國篇之餃子
小小音樂家演奏會小小音樂家演奏會

資源共享快閃活動資源共享快閃活動



學前啟蒙課程學前啟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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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書� �3�:�1�7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哥林多前書� �1�3�:�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全能寶寶訓練班全能寶寶訓練班



* 開始報名日期﹕03月11日(星期五)
  (上午11:00)

* 如報名踴躍，各參加者每季最多
  只可參加兩項活動。

* 報名日不接受即時入會及續會安排。

* 為公平起見，家庭活動的報名
  只限直系親屬。

* 凡登記作後備的參加者，唯有
  參加者退出活動，才有空缺予後
  備參加者。

* 本會有權保留更改活動資料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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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是否取錄之權利。

* 開始報名日期﹕03月11日(星期五)
  (上午11:00)

* 如報名踴躍，各參加者每季最多
  只可參加兩項活動。

* 報名日不接受即時入會及續會安排。

* 為公平起見，家庭活動的報名
  只限直系親屬。

* 凡登記作後備的參加者，唯有
  參加者退出活動，才有空缺予後
  備參加者。

* 本會有權保留更改活動資料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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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是否取錄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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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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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愛鄰社有FACEBOOK，你地LIKE 左未?

為加強與大家的聯繫，
並可時時刻刻掌握本會最新的資訊及動向。

現誠邀大家在FACEBOOK即時讚好我們的專業
「學基愛鄰社」

https://www.facebook.com/hcc.resource/

  我們希望以網上平台﹕
   1. 定期分享最新貧窮關懷的資訊; 
  2. 招募、動員教會弟兄姊妹參與服事工作; 
  3. 分享愛鄰社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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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程序活動報名程序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本服務是特別為小三至小六兒童(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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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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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本會填表報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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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壹書� �4�:�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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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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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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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芭蕾舞班 A & B

培養兒童對芭蕾舞藝

術的認知及興趣。

A班  活動編號﹕B03-2016B-0413A

日期：2016年 04月13日 至 06月15日 (逢星期三)

對象：3-4 歲之兒童

時間：下午 05:15 - 06:15 (共10堂)

名額：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會員 $400 非會員 $420

      (基層家庭)會員 $200 非會員 $210

B班  活動編號﹕B04-2016B-0413B

日期：2016年 04月13日 至 06月15日 (逢星期三)

對象：5-6 歲之兒童

時間：下午 06:15 - 07:15 (共10堂)

名額：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會員 $400 非會員 $420

      (基層家庭)會員 $200 非會員 $210

透過輕鬆有趣的手法

，如﹕遊戲、唱歌，

讓兒童對學習普通話

感興趣，並加強他們

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A班  活動編號﹕L03-2016B-0414

日期：2016年 04月14日 至 06月16日 (逢星期四) 

      (09/06 除外) 

對象：K.2 - K.3 之兒童

時間：下午 04:45 - 05:45 (共9堂)

名額：每班8人 (最少4人開班)

收費：會員 $180 非會員 $200

      (基層家庭)會員 $90 非會員 $100

B班  活動編號﹕L04-2016B-0419

日期：2016年 04月19日 至 06月14日 (逢星期二) 

對象：K.1 之兒童

時間：下午 04:45 - 05:45 (共9堂)

名額：每班8人 (最少4人開班)

收費：會員 $180 非會員 $200

      (基層家庭)會員 $90 非會員 $100

2. 輕輕鬆鬆學普通話

** 家長講座將於開課後公佈，敬請留意。

3. PLAYGROUP 全能寶寶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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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導師指導家長瞭

解幼兒的特性，掌握

輔助他們成長的技巧

。

  活動編號﹕P04-2016B-0426

日期：2016年 04月26日 至 06月21日 (逢星期二) 
      (24/05 除外)
對象：16至23個月基層家庭幼兒及其一名家長

時間：上午 10:15 - 11:15 (共8堂)

名額：每班10對 (最少5對開班)

