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康會西九龍區 

服務單位 

兒童活動快訊 

2020 年 1-3 月份 

 
 

 
 
 
 
 
 
 
 

 

開始報名日期：23 / 11 / 2019 

截止報名日期：7 / 12 / 2019 
 

 

 

 

報名辦法 

協康會長沙灣中心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 樓 2391 9696 

協康會富昌中心 九龍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2353 4001 

協康會海富中心 九龍旺角海富苑海欣閣地下及 1 樓 2777 5588 

協康會白田中心 九龍白田邨瑞田樓 B 座 3 樓 3 號單位 2778 8308 

 



  

 協康會西九龍區服務單位 

2020 年 1- 3 月活動 

 
 

1.  我們深信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亦享有參與社康活動的權利。                 

2. 我們提倡傷健人士彼此共享餘閒及平等參與的精神，實踐全納社會的理念。     

3.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增強參加者的生活技能及人際關係，鍛鍊獨立自主的能力。 

 

長沙灣中心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一樓 
電話：2391 9696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JGC-CSWC- 

19-00077 

遊戲 

小達人 

4/1, 11/1, 18/1, 

9:30am-10:30am 

(3 節) 

 

活動透過與幼兒進行不同的集體遊

戲，讓幼兒學習遊戲的規則和技巧，享

受遊戲的樂趣。 

 

3-5 歲 $300/$350 

JGC-CSWC- 

19-00078 

互動 

樂繽紛 A 

4/1, 11/1, 18/1, 

10:30am-11:15pm 

(3 節) 

 

利用互動投映機進行趣味遊戲，讓兒童

享受感官互動遊戲之餘，學習專注及守

規則，並提升兒童的探索能力。 

 

3-4 歲 $180/$230 

JGC-CSWC- 

19-00079 

互動 

樂繽紛 B 

8/2, 15/2, 22/2 

11:30am-12:15am 

(3 節) 

5-6 歲 $180/$230 

JGC-CSWC- 

19-00080 

探索 

感官天地

A 

4/1 

11:30am-12:30am 

(1 節) 

 

活動透過視覺、觸覺、聽覺等感官遊

戲，促進兒童的感官刺激，提升兒童的

探索能力。活動期間參加者會在感官室

一起進行活動，並會使用彩像投影機、

煙花放映機等器材進行活動。 

*活動於感官室舉行，參加者必須穿著

襪子 

 

3-4 歲 $60/$110 

JGC-CSWC- 

19-00081 

探索 

感官天地B 

29/2, 

9:30am-10:30am 

(1 節) 

5-6 歲 $60/$110 



  

 

長沙灣中心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一樓 
電話：2391 9696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HVS-CSWC- 

19-00082 

聽說技巧 

訓練班 

（A 班） 

11/1, 18/1, 8/2, 

15/2, 22/2, 29/2, 

7/3, 14/3, 21/3, 

28/3 

2:30pm-3:30pm 

(10 節) 

課程以多元智能概念設計，通過建立詞

彙庫、會話、朗讀童詩和藝術創作等，

全方位提升學員說話能力。（內容與上

期不同） 

課程由資深新聞工作者鄧駿暉（駿暉哥

哥）任教。 

 

3-5 歲 $1200/1250 

HVS-CSWC- 

19-00083 

聽說技巧 

訓練班 

（Ｂ班） 

11/1, 18/1, 8/2, 

15/2, 22/2, 29/2, 

7/3, 14/3, 21/3, 

28/3 

3:45pm-4:45pm 

(10 節) 

課程透過「對話式閱讀法」帶領學員欣

賞故事，配合朗讀童詩等活動，提升表

達和聆聽能力。（內容與上期不同） 

課程由資深新聞工作者鄧駿暉（駿暉哥

哥）任教。 

 

4-7 歲 $1200/1250 

JGC-CSWC- 

19-00084 

動感歡樂 

齊齊玩 

11/1, 15/2, 14/3 

3:30pm-4:30pm 

(3 節) 

 

 

透過不同的競技遊戲及活動，啟發兒童

的潛能，讓兒童享受競技比賽的樂趣，

並同時學習遊戲規則及人際溝通技巧。 

 

活動與香港西區扶輪社青少年服務團

合辦，將由資深青年義工協助兒童參與

活動。 

 

