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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由香港宣教會恩霖堂於一九九一年三月成立，是一所非政府資助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以多元化的方式，為區內家庭及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及發展性的服務。服務對象遍及                

兒童、青少年、家長、在職人士及長者。 

服務宗旨 

實踐耶穌基督傳揚福音和服務人群的精神；為個人及家庭之整全需要，提供靈性上、

生理上、心理上和社群上的支援及發展服務。 

服務內容 

兒童及家長服務 

兒童託管及暫託  成長小組及輔導  家長及親子教育  家庭康體活動 

義工小組  幼兒成長及興趣 小組  樂隊及步操訓練 

圖書及玩具借閱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上門護理及弱老醫護照顧  膳食及洗衣服務  家居清潔及陪診 

長者及鄉郊服務 

長者社交小組  長者飯堂  長者康體活動 

長者健康檢查  長者識字小組  長者智能手機   

長者平板電腦小組 

家居支援服務 

上門家居清潔  護送陪診 

 

中心 Facebook專頁 
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幼兒成長及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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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時間 

 一 

(9:30-

7:00) 

二 

(9:30-

7:00) 

三 

(9:30-

7:00) 

四 

(9:30-

7:00) 

五 

(9:30-

7:00) 

六 

(9:00-

6:00) 

日 

(9:00-1:00) 

早        

宗教服務 
午膳時間 1:00-2:00 

午       

晚      - 

*星期日宗教服務時段，暫停處理報名及收費 

*公眾假期及中心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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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參加者須知 
1. 小組/活動分為「面授活動」、「面授優先活動」、「網上活動」(以 Zoom                                        

   形式進行/以影片形式進行)。 

2.「面授優先活動」如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限聚令等情況，而未能進行 

   面授，將轉為網上形式(以 Zoom 形式進行)，不作任何退款。 

3. 「面授活動」只適合面授進行，如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限聚令等情況 

   而未能進行面授，小組將會取消，而取消之小組/活動本中心會扣除 10%.事前運作 

   籌備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4.「網上活動」，只以 Zoom 或影片形式進行。 

5. 參加者必須持有效會籍至小組/活動完結日，否則將收取非會員價，非會員每項活  

   動一律加收$50。 

6. 參加者請清楚填寫報名表的資料，如資料不全或錯誤，中心恕不受理。 

7. 報名表上請填寫有 whatsapp 功能之電話號碼，作中心發送活動/小組報名訊息之 

   用途。 

8. 本中心將不會於活動前提醒參加者出席活動，除非活動時間或日期更改或其他特別 

   情況下才會電話通知，否則代表活動將依照活動通訊顯示之日期舉行。 

9. 報名時，需填寫有效之會員編號，如會員證已過期，中心會於繳費時一併通知。 

10.親臨中心繳費者，必須與中心職員預約，並需於指定日期及時段到本中心繳交 

   費用，並填寫健康申報表，逾時恕不受理並作放棄論，及不接受電話留位。 

活動報名表 QR code 

恆常小組活動報名 
及留名表格 

家心思(基金活動) 
報名表格  

*部份恆常小組，因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而暫停。若小組恢復運

作，屆時我們會盡快通知舊生，

在指定日期內優先處理舊生 

報名。 

備註: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參加者必須遵守各項防疫指引，如有任何不適或曾接觸 

疑似感染之人士，必須通報本中心，以便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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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有活動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12.六歲以下之兒童欲以會員價報名，須由其家長申請成為家庭會員。 

13.請注意各小組或活動之年齡限制，如中心發現年齡不符，將取消其參加資格，所繳交    

   之費用不予發還，敬請留意。  

14.報名前請先詳閱有關資料，小組開始及完結日期會因特別事故或導師請假而有所 

   更改，小組或活動一經報名，不可自行更改或換人及退款。 

15.所有報名以繳費作實；繳費後請立刻核對收據資料正確無誤。 

16.報名費可以銀行入賬或現金或支票繳交，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 

   家庭中心」。 

17.本中心只接受支票及現金(不接受$1000 面額大鈔)，請儘量自備輔幣，不設找續。 

18.「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及「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中心」的會員證 

