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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情況 活動中心 
中心班組及戶

內活動 
戶外活動 

雷暴警告 開放 照常舉行 酌情舉行 
一號風球 開放 照常舉行 照常舉行 
三號或以上風球 不開放 取消 取消 
紅色暴雨訊號社會福利署勸諭幼兒園、幼稚園

及日間護理中心及弱能人士中心暫停開放 
不開放 取消 取消 

黃色暴雨訊號在活動開始前兩小時發出 開放 照常舉行 酌情舉行 
黃色暴雨訊號在中心開始期間發出 開放 照常舉行 酌情舉行 
紅色暴雨訊號在活動開始前兩小時發出 不開放 取消 取消 
黑色暴雨訊號在活動開始前兩小時發出 不開放 取消 取消 
紅、黑、三號風球取消後兩小時 開放 酌情舉行 酌情舉行 
紅色暴雨信號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中心戶內活動及戶外活動即時停止 

黑色暴雨信號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會員將繼續留在中心內，直至他們能安全回

家 
 
酌情舉行：須視乎當時情況及天氣預測，與中心主任商討活動舉行與否。 

中心開放時間及地圖 

颱風及暴雨安排 

 

 

星期一 暫停開放 

星期二 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三 上午9:00-下午7:00 

星期四 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五 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六 上午9:00-下午6:00 

星期日 上午9:00-下午6:00 

藍田服務處暑假開放時間表 

(由7月20日-8月20日) 

地址：藍田啟田道71號藍田(西)社區中心地下 

巴士：15, 15A, 16M, 93M, 215X, 216M, 619,E22 
地鐵：藍田地鐵站 [ A ] 出口 (啟田道)，上三層 

  扶手電梯到地面，轉左直行約1分鐘。 

藍田(西)社區中心 

地鐵[A]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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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歡渡一個愉快、有意義的暑假，藉此減輕

家長在暑期照顧弱智子女的壓力。 

參加資格：12歲或以上之輕、中度弱智人士 

參加辦法：請向學校社工查詢及索取活動小冊子 

暑 假 真 開 心 

     主辦單位：樂智協會  樂智青年中心  藍田服務處 
                   地        址：藍田啟田道71號  藍田(西)社區中心地下 
                   查詢電話：2341 1837    傳真：2174 4870 
                   網        址：http://hk.geocities.com/lokch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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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參加由樂智協會藍田服務處舉辦的「暑期真開心」活動 

參加資格：12歲或以上之輕、中度弱智人士。 

參加程序： 

1. 成為樂智協會會員：請先填妥「會員登記表」連相片2張及繳交會員     

年費41元。 

2 參加「暑期真開心」活動：參加者需揀選活動報名，並繳交所選之各項     

活動費用。 

3 請於2004年6月1日起將「會員登記表」、「活動報名表」連同繳交會員

年費41元、相片2張及各項活動費一併交回或郵寄至藍田啟田道71號藍

田(西)社區中心地下樂智協會藍田服務處 

註：1)如親身報名，請於星期二、四、六及日上午9:00-5:00，星期三上午     

    11:00-下午7:00到本會藍田服務處報名。 

        2)請勿郵寄現金，劃線支票抬頭請寫「樂智協會有限公司」或「LOK  

           CHI ASSOCIATION LIMITED」。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暑假真開心」日期及時間表 

★另逢星期三下午5:00-6:45有「Happy Hours」活動，費用全免，會員可自由參加。 

★如有疑問請致電 2341 1837 或  2428 6261與中心職員廖先生、陸姑娘聯絡，同時亦

可向學校社工查詢。 

時間 活動 

上午9:00 回到藍田服務處，向工作員報到、代訂午膳(17元-28元)或自行

帶備午膳，中心備有雪櫃、微波爐，工作員可代為焗飯 

上午10:00 -12:00 參加各興趣班(需報名參加)或享用中心康樂設施 

中午12:00 午膳 

下午1:00 -2:00 自由時間：卡拉OK、電腦、遊戲機及各康樂活動 

下午2:00 -4:00 室內活動、嘉年華、旅行及參觀等 

下午4:30 齊齊執拾、總結及交還儲物櫃鎖匙 

下午4:45 家長接送或自行回家 

由2004年7月20日至8月20日(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00至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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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面面睇 
日期：5/8、19/8 (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製作簡單環保樂器、 

            音樂創作。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陸姑娘 

  音樂智能 

精叻司儀 

日期：4/8、11/8 (星期三及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遊戲、角色扮演，訓練 

會員的口才及應變能力。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廖先生 

人際溝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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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之旅 
日期：8月12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1:00 – 4:30 地點：香港醫學博物館 內容：參觀醫學博物館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陸姑娘 