3-7 歲 $150/$200 

HVS-CSWC- 

19-00085 

遊戲專注 

GO GO GO 

1/2, 8/2, 15/2, 22/2 

9:30am-10:30am 

(4 節) 

以專注力為主題，透過遊戲活動及小任

務，讓參加者學習在小組環境中聆聽及

依從指示、完成任務，藉以訓練兒童的

共同專注及遵守規則的能力等。 

活動由合資格幼兒教師 Jessica 姐姐任

教。 

 

4-6 歲 $480/$530 



  

 

長沙灣中心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一樓 
電話：2391 9696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HVS-CSWC- 

19-00086 

情緒 

小管家 

1/2, 8/2, 15/2, 22/2 

10:30am-11:30am 

(4 節) 

透過不同主題的情緒故事，並輔以音樂

活動、互動遊戲與及制作與故事相關的

手工，讓兒童透過多元及生動的過程，

學習不同的情緒及處理情緒的合適方

法，提昇兒童管理情緒的技巧，並類化

及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活動由合資格幼兒教師 Jessica 姐姐任

教。 

 

4-6 歲 $480/$530 

JGC-CSWC- 

19-00087 

趣味 

英語樂園 

8/2, 15/2, 22/2 

10:30am-11:30am 

(3 節) 

 

透過遊戲、兒歌及多感官的學習方式，

讓兒童輕鬆地學習英文，應付學習需要

之餘，亦同時培養兒童的學習興趣。 

 

4-6 歲/ 

或現正就讀 

K2-K3 之學

童 

$300/$350 

HVS-CSWC- 

19-00088 

專注 

小手肌 

29/2, 7/3, 14/3, 

21/3, 28/3 

10:30am-11:30am 

(5 節) 

 

 

活動透過不同的遊戲，鍛鍊小朋友的小

肌肉、訓練其於桌上活動的專注力，及

讓小朋友發揮創意。 

活動將由幼兒導師帶領小朋友，透過不

同的遊戲及手工活動，以簡易及趣味的

方式提升兒童小手的靈活性。 

活動由本中心幼兒導師負責。 

 

4-6 歲 $600/$650 

   

JGC-CSWC- 

19-00089 

社交遊戲 

訓練班 

7/3, 14/3, 21/3, 

28/3 

9:30am-10:30am 

(4 節) 

 

遊戲是兒童與人溝通及日常生活中的

重要一環。活動透過趣味遊戲，促進兒

童的人際溝通及表達技巧，從而提升他

們的社交能力。 

活動由中心註冊社工負責 

 

4-6 歲 $480/$530 



  

富昌中心 
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鄰近西鐵南昌站 A 出口) 
電話: 2353 4001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 

感官樂繽紛 

暫託活動 

 

4/1、11/1、18/1、 

8/2、22/2、29/2、7/3、 

14/3、28/3/2020 

星期六 

9:30am-12:00nn 

桌面玩具、多感官室活動及樹屋活

動。安排兒童進入多感官室，運用

多感官器材，如泡泡管、彩像投影

機等，為他們提供視覺、聽覺及觸

覺等刺激，並提供社交相處機會。 

*由活動助理帶領 

*報名請連同附件資料表交回 

3-6 歲兒童 

(有特殊需

要之兒童/

其棠棣)    

每次費用

$32 

(每節獨立 

收費) 

/ 
動感小學堂 

暫託活動 

4/1、11/1、18/1、 

8/2、22/2、29/2、7/3、 

14/3、28/3/2020 

星期六 

2:00pm-4:30pm 

桌面玩具、利用 smart board 配合

電腦教學軟件進行認知遊戲活動

及大肌活動 

*每節活動有 30 分鐘由特殊幼兒 

導師策劃 

*報名請連同附件資料表交回 

3-6 歲兒童 

(有特殊需

要之兒童/

其棠棣) 

每次費用

$32 

(每節獨立 

收費) 

FCC-19-00081 
兒童非洲鼓 

N 

4/1、11/1、18/1、8/2、15/2、

22/2、29/2、7/3、 

14/3、28/3/2020 

星期六 

共 10 節 

9:45am-10:45am 

 