收費：會員 $800 非會員 $820

      (基層家庭)會員 $160 非會員 $170

4. 學前啟蒙課程 A & B

訓練孩子的自理和遵

守群體生活規範，為

幼兒作好入幼稚園的

準備。導師會參考幼

稚園上課模式，每節

以不同主題，配合故

事、遊戲、圖工、律

動和大小肌肉訓練等

，讓孩子循序漸進地

適應獨立學習。

啟蒙A班  活動編號﹕P05-2016B-0426A

日期：2016年 04月26日 至 06月21日 (逢星期二) 
      (24/05 除外)

對象：2至3歲基層家庭幼兒及其一名家長

時間：上午 11:30 - 下午 12:30 (共8堂)

名額：每班10對 (最少5對開班)

收費：會員 $800 非會員 $820

      (基層家庭)會員 $160 非會員 $170

啟蒙B班  活動編號﹕P06-2016B-0426B

日期：2016年 04月26日 至 06月21日 (逢星期二) 
      (24/05 除外)

對象：2至3歲基層家庭幼兒及其一名家長

時間：下午 12:30 - 01:30 (共8堂)

名額：每班10對 (最少5對開班)

收費：會員 $800 非會員 $820

      (基層家庭)會員 $160 非會員 $170

希伯來書�1�0�:�2�4

讓我們彼此相愛，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腓立比書�4�:�1�1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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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神說﹕祢是我的主﹔祢是我一切幸福的源頭。

希伯來書�1�0�:�3�5

所以，你們不要喪失了勇氣﹔這勇氣要帶給你們極大的報賞。

希伯來書�1�0�:�3�5

所以，你們不要喪失了勇氣﹔這勇氣要帶給你們極大的報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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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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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5. 環球美食節之新加坡篇-咖椰吐司

到新加坡一定要吃的

美食是什麼？其中一

樣就是咖椰吐司

那麼，沒吃到「Kaya 

toast（咖椰吐司）

」就等於沒到過新加

坡一樣！

讓我們試試看。

  活動編號﹕T09-2016B-0429

日期：2016年 04月29日 (星期五) 

對象：4-11歲之兒童

時間：下午 04:00 - 05:15 (共1堂)

名額：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會員 $20 非會員 $40

      (基層家庭)會員 $10 非會員 $20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6. 環球美食節之日本篇-壽司

2016年我們將帶大家

環遊世界，透過食物

認識世界各地不同文

化！

壽司的做法看似簡單

，但其實大有學問！

不信？大家來試試看

吧！

  活動編號﹕T10-2016B-0527

日期：2016年 05月27日 (星期五) 

對象：4-11歲之兒童

時間：下午 04:00 - 05:15 (共1堂)

名額：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會員 $20 非會員 $40

      (基層家庭)會員 $10 非會員 $20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7. 環球美食節之葡萄牙篇 – 葡撻 

2016年我們將帶大家

環遊世界，透過食物

認識世界各地不同文

化！

你對葡萄牙可能有點

陌生，但對葡撻應該

絕不陌生！讓我們一

起透過葡撻認識葡萄

牙這個國家吧！

  活動編號﹕T11-2016B-0624

日期：2016年 06月24日 (星期五) 

對象：4-11歲之兒童

時間：下午 04:00 - 05:15 (共1堂)

名額：每班10人 (最少5人開班)

收費：會員 $20 非會員 $40

      (基層家庭)會員 $10 非會員 $20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環球美食節系列

香港是國際城市，亦是美食天堂，大江
南北的中菜、惹味的亞洲美食到應有盡
有的西式佳餚，通通都可在街頭小巷找
到。我們希望今年與大家來一趙環球美
食之旅，每個月都有一個國家的主題，
一邊親手做該國的特色美食，一邊認識
不同國家的文化，擴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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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哥林多後書�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創世記�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世記�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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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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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獲通知，則表示申請不成功。

8. 幼兒閱讀小組

幼童透過聽故事和講

故事學習不同知識和

能力，我們希望透過

輕鬆的環境，協助幼

童培養良好的閱讀習

慣，這對將來的發展

有莫大益處。

  活動編號﹕T08-2016B-0521

日期：2016年 05月21日 至 06月11日 (逢星期六) 

對象：K.1 - K.3 之兒童

時間：上午 11:45 - 12:45 (共4堂)

名額：每班8人 (最少4人開班)

收費：會員 $20 非會員 $40

      (基層家庭)會員 $10 非會員 $20

最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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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