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員專用 
         報名表編號：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 

報名：填妥報名表及連同支票親身交回 /郵寄到本中心 (地址 :九龍東頭邨振東樓東翼地下）                               

申請人 □ 附上足夠郵票之回郵信封乙個，請寄回抽籤結果  
□ 將於 29/6(四)或之後，親臨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取回抽籤結果 (本中心將不作電話通知或查詢) 

並附上支票乙張，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如抽籤後仍有活動剩餘之名額，可繳交現金。】 
 

截止報名日期：19/6/2022 (日) 5pm      抽籤日期：24/6/2022 (五)      公佈結果日期：29/6/2022 (三) 
*請同時填寫後頁的家長同意書* 

 

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 ‧ 2022 年 7 至 9 月  通訊活動報名表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性別：___________ 

家長 /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_______ 

第一部份：視像活動推介 / FUN FUN 暑期天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F1(9.1) 下午 3 點 3「搵命搏試食大會 2.0」 $20     

Q2-F1(9.2) 下午 3 點 3「暑假快樂虛擬遊」 $20     

Q2-E1 Fun Fun 舞動 K-Pop Dance $120     

Q2-E3 FUN FUN 健體 KickBoxing $60     

Q2-I4 「Amazing Summer」攝影遊 - 情迷藝術館 $30     
 

第二部份：家長活動 / 親子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P1 伸展運動班 2.0 $80     

Q2-P2 家長太極班-第十六期 $110     

Q2-P3 家長國畫班(第三十二期) $120     

Q2-P4 

 

至醒家長手機班(請圈參加班別) 

 ( A / B / C 班 ) 
免費   /  

Q2-F2 「童悅讀」親子伴讀小組 $80     
 

第三部份：康體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Spo1 唐氏會醒獅隊 $310     

Q2-Spo2 唐氏會國術隊 $270     

Q2-Spo3 舞龍訓練班 $250     

Q2-Spo4 國術訓練班 $270     

Q2-Spo5 活力椅子舞 $120     

Q2-Spo6   跆拳道訓練班 $350     

Q2-Spo7 樂游游基礎班(請圈參加班別) 

 ( A / B 班 ) 
$800     

 

第四部份：教育性小組 / 治療小組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E2 智勇精兵「齊上月宮捉迷藏」 $90     

Q2-T1 芳香治療 $200     



職員專用 
         報名表編號：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音樂藝術 / 會員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M1 非洲鼓.跳舞樂 $150     

Q2-M2 夏威夷結他 $150     

Q2-M3 華麗舞台點唱機 $10     

Q2-M4 畫家最美麗 $10     

Q2-M5 音樂塗鴉畫室 $10     

Q2-M6 卡通.水彩畫 $10     

Q2-M7 跳舞.毛巾操 $10     

Q2-M8 聽歌.學繪畫 $10     
 

第六部份：共融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I1 敲擊.鼓樂唱遊樂 $10     

Q2-I2 日韓.健體舞 $10     

Q2-I3 

 

創作無限 FUN(請圈參加班別) 

 ( A / B / C 班 ) 
$40     

Q2-I5 至 FIT 有營人「齊來動一動」 $70     
 

第七部份：家庭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費用 報名() 報名人數 收費 職員專用 
Q2-F3 「帳幕下的童話」生日會 $80 / $100     

Q2-O1 剪出新 Look(只限會員)  免費   /  

Q2-F4 親子唐餅烘焙工作坊 2.0 $150     

收費總額： $ __________ 

申請人 □ 附上足夠郵票之回郵信封乙個，請寄回抽籤結果  
□ 將於 23/6(四)或之後，親臨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取回抽籤結果 (本中心將不作電話通知或查詢) 

並附上支票乙張，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如抽籤後仍有活動剩餘之名額，可繳交現金。】 

家  長  同  意  書  (請在合適  □  內加上) 

1)  本人  /  敝子女之健康、情緒及能力均適合應付活動中環節； (如有特別病患、情

緒，請列明以便作出特別看顧：                              

2)  若本人  /  敝子女在活動進行期間遇有意外或身體不適，本人授權  貴會作出處

理。本人或親屬之緊急聯絡電話：                              

3)  除因個別有關方面失責所引起之意外事故，本人願意承擔本人  /  敝子女自身的意

外風險及責任。倘若本人  /  敝子女在參與活動時發生意外傷亡或任何形式的損

失，本人無權向  貴會及與此活動有關之團體，進行索償或責任追討。  

4)  本人提供的資料，除  貴會或與此活動有關的團體有權使用外，一切資料保密。  

5)  貴會在推廣會務或舉行社區教育活動時，本人  □  同意  /  □  不同意  本人或敝

子女之真像和聲音可能會被公開。  

家長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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