非洲鼓之簡介 

非洲鼓是西非的傳統樂器，形狀獨

特，音色清脆圓渾，節奏澎湃。它

的特色在於群體合作，而非個人演

奏，所以在訓練個人技術掌握外，

團隊配合亦非常重要。課堂上，導

師有系統地教授學生非洲鼓之基

礎手法、技巧、節拍、歌曲和動作

等，亦用有趣生動遊戲，使學習更

有樂趣，讓學生從中加強對非洲鼓

之認識。另外，音樂能同時刺激腦

部不同的區域，概可提升兒童的社

交溝通技巧，改善學員的專注力，

情緒控制， 眼、 耳、 手動作之

協調，更可提升心、靈之啟發，讓

孩子在學習音樂中健康成長，此乃

本課程之宗旨。 

*最後一節為非洲鼓表演日，家長

可一同欣賞表演，活動包括 face 

paint 及體驗非洲鼓演出服飾裝扮 

*由優越智慧教育有限公司導師帶

領 

4-7 歲兒童 $975/$1000 



  

 

富昌中心 
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鄰近西鐵南昌站 A 出口) 
電話: 2353 4001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FCC-19-00082  
親子非洲鼓

playgroup N 

4/1、11/1、18/1、8/2、

15/2、22/2、29/2、7/3、 

14/3、28/3/2020 

星期六 

共 10 節 

10:45am-11:45am  

 

非洲鼓之簡介 

非洲鼓是西非的傳統樂器，形狀獨

特，音色清脆圓渾，節奏澎湃。它

的特色在於群體合作，而非個人演

奏，所以在訓練個人技術掌握外，

團隊配合亦非常重要。課堂上，導

師有系統地教授學生非洲鼓之基礎

手法、技巧、節拍、歌曲和動作等，

亦用有趣生動遊戲，使學習更有樂

趣，讓學生從中加強對非洲鼓之認

識。另外，音樂能同時刺激腦部不

同的區域，概可提升兒童的社交溝

通技巧，改善學員的專注力，情緒

控制， 眼、 耳、 手動作之協調，

更可提升心、靈之啟發，讓孩子在

學習音樂中健康成長，此乃本課程

之宗旨。 

*最後一節為親子非洲鼓表演日，家

長可一同參與表演，活動包括 face 

paint 及體驗非洲鼓演出服飾裝扮 

*由優越智慧教育有限公司導師帶領 

*小組以親子 playgroup 形式進行 

3-5 歲兒童

及一位家人 
$975/$1000 

FCC-19-00083 
專注社交遊

戲(35)班 

4/1、11/1、18/1/2020 

星期六 

共 3節 

9:30am-10:45am 

 

 

目的： 

1. 提升兒童與同輩相處的技巧 

2. 學習遵守遊戲規則 

3. 學習參與合作遊戲 

4. 加強社交技巧，學習與人共同合

作及分享 

內容：合作遊戲、專注遊戲、集體

遊戲、互動遊戲、規則遊戲 

*為加強導師與家長溝通兒童的表

現，每節小組完結前 15 分鐘為小組

導師與家長總結時段，而兒童則進

行茶點時間。 

*此活動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4-6歲兒童 

 

$540/$57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48 



  

 

富昌中心 
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鄰近西鐵南昌站 A 出口) 
電話: 2353 4001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非會員 

HVS- 

FCC-19-00084 

專注社交 

遊戲(36)班 

      1/2、8/2/2020 

星期六 

共 2節 

 9:30am-10:45am 

目的： 

1. 提升兒童與同輩相處的技巧 

2. 學習遵守遊戲規則 

3. 學習參與合作遊戲 

4. 加強社交技巧，學習與人共同合

作及分享 

內容：合作遊戲、專注遊戲、集體

遊戲、互動遊戲、規則遊戲 

*為加強導師與家長溝通兒童的表

現，每節小組完結前 15 分鐘為小組

導師與家長總結時段，而兒童則進

行茶點時間。 

*此活動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4-6歲兒童 

 

$360/$38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32 

HVS- 

FCC-19-00085 

專注社交 

遊戲(37)班 

15/2、22/2、29/2/2020 

星期六 

共 3節 

9:30am-10:45am 

4-6歲兒童 

 

$540/$57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48 

HVS- 

FCC-19-00086 

專注社交 

遊戲(38)班 

   7/3、14/3、28/3/2020 

星期六 

共 3節 

   9:30am-10:45am 

4-6歲兒童 

 

