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心思(基金活動)報名表格  

2022年 4至 8月中心服務介紹  
活動/小組報名表 



















面授活動(小組需留名輪候) 

我們能幫助孩子突破他的現況 

 

‧未能掌握語言的表達及理解     ‧在家滔滔不絕，但出外沉默寡言   

‧慢熱、害羞         ‧經常黏著照顧者，不能獨自玩耍  ‧不懂與別人相處 

‧缺乏專注力  ‧缺乏自信           ‧缺乏安全感          ‧早產孩子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日期 

2歲至 6歲及 1位家長 
$480(4節) 

(每節為 30分鐘) 
逢星期一 

SMART Kids 特殊教育需要社區支援服務 

*負責導師-吳銘麗(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多年特殊教育服務經驗)； 

此乃恆常小組(實體小組)，舊生優先報名，名額有限，如欲報名，請致電本中心留名輪候。 

SMART Kids 親子互動小組專為專注力較弱、語言發展遲緩 

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兒參加，盡早為孩子提供多元的 

探索機會、針對性的指導，以及正面而愉快的互動經驗， 

便能提昇孩子的整體發展表現，活動形式富趣味而高互動性。 

 

透過 1 對 1形式的個別訓練，因應孩子的能力及情況 

作針對性訓練，以提升其專注力及語言表達能力。 

個別樂活訓練服務 



透過兒歌、朗誦及故事分享等，訓練孩子的漢語拼音及中文文法與語句，讓他們能以標準的普通話表

達，同時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初級 A組 逢星期二 下午 2:15-3:15   

K1-K3   

$360(6節) 

初級 B組 逢星期三 下午 2:15-3:15 

初級 C組 逢星期五 下午 2:15-3:15 

中級 1A組 逢星期四   下午 3:30-4:30   

小一-小三 中級 1B組 逢星期三 下午 4:45-5:45   

中級 2B組 逢星期二 下午 3:30-4:30   

高級 1B組 逢星期三 下午 3:30-4:30   

小四-小六  高級 2B組 下午 4:45-5:45 逢星期四  

高級 3B組  下午 4:45-5:45 逢星期二 

文言文初級組 逢星期五 下午 5:00-6:00   小五-中一  

備註 

負責導師-孟垂華 

(香港浸會大學-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普通話高級教師文憑) 

此組別乃本中心的恆常小組，舊生優先報名，名額有限，如欲報名，請先留名輪候。 

普通話強化 Live Chat Room  <網上小組>  

幼兒及兒童興趣發展 

*以上小組只會以 Zoom 形式進行。 



<網上小組>  

水彩具有色彩亮麗及多變化的特點，小組除了教授水彩畫各種技巧及配色法外，亦會讓小朋友逐步掌握

水彩畫技巧、水份、用色、筆觸和時間控制，啟發孩子在畫紙上發揮自己的思維與想像。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23/4-28/5 
(六)   $420(6節) I032205001  下午 3:30-4:30  6-12歲 

備註  

負責導師-劉湧盛 

此小組乃本中心的恆常小組，舊生優先報名。需自備 HB鉛筆一枝、擦膠、12色廣告 

彩、調色盤、洗筆盒、畫筆三枝(大、中、小各一枝)、乾毛巾及 A3 畫簿。 

兒童水彩畫 

6-12歲興趣小組 

*以上小組只會以 Zoom 形式進行。 

*導師作品 



課餘託管服務 

為配合區內學齡兒童的需要，讓家長能安心工作， 

避免子女獨留在家發生意外，同時又可釋除父母在 

        子女管教上的壓力，享受美好親子時光，使孩子能善用 

        課餘時間，得以妥善處理功課的問題；並能在身心發展 

        上得到調適，建立更美好的品格和人際關係。同時， 

        透過中心社工的輔助，讓家長更掌握親子相處的技巧， 

        建立高質素的親子關係。   

           服務由專業註冊社工督導及策劃 

時段 年級 會員月費 附加服務 

 逢星期一至五 

2:00pm-3:30pm/ 

3:30pm-5:00pm 

$1000 

(不包括茶點) 
 1.接送服務(由旭埔苑鄰近學校接返中心) 

   月費＄300/單次接送$20/次 

 2.暫託服務$20/小時 

 3.午膳$40/餐 

小一至小六  

  逢星期一至五 

2:00pm-5:00pm 

$1500 

(不包括茶點) 

 逢星期一至五 

2:00pm-6:00pm 

$1800 

(不包括茶點) 