乒乓球挑戰賽 

日期：8月17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乒乓球練習及比賽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廖先生 

炎夏透心涼 

日期：8月3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夏日甜品製作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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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遊戲小組 

日期：11/8 - 13/8、17/8及19/8 

      (共五節 )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試玩多款益智集體遊戲 

人數：1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陸姑娘 

 

康樂棋訓練班 

日期：3/8 - 6/8、10/8 (共五節) 

時間：下午1:00 - 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康樂棋練習及比賽 

人數：1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廖先生 

二胡初階 

日期：3/8 – 6/8、10/8 (共五節)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認識二胡樂器及拉奏技巧 

人數：10人 

費用：5元 

備註：一人一二胡(只供堂上練習用) 

查詢：廖先生 

暑期多元智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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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小組 

日期：3/8 – 6/8、10/8  

            (共五節) 

時間：上午11:00 – 1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羽毛球技巧訓練 

人數：10人 

費用：5元 

查詢：陸姑娘 

手工藝小組 

日期：11/8、13/8、17/8、 

19/8及20/8 (共五節) 

時間：下午1:00 – 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多款手工藝製作 

人數：10人 

費用：10元 

備註：已包材料費 

查詢：導師 / 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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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畫比賽 

日期：8月10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於杯子上繪畫圖案 

人數：20人 

費用：10元 

備註：已包材料費 

查詢：導師 / 陸姑娘 

暑假真開心嘉年華 

日期：8月20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集體遊戲、天才表   

            演、茶會及抽獎。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廖先生 

社區畫廊 

日期：8月13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繪畫比賽，認識社區                

            設施及發展。 

人數：不限 

費用：全免 

備註：歡迎社區人士一起參加 

查詢：導師 / 廖先生 



12 

參觀消防訓練學校 

日期：8月18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00 – 3:00 

地點：元朗八鄉 

內容：參觀八鄉消防訓練學校及 

            中午於錦田飲茶。 

人數：20人 

費用：20元 

備註：已包午膳 

查詢：導師 / 廖先生 

迷你保齡球比賽 

日期：8月20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 – 1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認識保齡球比賽規則 

            及比賽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廖先生 

體能障礙賽 

日期：8月6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障礙運動比賽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導師 / 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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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精英班 

日期：23/7、27/7、28/7、29/7 
 30/7 (共五節) 

時間：下午1:00 - 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教授數碼相拍照技巧、 

 立體相製作及變面匙扣 

 相製作。 

人數：10人 

費用：10元 

備註：已包材料費 

查詢：廖先生 
  

棋藝組 

日期：23/7、27/7、28/7、29/7 
 30/7 (共五節) 

時間：上午10:00 - 11: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教授飛行棋、波子棋的 

 玩法及比賽。 

人數：10人 

費用：5元 

查詢：廖先生/導師 
  

功課輔導班 

日期：20/7、21/7、22/7、23/7 
 27/7 (共五節) 

時間：上午11:00 - 12:0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協助及解決會員在功課上的

 困難。 

人數：10人 

費用：5元 

備註：請自備功課上堂 

查詢：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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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拉OK比賽 

日期：7月2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卡拉OK比賽、試唱最新歌 

 曲。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廖先生 
  

迷你桌球比賽 

日期：7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教授打桌球技巧及

 比賽。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廖先生 
  

遊戲學習篇 

日期：7月21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遊戲學習生活技能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廖先生/導師 

我至叻 

日期：7月27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趣味遊戲加強會員 

            中、英 文的知識。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廖先生/導師 

暑期多元智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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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天地 

日期：7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日常生活實例，使會員

 學習各種計算技巧。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陸姑娘 

打開心窗 

日期：7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日記簿製作，鼓勵多 

            用圖畫及文字表達情感。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陸姑娘/導師 

眼明手快 

日期：7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透過趣味遊戲，訓練 

 會員的手眼協調。 

人數：20人 

費用：全免 

查詢：陸姑娘 

水果大會 

日期：7月3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藍田服務處 

內容：認識及品嚐各種夏日水果 

人數：20人 

費用：5元 

查詢：陸姑娘/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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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真開心」活動報名表                   編號：_______         

編 

號 

活動名稱 日  期 時  間 費用 參加

 