$540/$57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48 

HVS- 

FCC-19-00087 
新春小跳豆 

29/1、30/1 及 31/1/20 

星期三至五 

10:00-12:30pm 

 

 

目的： 

1. 透過課堂活動，讓兒童在假期鞏

固中心日常上課流程 

2. 透過群體相處，加強兒童的合作

性及聽指示的能力 

3. 提升兒童與人相處的技巧 

內容： 

透過模擬課程，如小組活動、組織

性大肌肉活動、多感官訓練、音樂

律動、圖工、電腦遊戲、進餐及生

活技能訓練等，讓兒童學習相關技

巧  *提供午餐 

優質服務：小組完結後，導師會與家

長分享兒童學習進度及訓練方法， 

另提供活動手冊綜合活動花絮。 

*如有需要可申請額外之暫託活動

12:30-2:30 (每節$16) 

 

*為加強導師與家長溝通兒童的表

現，每節小組完結前 15 分鐘為小組

導師與家長總結時段，而兒童則進

行茶點時間。 

*此活動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3-6 歲有特

殊需要之兒

童 

 

 

 

$900/$93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48 



  

富昌中心 
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鄰近西鐵南昌站 A 出口) 
電話: 2353 4001 

HVS- 

FCC-19-00088 

新春專注 

社交遊戲班 

A 班 

 24/1/2020 

星期五 

10:00am-12:00 nn 
目的： 

1. 提升兒童與同輩相處的技巧 

2. 學習遵守遊戲規則 

3. 學習參與合作遊戲 

4. 加強社交技巧，學習與人共同合

作及分享 

內容：合作遊戲、專注遊戲、集體

遊戲、互動遊戲、規則遊戲、小食

分享 

*報讀A及B班如有需要可申請額外

之暫託活動 12:00-2:00 (每節$16) 

*為加強導師與家長溝通兒童的表

現，每節小組完結前 15 分鐘為小組

導師與家長總結時段，而兒童則進

行茶點時間。 

*此活動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4-6 歲兒童 

 

 

$250/$27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16 

HVS- 

FCC-19-00089 

新春專注 

社交遊戲班 

B 班 

24/1/2020 

星期五 

2:00pm-3:30pm 

4-6 歲兒童 

 

$200/$21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16 

HVS- 

FCC-19-00090 

新春專注 

社交遊戲班 

C 班 

29/1、30/1 及 31/1/20 

星期三至五 

 2:30pm-4:00 pm 

 

4-6 歲兒童 

 

$600/$630 

*己包括面談時

段的兒童暫託

及茶點費$48 



  

 

協康會富昌中心 

感官樂繽紛/ 動感小學堂 1-3 月(暫託活動)-活動報名表 

 日期 時間 

1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2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3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4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5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6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7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8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9  □ 9:30-12:00 ($32)         □2:00pm-4:30pm($32) 

活動收費每節 $     元 x____次         合共收費:__________ 

如參加活動請填寫下列資料(本中心兒童只須填寫有*項的資料) 

*兒童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年齡：        /    

    

*家長姓名：  兒童出世紙編號：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通訊地址：  

是否願意透過電郵收到本會活動資訊：□願意，電郵地址：                     □不願意 

學童是否本會會童？ 

*兒童戒吃食物： 

*需中心關注的事： 

□否  □是 (請註明中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法及家長須知(請保留此部份) 

1. 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然後連同劃線支票 (抬頭：協康會) 寄回協康會富昌中心 (地址：九龍長

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又或親臨富昌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2. 參加者於繳交費用後不可隨意換人。若本會因本身理由而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致令參加者未能

出席，中心將安排退款，但參加者若因個人理由退出，則所繳費用恕不退還。參加者若因個人

或健康理由未能出席某些堂數，亦恕未能退款。請家長保留收據直至活動完結，如需退款，家

長必須帶回收據正本以辦理退款手續。 

3. 有關惡劣天氣安排，若天文台於早上 8:00 或之後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

該堂便會取消，本會將通知退款或改期安排。若天文台只懸掛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時，該

堂將照常舉行。 

4. 為預防傳播病，中心將勤加清洗用過的玩具及器材，亦請各參加者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i)打噴

