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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 9 月

兒童 姓名︰                                                  . 聯絡電話： (1) (2) 籌號：

就讀年級：升_________性別 : 男  / 女 會員編號： 會籍有效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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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 活動對象： 升K3至 升F1兒童之會員家庭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43 活動對象： 升K2至 升P6兒童之會員家庭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44 活動對象： 升K2至 升P6兒童之會員家庭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45 活動對象： 升K3至 升P2兒童會員及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2745 活動對象： 升P3至升P4會員及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2746 活動對象：  K3至F1兒童之會員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兒童家長)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2747 活動對象： 升K3至 升P2兒童會員及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2747 活動對象： 升P3至升P4會員及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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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12歲以下參加者必須家長/監護人簽署)

此欄由中心職員填寫

    核對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Bingo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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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屯門體驗之旅

$40 (2歲或

以下嬰孩收

$20)

窩心家庭系列【二】美妙音樂摩天輪相架 (A)

家長甜心店2020/09

$60.00

50.00$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E&E100(TPIS)a-04F

參加者是否有6-24歲的家庭成員：o是 o否

窩心家庭系列【二】美妙音樂摩天輪相架(B)

窩心家庭系列：【一】夢幻甜蜜 Cake Pop(A)

窩心家庭系列：【一】夢幻甜蜜 Cake Pop(B)

$50.00
每對親子

$50

親親塔門

$40(會員)

每對親子

$50
50.00$ 

每對親子

$50
$50.00

家庭及婦女活動報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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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珍. 愛動物

$60(會員)

每對親子

$50



  P.2

2020 年 7 ~ 9 月 家庭及婦女活動報名表

兒童 姓名︰                                                  . 聯絡電話： (1) (2) 籌號：

就讀年級：升_________性別 : 男  / 女 會員編號： 會籍有效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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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 活動對象： 升P5至 升F2會員及媽媽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媽媽)

年齡 年齡
 

關係

2748 活動對象： 升P5至 升F2兒童會員及媽媽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媽媽)

年齡 年齡 

關係

2749 活動對象： 升P2至升P6兒童之會員家庭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50 活動對象： 升K3至升F1兒童會員及其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姓名 (兒童家長)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50 活動對象： 升K3至升F1兒童會員及其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姓名 (兒童家長)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51 活動對象： 升K3至 升P3兒童及其1名家長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兒童家長)

年齡 年齡
 

關係

2754 活動對象： K3至P3兒童的家庭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2755 活動對象： 婦女家長
收費

(會員/非會員)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年齡

2903 收費 總金額 收據編號

姓名 (申請者) 姓名

年齡 年齡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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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12歲以下參加者必須家長/監護人簽署)
此欄由中心職員填寫

    核對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Bingo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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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

參加者是否有6-24歲的家庭成員：o是 o否

$200/$230

(需面試)

每對親子

$60
$60

窩心家庭系列：【三】愛的禮物 (A)

親子「環保體驗之旅」

每對親子

$60

$60 (兒童)

$50(每家庭

只限2人)

《老兒嚟堅》武術體驗班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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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每個家庭)

$40

$60 (兒童)

《老兒嚟堅》武術體驗班  (B班)

家庭扭扭氣球樂

$ 40.00

E&E100(TPIS)a-0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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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義工團.團員招募!!2020/07-09

全免 0

「星玥」合唱圑2020/07-09

家庭及婦女活動報名表

愛+ 遊巿集

 $160/ $190

(一對親子)

活動對象：P1 至 P3兒童的家庭(伴飛翔、陪你做功課參加者優先)

窩心家庭系列：【三】愛的禮物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