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E100(TPIS)a-02F

2022年    1 月 ~ 3 月活動報名表  籌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年齡：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 聯絡電話：(1)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 / 非會員 地址：   （非會員必需填寫）    聯絡電話：(2)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籍有效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申請優惠 (外界資助活動不適用)： o是 (請出示証明文件) 有效日期： o否

參加者聲明
* 本人確保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

* 本人 / 敝子弟參加 貴中心所舉辦之活動，已知悉有關活動的內容及性質，會因應個人的能力及健康狀況來參與，

   並遵守工作員的指示，如在活動期間有任何不適或意外，概由本人負責。

* 凡十二歲以下的參加者，必須獲家長 / 監護人同意並簽署，方可報名。

    

參加者 /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活動

編號
參加資格

收費

(會員/非會員)
選擇

(P)

活動

編號
參加資格

收費

(會員/非會員)
選擇

(P)

4601 第一視角 $40 / $70 4717 「和諧粉彩齊齊畫」(2022/01-03) P2-P6 $20

4602 幾張相(2022/01-03) $50 / $80 4718 桌遊同樂會 P1-P3 $40 / $70

4603 桌球體驗館 $50 / $80 4719 ［聲星小天使］兒童合唱小組 P2-P6 $50 / $80 需面試

4604 冰溜溜 $50 / $80 「聲之星兒童歌唱比賽」初級組 P1-P3 $20 / $50

4605 Cake親你 $60 / $90 「聲之星兒童歌唱比賽」高級組 P4-P6 $20 / $50

4606 Near Café IV (青年創業)(2022/01-03) $50 / $80 4721 交友小達人 P1-P3 $40 / $70

4607 Just Dance ! (K-POP/JAZZ) 體驗版 $50 / $80 4722 靈巧小指頭 P1-P3 $60 / $90

4608 神 . 鎗手(IPSC 實用射擊) $200 / $230 4723 糖苑之豆芽甜 (2022/01-03) P1-P3 $80 / $110

4609 勇闖中心‧十二點 $60 / $90 4724 糖苑之TEENS甜 (2022/01-03) P4-P6 $80 / $110

4610 Free Jam音樂野 (2022/01-03) $20 / $50 4725 「煮意達人新年篇」(2022/01-03) P5-P6 $80 / $110

4611 破風組(2022/01-03) $50 / $80 4726 UV滴膠手作樂 P4-P6 $80 / $110

4612 講友誼。講愛情 $20 / $50 4727 「小婉子烘焙工作室」(A)(2022/01-03) P1-P2 $20 / $50

4613 貓貓關注組 $20 / $50 4728 「小婉子烘焙工作室」(B)(2022/01-03) P3-P4 $20 / $50

4729 香蠟兒義工團 P4-P6 $20 / $50

4701 DARTS KIDS義工隊 (2022/01-03) P4-F1 $40 / $70

4702 Junior Channel@我猜你猜 P3-P6 $60 / $90 4901 才能百寶盒-兒藝實驗室 P2至P5 $200 / $230

4703 無限挑戰@鼓動樂 P2-P6 $30 / $60 4902 才能百寶盒-兒童創作頻道 P2至P5 $20 / $50

4704 模型特訓班 P1-P3 $30 / $60 4904 童你「專」心寫大字 P1至P3 $20 / $50

4705 米勒山谷狼人 (2022/01-03) P3-P6 $60 / $90

4707
JUST FOR YOU 生日會

(2022/01-03月)
P1-P6

1-3月生日免費

/$30
4906 親子新年派對 X 兒童生日會 (1-3月)

6-12歲於1-3月生日

兒童費用全免

$10/$40

(大小同價)

4709 保齡混混樂 (2022/02) P3-F1 $60 4907
親子新年派對 X 兒童生日會 (1-3月)