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然後立即洗手，ii)開組前請用梘液洗手，然後用紙巾抺乾，iii)如有呼

吸管道感染病徵或發燒，應佩戴口罩及盡早求醫 ﹔及按照醫生建議留在家中休息和不要出席活

動。 



  

 

白田中心 九龍石硤尾白田邨瑞田樓 B 座 3 樓 3 號 電話：2778 8308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會員 / 非會員 

 

 

 

 

 

 

 

 

 

HVS-PTC- 

19-00018 

K3 小一預備流

程學習室 

 

   第二期 

 4/1、11/1、18/1、

8/2、15/2、14/3、

21/3/2020 

(逢星期六)(共 7 節) 

 
 (25/1,1/2,22/2, 29/2 及

7/3 暫停) 

 

時間： 

上午 10:00 – 11:30 

備註： 

如以上日期因天氣

或中心調動而令活

動停開，將於

28/3/2020 (六)補回 

1. 模擬小學上課模式學習 : 例如

課室活動及常規訓練， 抄寫、聆

聽、理解、依從指示、舉手發間、

小息處理等。 

2. 訓練學科學習技巧：例如 中文、

英文、數學、常識等。 

3. 提高情緒行為訓練 :情緒認識、

接受勝敗及處理與人衝突行為。 

4. 社交技巧 :包括解決困難，合作

及主動表達的能力等。 

5. 學術培訓  :提升兒童詞彙、朗

讀、記憶力提昇、邏輯思考及推

理能力。 
 

 

※每期內容及活動將有適當調節及

連貫性， 適合新舊生參加 

 

※ 每節小組完結前 15 分鐘為小組

導師與家長總結時段，而兒童則

進行茶點時間 

 

※ 導師為註冊幼兒導師  

K3 升小一的 

兒童 

會員價: 

 

第二或三期: 

$1592.5 

 

 

/ 

 

 

非會員價 

 

 

第二或第三期: 

$1692.5 

 

 

(以上收費已包括

每節茶點費$8 ) 

HVS-PTC- 

19-00019 

K3 小一預備流

程學習室 

 

第三期 

25/4 、 2/5 、 9/5 、

16/5、23/5、30/5、

13/6/2020 

 

(逢星期六)(共 7 節) 
 

 (6/6 暫停) 

 

時間： 

上午 10:00 – 11:30 

備註： 

如以上日期因天氣

或中心調動而令活

動停開，將於

20/6/2020 (六)補回 

 



  

報名辦法： 

1.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活動費用一併交回活動所屬中心或用郵寄方式交回。(切勿郵寄現金，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填

上協康會，並於信封面註明兒童健樂會活動費用，期票恕不受理。郵寄報名日期以郵戳為準) 除特別註明外，申請必須在

付款後方會作實和受理。 

2. 開始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11 月 23 日，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7 日。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原定名額，各中心將會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抽籤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佈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一旦報名，所有款項恕不退還，亦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不

被取錄者，中心會在抽籤後通知家長，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到活動所屬中心索回已繳交之費用，及後之一個月內需到中心索

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 

4. 如活動尚有餘額，中心將以先到先得方法及繳費作實，各家長可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後致電各中心查詢活動餘額。 

5. 如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與各中心社工聯絡。 

6. 家長必須保留活動收據，以作退款或首日上課之用。 

注意事項：  

1. 如有需要，中心職員於活動進行期間可能會拍攝照片，作為中心活動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

責職員。 

2. 如欲閱覽各區中心之活動，或下載報名表，可瀏覽協康會網址：www.heephong.org 

3.        如參加者患有以下疾病或體溫高於(肛探-38 度/100.4 度、口探-37.5 度/ 99.5 度、 

耳探 38 度/100.4 度)便不可出席活動： 

1.  桿菌痢疾 2. 水痘 3. 霍亂 4. 白喉 5.  麻疹 

6.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 7. 流行性  腮腺炎 8. 小兒麻痺 9. 德國麻疹 10.猩紅熱 

11.結核病 12.傷寒 13.病毒性甲型肝炎 14.百日咳 15.手足口病 

4.   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會員或協康會家長資源中心會員 

5.  活動更改及退款安排： 

a) 若遇惡劣天氣，中心會視乎天氣情況決定是否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詳情可參閱下列「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