   互相通用，會員持有其中一類有效期會員證，可同時以會員價報名參加兩間中心的 

   任何活動。(基金活動除外) 

19.有關的小組及活動，本中心不會因個人能力的差異而作出任何調節或修改，參加者 

   必須報名時清晰評估個人能力是否適合；一經報名，不可更改及自行轉換他人及退 

   款。 

20.如參加者有特殊情況需要，要特別處理，如食物敏感、G6PD 或特殊學習需要等狀況 

   要職員注意，請在活動登記表清楚列明。 

21.請家長選擇興趣小組及活動時，自行核對清楚與其他小組或其他活動時間有否相 

   撞，如有重覆報名，本中心將不作退款安排。 

22.如因個人理由或生病而退出或缺席活動及任何因惡劣天氣而取消之活動，本中心將 

   不作退款或補堂。 

23.基於幼兒服務條例的要求，所有 2歲至 4歲的幼兒小組參加者，而小組並非以親子 

   形式進行，家長或 18歲以上的照顧者在小組進行期間，必需留在中心附近範圍內等 

   候。 4歲以上而未滿 18歲參加者之家長亦鼓勵留在中心附近範圍等候。(如有事故 

   家長可於 15 分鐘內返回中心) 

24.本中心在活動進行期間會拍攝相片或錄影作為花絮及其他宣傳之用，如不同意被本 

   中心拍攝，請於活動開始前向中心職員提出。 

25.14 歲以下青少年參加戶外活動，需家長/監護人於報名表上簽署同意書，否則不接受 

   報名。 

26.參加者在本中心內應小心保管財物，若有任何損失或損壞，本中心恕不負責。 

27.受颱風及暴雨警告影響的小組 / 活動之詳細安排，請參閱 2023年 1 月至 3月活動 

   通訊第 6 頁。 

28.本中心保留修改以上準則之權利，並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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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會員申請 

類別 個人會員 家庭會員 

費用 $30 $60 

有效期 一年(由申請當日起計算) 

名額 1位申請人 申請人加直系親屬 5位(合共 6位) 

備註 
*申請者須年滿 6歲 

*不須照片申請 

*申請者須年滿 18歲 

*不須照片申請 

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 

為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安全，當遇以下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時，本中心將採取以下措施： 

一般情況，將有以下安排： 

 

1.當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改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將會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此 

  期間所有服務/活動將會全部取消。  

2.當天文台除下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後，本中心會於 2小時後回復正常運作。 

3.如在服務/活動進行中，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中心將關閉及即時停止所有 

  服務/活動。唯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安全，仍請留在中心內，直至較安全情況下或有家人 

  陪同下始離開中心。 

4.為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安全，部份於室外進行之活動，因為天氣情況而由中心評估風險後， 

  認為不適合進行有關活動，即使未達至上述之颱風或暴雨警告訊號，活動亦會取消(不安排 

  退款或補堂)，敬請留意。 

5.以上安排，只作一般情況參考。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須考慮當時之天氣、道路及交通等情況決定 

  是否參與各項活動。 

6.如因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下影響之活動，本中心將不安排退款或補堂。 

颱風訊號 

或 

暴雨訊號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懸掛一號風球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 

懸掛三號風球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照常進行 取消 

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取消 取消 

※如須續證，請重新填寫申請表，辦理新證手續。 

※成功申請入會者，有關會員證之費用概不退回。 

※有效期滿後，若未按時續證，會藉將自動取消。 

※申請人須簽署申請表及須填寫簡單個人資料。 

※申請會員者，須於一個月後憑收據到中心詢問處領取會員證。 

 

會員福利: 

◎會員可以會員價參加各項小組活動而無需繳交附加費。 

◎可免費參加中心部分指定活動。 

◎可憑有效之會員証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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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安全，當遇以下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時，本中心將採取以下措施： 

一般情況，將有以下安排： 

 

