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康會譚杜中心
*備註: 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會員
譚杜中心
編號
活動名稱
HVS- 夏日萌友 A
JTT2100008
HVS- 夏日萌友 B
JTT2100009

HVS- 夏日萌友 C
JTT2100010

HVS- 夏日萌友 D
JTT2100011

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14-15 號
日期及時間
26/7-30/7/2021
一至五(共 5 天)

內容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包括:

1.
上午 10:00-中午 12:00 2.
3.
4.
26/7-30/7/2021
5.
一至五(共 5 天)
6.
上午 10:00-中午 12:00 7.
8.
26/7-30/7/2021
一至五(共 5 天)

查詢及報名：2638 8863
對象
費用
3 歲至 6 歲 $1000(會員)
$1250(非會員)
兒童

音樂節拍
一觸即發
學是學非
故事劇場
小小運動員
桌桌有娛
跟你做個 Friend
品德學堂

讓兒童每天均可寓遊戲中學習，享
受既充實又愉快的時光。

$1000(會員)
$1250(非會員)

下午 2:30-4:30

26/7-30/7/2021
一至五(共 5 天)

備註：
1.自備兒童個人物品如手巾、水樽
及口罩

下午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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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杜中心
編號
活動名稱
HVS- 暑期精靈幼兒
JTT英文班 A
2100012

HVS- 暑期精靈幼兒
JTT英文班 B
2100013

HVSJTT2100014

奇妙世界
放大鏡

HVS- 微探索.大發現
JTT2100015

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14-15 號
日期及時間
2/8-6/8/2021
一至五(共 5 節)
上午 10:00-11:00

內容
透過不同遊戲及活動，讓幼兒從群
體中學習與人相處，遵從遊戲規
則、聆聽、專注、簡單的收拾，從
而培養幼兒的學習基礎，提升學習
動機。

2/8-6/8/2021
一至五(共 5 節)
上午 10:00-11:00

2/8-6/8/2021
一至五(共 5 節)

對象
2 歲至
2 歲半

費用
$750(會員)
$800(非會員)

2 歲 7 個月至 $750(會員)
$800(非會員)
3歲

2/8-6/8/2021
一至五(共 5 節)
上午 11:30-12:30

查詢及報名：2638 8863

(需穿著襪子上課)
透過探索不同的主題世界，認識有 4 歲至 6 歲 $200(會員)
關概念﹕
兒童
$250(非會員)
1. 奇妙飲管世界
2. 奇妙動物世界
3. 奇妙的樹葉
4. 奇妙紙世界
5. 奇妙數字 123
以不同形式的遊戲，運用孩子細微 4 歲至 6 歲 $200(會員)
觀察力，並在實驗過程中的大發
兒童
$250(非會員)
現，建立孩子的科學探究精神

下午 3:00-4:00

報名辦法：
1.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活動費用一併交回中心交回。費用可以現金或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填上協康會，期票恕不
受理。
2. 開始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6 日，額滿即止。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原定名額，各中心將會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抽籤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佈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8
日，參加者請自行致電各中心查詢抽籤結果。參加者一旦報名，所有款項恕不退還，亦不能轉換其他活動及轉換人名。不被
取錄者，中心會在抽籤後通知家長，公佈結果一個月後到活動所屬中心索回已繳交之費用，及後之一個月內需到中心索回
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款。
4. 如活動尚有餘額，中心將以先到先得方法及繳費作實，各家長可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後致電各中心查詢活動餘額。
5. 如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與各中心社工聯絡。
6. 家長必須保留活動收據，以作退款或首日上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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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所有到訪中心者，必須預先申報外遊及隔離記錄。
2. 所有進入中心人士必須戴上口罩、量度體溫及清潔雙手，以保障服務使用者的健康。
3. 如有需要，中心職員於活動進行期間可能會拍攝照片，作為中心活動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
責職員。
4. 如欲閱覽各區中心之活動，或下載報名表，可瀏覽協康會網址：www.heephong.org
5. 如參加者患有以下疾病或體溫高於肛探-38 度/100.4 度、口探-37.5 度/ 99.5 度、耳探 37.8 度/100 度、出現咳嗽、氣促、呼吸困難
或咽喉痛、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等徵狀、需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而未有檢測結果、或出現下列傳染病傳染病，便不
可出席活動：
1. 桿菌痢疾

2. 水痘

3. 霍亂

4. 白喉

5. 麻疹

6.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

7. 流行性 腮腺炎

8. 小兒麻痺

9. 德國麻疹

10.猩紅熱

11.結核病

12.傷寒

13.病毒性甲型肝炎

14.百日咳

15.手足口病

17.流行性感冒

18.2019 冠狀病毒病

6. 活動更改及退款安排：
a) 若遇惡劣天氣，中心會視乎天氣情況決定是否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詳情可參閱下列「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指引。
b) 若中心因本身理由而將個別活動或小組課堂延期或取消，致令參加者未能出席，中心將安排退款。
c) 若因天氣關係而取消當日活動，中心將盡量安排補課。若參加者未能出席補課或因未能安排補課而致課堂取消，中心將按
比例安排退款。
d) 活動如須退款，各參加者請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帶同活動收據，到有關中心取回退款，逾期不取者將視作放棄取回退
款，恕不另行通知。
惡劣天氣下之服務安排及開放措施：
1. 當天文臺於上午 9：00 前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會停止服務，直至風球或暴雨警告除下為止。若八號風球
或黑色暴雨警告在下午 2：00 或以前除下，中心將於兩小時內盡快恢復正常服務。若八號風球或黑色暴色警告在下午 2：00
後除下，當日中心將暫停服務。
2. 在惡劣天氣下，中心會在活動前兩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天氣情況
活動性質 / 活動形式

8 號風球或

1 號風球或

3 號風球或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黑色暴雨警告或
「極端情況」警告
中心內活動

中心外活動

兒童、親子、棠棣或家庭活動













家長活動













：代表活動如期舉行

：代表活動延期或取消

如依照上述情況舉行或取消活動，中心不會個別通知參加者。
3. 若於活動前兩小時內懸掛雷暴警告，則所有水上活動亦會取消。
4. 除上述列舉之情況外，中心會視乎特別天氣情況、活動地區、以及活動性質，彈性決定是否將某項活動延期或取消，並在
活動舉行前兩小時通知參加者。家長亦應視乎所在地區之天氣及路面情況而決定是否出席活動。
5. 在活動進行期間，若天氣轉趨惡劣，中心會在安全情況下疏散參加者或暫留參加者在活動場地，直至天氣情況容許下，才
安排參加者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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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8 月份協康會譚杜中心暑期活動報名表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同心家長會編號：HHPA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一：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編號

聯絡電話二(如有)﹕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

費用

備註

班
組
活
動

總金額：
中心專用：此欄由本中心填寫
支票號碼 (
)
現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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