指引。 

b) 若中心因本身理由而將個別活動或小組課堂延期或取消，致令參加者未能出席，中心將安排退款。 

c) 若因天氣關係而取消當日活動，中心將盡量安排補課。若參加者未能出席補課或因未能安排補課而致課堂取消，中心將按

比例安排退款。 

d) 活動如須退款，各參加者請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帶同活動收據，到有關中心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

款，恕不另行通知。 

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 

1. 當天文臺於上午 9：00 前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會停止服務，直至風球或暴雨警告除下為止。若八號風球

或黑色暴雨警告在下午 2：00 或以前除下，中心將於兩小時內盡快恢復正常服務。若八號風球或黑色暴色警告在下午 2：00

後除下，當日中心將暫停服務。 

2. 在惡劣天氣下，中心會在活動前兩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天氣情況 
1 號風球或 

黃色暴雨警告 

3 號風球或 

紅色暴雨警告 

8 號風球或 

黑色暴雨警告 

活動性質 / 活動形式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兒童、親子、棠棣或家庭活動       

家長活動       

：代表活動如期舉行            ：代表活動延期或取消 

如依照上述情況舉行或取消活動，中心不會個別通知參加者。 

3. 若於活動前兩小時內懸掛雷暴警告，則所有水上活動亦會取消。 

4. 除上述列舉之情況外，中心會視乎特別天氣情況、活動地區、以及活動性質，彈性決定是否將某項活動延期或取消，並在

活動舉行前兩小時通知參加者。家長亦應視乎所在地區之天氣及路面情況而決定是否出席活動。 

5. 在活動進行期間，若天氣轉趨惡劣，中心會在安全情況下疏散參加者或暫留參加者在活動場地，直至天氣情況容許下，才

安排參加者離去。 



  

各區協康會可供報名中心 

香港區 

協康會慶華中心   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2-4 樓     3158 8315 

協康會灣仔中心   香港灣仔道 185 號康樂商業大廈 1 樓    2891 8011 
協康會環翠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邨澤翠樓 102-113 室及 130-141 號地下 2889 3919 

東九龍區 
協康會陳宗漢紀念中心  將軍澳尚德邨尚義樓地下 B 及 C 翼    2178 2885 
協康會裕明中心   將軍澳裕明苑裕昌閣地下      3590 5116 
協康會王石崇傑紀念中心 九龍觀塘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2 及 5 號    2755 8118 
協康會順利中心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 2 樓 109-112 室    2342 5107 
協康會油麗中心   九龍觀塘油塘道 9 號油麗邨第五期停車場平台 5 樓 2415 2077 

協康會鯉魚門中心   九龍觀塘鯉魚門村鯉旺樓平台一號     2682 2203 

西九龍區 
協康會長沙灣中心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 樓   2391 9696 
協康會白田中心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瑞田樓 B 座 3 樓 3 號    2778 8308 
協康會海富中心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地下及一樓   2777 5588 
協康會富昌中心   九龍長沙灣富昌邨富萊樓地下 B 及 C 翼    2353 4001 

新界東區 
協康會譚杜中心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14-15 號    2638 8863 
協康會賽馬會中心   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1 樓    2670 4899 
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  新界大埔富善邨善翠樓地下 1 號     2662 9733  
協康會天平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美樓地下 11-15 號    2673 0189  
協康會秦石中心   沙田秦石邨石玉樓地下 11-18A         2697 3620 
協康會郭葉鍊洪中心     沙田沙角邨沙燕樓 3 樓 12-16 室     2648 9968 

新界西區(荃葵青、東涌) 
協康會大窩口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邨富賢樓地下        2420 2222 
協康會長青中心   新界青衣長青邨青葵樓地下 110-112 室    2497 6262 

新界西區(元朗、屯門) 
協康會良景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智樓地下 5-8 室     2454 0268 
協康會水邊圍中心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 號     2478 8739                                

       

2020 年 1-3 月份協康會活動報名表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健樂會編號：_________ 同心家長會/家長資源中心編號：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 

 

班
組
親
子
活
動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備註 

    

    

    

    

總金額：   

 

家

庭

活

動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參加者姓名 年齡 
與兒童 
關係 

費用 備註 

       

       

       

       

總金額：   

中心專用：此欄由本中心填寫 

支票號碼  (                 )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