 另設有 6歲至 12歲兒童暫託服務(可按需要另加午膳及茶點)，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作出緊急的兒童照顧，以解決突發事故時子女照顧安排。 

 暫託服務時段為 9:00am-6:00pm，詳情可向課餘託管服務職員查詢。 

 *以上服務時間及收費，只適用於學校仍是安排半天面授。 



家居支援服務 

本中心為區內、外家庭及院舍提供優質支援性服務；協助解決處理家務、照顧長者、 

小孩起居等需要。 

我們聘用合格及經驗豐富的家務助理員，務求以專業、誠懇的服務態度，助您和您心愛 

的家人解決一切家中繁瑣事務，讓您在忙碌工作的同時，亦能享受悠閑的家居生活。 

我們已為所有服務員購買勞工保險，亦已登記其身份證、住址及家務助理證號碼， 

貴客可安心聘用。 

 

服務內容: 

-護送(覆診/返學/放學)                    -協助購物 

-個人護理 (洗頭、洗澡、換尿片、散步)     -復康運動 (配合物理治療) 

-家務 (家居清潔、備膳、洗熨)             -照顧小孩/長者/陪月 

 

 

陪診服務 

(3小時) 

個人護理 

(每小時) 

一般家務處理 

(每小時) 
其他服務 

$230 
(每加半小時 
另加$50)  

$150-$200 

上水區及粉嶺區 

$150-$200  
其他地區(視乎遠近) 
請與中心職員協商 

面議 

工作人員交通費另計 

服務收費: 



樂樂少年團 招募組員 
 

花式中鼓及愛爾蘭錫笛乃蘇格蘭風笛隊的樂器，讓我們帶領您的孩子接觸另類的藝術文

化，開拓視野，成為樂樂少年團的一份子。 

日期: 12/4-28/6 逢星期二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晚上 8:15-9:00 

對象： 9-16歲青少年 

費用：免費(本季由香港哥爾夫球會贊助) 

      (費用包括：樂器訓練、步操訓練、 

       集訓營會及出隊表演安排) 

       樂器訓練包括：花式中鼓、愛爾蘭錫笛                                           

                                                                                                                                  

長者活動 

活動 日期 時間 內容 費用(會員價) 

輕鬆體健樂 逢星期一 
上午 

9:00-10:30 
時事專題分享、 
磅重、量血壓 

全免  
康健樂園 
(太平邨) 

逢星期一 
上午 

11:30-12:30 

智能電話 
應用小組 

逢星期一 
(初階) 

下午 
2:15-3:15 

手機應用 
$50 

(10節) 

耆樂寫 逢星期二 
下午 

2:00-3:00 
中文字書寫 

$50 
(10節) 

滅罪耆兵 逢星期三 
上午 

9:00-10:00 
嘻笑怒罵、時事討論 全免 

智能電話 
應用小組 

逢星期三 
(進階) 

下午 
2:00-3:30 

手機應用 
$50 

(10節) 

松柏樂園 逢星期五 
上午 

10:00-11:00 
健康資訊、福音分享、專題 

講座及生活小品 
全免 

長者飯堂 
逢星期一 
至五 

下午 
12:00-1:00 

由營養師設計的多元化及 
營養均衡午餐 

$13/餐 

*因疫情影響，以上小組暫停。 

發展個人興趣   建立正向價值發展個人興趣   建立正向價值  

訓練團隊紀律   服務回饋社會訓練團隊紀律   服務回饋社會 



宗教服務 我們歡迎您! 

組別 星期 時間 地點 

主日崇拜 

逢星期日 

上水彩園邨 

彩麗樓地下 

上午 11:00-12:30 真理幼苗 

(K1至小六) 

巴拿巴小組(中年) 每月小組 

卓越小組(職青) 每月小組  

青少年小組 每週崇拜後 

如有任何關於宗教信仰問題，歡迎致電 26702995 預約林傑傳道面談。 

教會電郵: yanlamch@yahoo.com.hk 

*因疫情影響，以上聚會轉為網上形式進行。 

對象:初級組 8-11歲及中級組 11-18歲 

費用:初級組$260 中級組$380(每年繳交一次)(取錄後需要自行購買制服)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2:30 

集會地點: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中心(清河邨清平樓地下) 

活動:-基督信仰、德育教導、步操訓練 

     -專章考核(露營、遠足、技能、工藝、社會服務等) 

報名方式:請親臨本中心索取報名表格，填妥後交回詢問處。

所有參加者均需面試； 

*因疫情影響，以上聚會暫停。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232分隊 招募新隊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