1.當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改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將會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此 

  期間所有服務/活動將會全部取消。  

2.當天文台除下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後，本中心會於 2小時後回復正常運作。 

3.如在服務/活動進行中，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中心將關閉及即時停止所有 

  服務/活動。唯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安全，仍請留在中心內，直至較安全情況下或有家人 

  陪同下始離開中心。 

4.為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員工安全，部份於室外進行之活動，因為天氣情況而由中心評估風險後， 

  認為不適合進行有關活動，即使未達至上述之颱風或暴雨警告訊號，活動亦會取消(不安排 

  退款或補堂)，敬請留意。 

5.以上安排，只作一般情況參考。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須考慮當時之天氣、道路及交通等情況決定 

  是否參與各項活動。 

6.如因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下影響之活動，本中心將不安排退款或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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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活動(以 Zoom形式進行) 

普通話網上 Live Chat Room 小組 
透過兒歌、互動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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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組 逢星期三 下午 4:00-5:00 K3-小二  

$400(6 節)  

中級 1A組 逢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小二-小三  

中級 2A組 逢星期五 下午 4:00-5:00 小四-小五  

文言文初級組 逢星期四 下午 5:15-6:15 小六-中一 

文言文進階組 逢星期五 下午 5:15-6:15 中二-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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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自行打印工作紙於小組進行時使用 

*以上小組只會以 Zoom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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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強化小組 

透過兒歌、互動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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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K3 

$600(6 節)        

初級 B組 逢星期三 下午 2:45-3:45 K3-小二 

初級 C組 逢星期五 下午 2:45-3:45 K3-小二 

初級 E組 逢星期二 下午 4:00-5:00 K3-小二 

中級 1B組 逢星期三 下午 5:15-6:15 小三-小四  

高級 3B組 逢星期二 下午 5:15-6:15 中一-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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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授優先活動 

*以上小組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轉為以 Zoom 形式進行， 

 不會退回小組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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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活動 

Smart Kids 小組訓練服務 

「專注力社交遊戲小組」讓孩子透過社交遊戲和角色扮演等活動， 

建立他們與朋輩的互動與交流的平台，從而建立自信心和增加他們的 

學習動機和能力。 

 

「故事繪畫」讓性格較內向或語言遲緩的孩童透過色彩繪畫表達內心 

世界，建立表達自我的自信。 

小組內容: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專注力社交遊戲小組 

I082302001 

9/1-13/2 

(一) 

(23/1 暫停) 下午 4:45-5:45 4-6歲 $650(5 節) 
故事繪畫 

I082302002 

31/1-28/2 

(二) 

我們要讓每個孩子活得快樂和更有自信，敢於表達分享， 

並勇於嘗試。 

「專注力社交遊戲小組」、「故事繪畫」是兩個以不同學習 

模式交替的小組，幫助孩子透過故事情節和主題, 

豐富他們的詞彙，並學習運用不同句子來表達自己。 

「專注力社交遊戲小組」讓孩子透過社交遊戲和角色扮演等活動， 

建立他們與朋輩的互動與交流的平台，從而建立自信心和增加他們的 

學習動機和能力。 

 

「故事繪畫」讓性格較內向或語言遲緩的孩童透過色彩繪畫表達內心 

世界，建立表達自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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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小組只能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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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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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或二 

個別樂活訓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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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小組只能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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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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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活動 

幼兒興趣小組 

幼兒跆拳道 
透過熱身運動、鬆筋體能鍛練、軍式練習、踢腿操練、自衛術對拆、自由搏擊練習、 

套拳等，強化組員肢體的協調能力和靈敏度。(由教練代購制服及安排升級試)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 

I022303001 上午 9:15-10:15 
 3-5歲  $640(8 節)   

4/2-25/3 

(六) B 組 

I022303002 上午 10:30-11:30 

備註 

小組與香港跆拳道東龍會有限公司合辦; 
此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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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耳聽、眼看、手撥、腦算等訓練，讓小朋友手腦並用地進行珠心算，小朋友能夠