 – 義工招募
已參加生日會之家庭 免費

4710 朱古力拉花特飲班 P4-P6 $20 4908 輕鬆心情畫圈圈 P1至P3 $20

4711 童來起動 (2022/02-03) P1-P3 $40 / $70 4909 創意電繪揮春製作 P4至F2 $10 / $40

4712 今晚加D餸 P4-P6 $40 / $70 4910 流體小畫家(A/B班) P1至P6 $20

4713 2022月曆小繪本 P1-P3 $30 / $60

4714 地壺樂 (初小篇)  (2022/01) P1-P3 $40 / $70 陪你做功課(2-3月)第一期 P1-P3 $1,600.00

4715 地壺樂 (高小篇)  (2022/01) P4-P6 $40 / $70 陪你做功課(4-5月)第二期 P1-P3 $1,600.00

藝術好心情  A班  (2022/1-3) P2-P6 $50 / $80 陪你做功課(6月)第三期 P1-P3 $800.00

藝術好心情  B班 (2022/1-3) P2-P6 $50 / $80

    核對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Bingo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                                 現金 / 支票     收款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頁

* 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推行服務單位職能及服務相關活動之用途，如有異議，本人有權以口頭或

o是

活動名稱

12-24歲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o否參加者是否有6-24歲的家庭成員：

青年活動 (TPIS)

活動名稱

(請不適用者刪除，十二歲以下參加者必須家長 / 監護人簽署)

* 本人同意 貴機構使用含有本人肖像的照片或錄像，作推廣服務用途。如有改變，自當以書面通知 貴機構。

兒童活動 (TPIS)

此欄由中心職員填寫

兒童活動 (TPIS)

   書面形式向服務單位提出查閱和更改有關的個人資料。

* 本人已知悉參加需面試之活動，如於面試後三星期內沒有收到取錄通知，則作落選論；中心將不作另行通知。

4720

4716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支援服務-才能百寶盒

築喜大埔 – 共聚系列

(懷疑/已確

診有特殊

學習需要

的學生)

只限已登記

築喜大埔計

劃家庭參加

(另填表)

只限已登記

築喜大埔計

劃家庭參加

(網上登記)

確診有專注

力不足/讀寫

障礙學生優

先(另填表)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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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無限挑戰@鼓動樂


 E&E100(TPIS)a-02F

2022年   1 月 ~ 3 月活動報名表  籌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年齡：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 聯絡電話：(1)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 / 非會員 地址：   （非會員必需填寫）    聯絡電話：(2)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籍有效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申請優惠 (外界資助活動不適用)： o是 (請出示証明文件) 有效日期： o否
   

參加者聲明
* 本人確保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

* 本人 / 敝子弟參加 貴中心所舉辦之活動，已知悉有關活動的內容及性質，會因應個人的能力及健康狀況來參與，

   並遵守工作員的指示，如在活動期間有任何不適或意外，概由本人負責。

* 凡十二歲以下的參加者，必須獲家長 / 監護人同意並簽署，方可報名。

* 本人同意 貴機構使用含有本人肖像的照片或錄像，作推廣服務用途。如有改變，自當以書面通知 貴機構。     
* 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推行服務單位職能及服務相關活動之用途，如有異議，本人有權以口頭或

   書面形式向服務單位提出查閱和更改有關的個人資料。

* 本人已知悉參加需面試之活動，如於面試後三星期內沒有收到取錄通知，則作落選論；中心將不作另行通知。

參加者 /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請不適用者刪除，十二歲以下參加者必須家長 / 監護人簽署)

活動

編號
參加資格

收費

(會員/非會員)
選擇

(P)

活動

編號
參加資格

收費

(會員/非會員)
選擇

(P)

N405 幼兒英語拼音 K3 - P1 $520 / $550 N401 小童軍團 6-7.5歲 $50 需面試

N406 英語.繪畫 K3 - P1 $520 / $550 N402 幼童軍團 7.5-12歲 $50 需面試

N407 可愛卡通得意公仔黏土(A) K3 - P1 $520 N403 童軍團 11-16歲 $50 需面試

N408 可愛卡通得意公仔黏土 (B) P1 - P3 $520 N404 深資童軍團 16-21歲 $30 需面試

N409 小小畢加索 K3 - P1 $470

N410 兒童彩繪班 P1 - P2 $470

N411 梵高小畫室 K3 - P2 $470 / $500 

N412 兒童英語拼音 P2 - P3 $520 / $550 

N413 塑膠彩・繪畫 P2 - P4 $520 / $550 

N414 跆拳道班
K3或

以上兒童
$590 / $620

    核對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Bingo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                                 現金 / 支票     收款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頁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東第1476旅 (TPNS)

此欄由中心職員填寫

活動名稱 活動名稱

幼兒及兒童興趣班 (TPNS)

參加者是否有6-24歲的家庭成員：  o否o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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