在短時間內掌握一種快速的計算方式。小組由淺入深，配合個別能力，以提升運算能

力及培養孩子靈敏的思考力，增強小朋友的記憶力和集中力。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7/1-25/2 

(六) 

(21/1 及 

28/1暫停) 

$780(6 節) I042302001 下午 1:15-2:15 
K2-小學 

(舊生) 

備註 

負責導師-關漪童(國際珠心算數學聯合會成員、多年教授珠心算經驗)；此小

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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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另需要繳交$50教材費及$60代購算盤費，費用於第一節交予導師，

由導師代購，如需代購算盤必需於報名時通知職員，需自備文具(鉛筆及擦

膠)。 

珠心算 

*以上小組只能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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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活動 

幼兒興趣小組 

由劍橋大學英文考試院(Cambridge ESOL)所研發，是專為學童所設計研發的國際認證測

驗，全球每年超過 55個國家共計 310,000 人次參加本測驗。測驗分三個級數，試題生

動活潑，口說測驗特別採取主考官與應試者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方式進行，讓學童在自然

輕鬆的情境下進行測驗，全程應試者可獲頒發證書。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42303001 
下午 2:30-3:30 
(全階段為 40節， 

每 8節為一期) 

 Juniors(K2) 
 $700(8 節) 

+$80 
(每期教材費用) 

7/1-11/3 

(六) 

(21/1 及 

28/1暫停) I042303002 
下午 3:45-4:45 
(全階段為 32節， 

每 8節為一期) 

Pre-Starters 

(K3) 

$750(8 節) 

+$80 
(每期教材費用) 

備註 
小組與卓師教育合辦；此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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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備文具(鉛筆及擦膠)。 

*以上小組只能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會取消。 

劍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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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小組只能以面授形式進行，如疫情/限聚令影響，小組將會取消。 

面授活動 

劍橋英語 

由劍橋大學英文考試院(Cambridge ESOL)所研發，是專為學童所設計研發的國際認證

測驗，全球每年超過 55個國家共計 310,000 人次參加本測驗。測驗分三個級數，試題

生動活潑，口說測驗特別採取主考官與應試者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方式進行，讓學童在

自然輕鬆的情境下進行測驗，全程應試者可獲頒發證書。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課堂費用 

I042303003 

教材費用 

I072303001 

7/1-11/3 

(六) 

(21/1 及 

28/1暫停) 

下午 5:00-6:00 
(全階段為 32節， 

每 8節為一期) 

Starters  
(小一至小二) 

$750(8 節) 

+$300 

(全階段教材) 

備註 

小組與卓師教育合辦；此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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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備文具(鉛筆及擦膠)，全階段 

教材費用於報名參加第一期時繳交。 

6-12歲興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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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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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pm-5:30pm/ 

5:30pm-7:00pm 

$1100 

(不包括茶點) 

 1.接送服務(由旭埔苑鄰近學校接返中心) 

  月費＄350 

 2.暫託服務$25/小時 

 3.午膳$50/餐(包括 1 時暫託費用) 

小一至小六  

 

 逢星期一至五 

3:30pm-5:30pm 

$1300 

(不包括茶點) 

 逢星期一至五 

2:00pm-5:00pm 

$1650 

(不包括茶點) 

 逢星期一至五 

2:00pm-6:00pm 

$1950 

(不包括茶點) 

逢星期一至五 

3:30pm-7:00pm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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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段為 9:30am-7:00pm，詳情可向託管服務職員查詢。 

課餘託管小組 

6-12歲興趣小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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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國蘇格蘭樂團的一份子。 

日期: 11/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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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由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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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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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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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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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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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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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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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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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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00-12:30 

上水彩園邨 

彩麗樓地下 

真理幼苗(K1至小六) 逢星期日 上午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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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小組會轉為網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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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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專人聯絡約見。 

查詢:歡迎致電 26702995 與林傑隊長聯絡。 

*因疫情影響，以上小組暫停。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232 分隊 招募新隊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