備  註 負責 

職員 

所需

義工

19 體能障礙賽

(SP) 
8月6日 2:30-4:30 5元   陸姑娘/導師 4 

20 杯中畫比賽(R) 8月10日 2:30-4:30 10元  已包材料 陸姑娘/導師 4 

21 醫學之旅(R) 8月12日 1:30-4:30 5元   陸姑娘/導師 4 

22 社區畫廊(D) 8月13日 2:30-4:30 全免  歡迎社區人士參加 廖先生/導師 4 

23 乒乓球挑戰賽

(SP) 
8月17日 2:30-4:30 5元   廖先生/導師 4 

24 參觀消防訓練

學校(R) 
8月18日 9:00-3:00 20元  已包午膳 廖先生/導師 4 

25 迷你保齡球 

比賽(SP) 
8月20日 10:00-12:00 5元   廖先生 4 

26 暑假真開心 

嘉年華(R) 
8月20日 2:30-4:30 5元   廖先生/導師 4 

人際溝通智能活動 

27 精叻司儀(I) 4/8 , 11/8 2:30-4:30 5元   廖先生 4 

音樂智能活動 

28 音樂面面睇(I) 5/8 , 19/8 2:30-4:30 5元   陸姑娘 4 

※ 中心需視乎參加者之身體狀況及情緒穩定情況決定參加者能否出席以上活動，所有報名活動以收據作實。 

※ 報名日期：2004年6月1日(星期二)起，6月1日後開始接受郵寄劃線支票付款，抬頭請寫「樂智協會有限公 

 司」或「Lok Chi Association Limited 」。 

 

總  共：＄＿＿＿＿＿＿＿＿ 

會員姓名：＿＿＿＿＿＿＿＿＿ 

電  話：＿＿＿＿＿＿＿＿＿(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家長簽名 ：＿＿＿＿＿＿＿＿＿ 

 

(個人資料的處理：會員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只會用作紀錄或參與該項活動之用，如有需要，會員可以要求查閱或更正

其個人資料。) 

此欄只供職員填寫 

所收款項：＄ 負責職員： 

交收款項：＄ 負責職員： 

收據款項：＄ 負責職員： 

退回款項：＄ 負責職員： 

收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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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智協會 
樂智青年中心會員登記表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      入會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___________ 
年齡：_______  性別：_____  電話：(住宅)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狀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離婚     鰥     寡 
就讀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級：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公開就業     日間訓練中心     庇護工場      待業     學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性質： 與親人同住         獨居       宿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聯絡人：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 
 
家庭狀況： 

 

 

 

 

 

 

 

 

經濟狀況： 綜援         傷殘津貼          親屬供養 
             職業收入(請註明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註)______________ 
病狀簡述： 哮喘    心臟病    癲癇    糖尿病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 

 

 相
片 

關係 姓名 年齡 職業 電話 其他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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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能情況： 輕度弱智     中度弱智     自閉症    視覺受損 
 聽覺受損 肢體傷殘 精神病 痙攣 
 失語  其他(請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度： 未受教育 小學 中學 
讀寫能力： 不懂讀寫 略懂文字 能讀能寫 
專    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嗜好： 聊天 晨運/行公園 看電視/看戲 品茗 
 閱讀 棋藝 園藝 養寵物 
 歌唱 演劇 舞蹈 廚藝 
 美術 手工藝 電腦 電子遊戲機 
 旅遊 參觀 其他(請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來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 絡 人：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書 
 
 本人______________乃   貴中心會員_____________之家長/監護人，現授權   貴中心 
(一) 敝子弟如於中心活動期間或戶外活動進行期間，突患急病或發生意外，而未能通知家長/ 

監護人時，本人授權  貴中心代送往急症室及本人願意支付有關費用。 
(二) 敝子弟如在活動或戶外活動期間 ， 遇有人力所無法避免之意外事故， 貴中心毋須負責

其後果。 
(三) 貴中心可運用敝子弟之照片、幻燈片或其他影音資料作專業人員培訓、 推廣服務、學術

研究及其他有關之用途。 
(四) 如敝子弟須於在中心活動期間內服藥，  貴中心可按本人之指示安排敝子弟服用。 
 

家長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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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真開心」活動報名表                   編號：_______      

編 

號 

活動名稱 日  期 時  間 費用 參加

 

備  註 負責 

職員 

所需 

義工 

1 會員費 4/2004-
3/2005 

   

－－－ 

41元  請先繳交會費 

後報活動及交 

相片1張。 

 

－－－ 

 

－－ 

暑期多元智能小組 

2 功課輔導班(E) 20/7-27/7 11:00-12:00 5元   陸姑娘 2 

3 攝影精英班(D) 23/7-30/7 1:00-2:00 10元  已包材料 廖先生 2 

4 棋藝組(D) 23/7-30/7 10:00-11:00 5元   廖先生/導師 2 

5 羽毛球小組(SP) 3/8-10/8 11:00-12:00 5元   陸姑娘 2 

6 康樂棋訓練班

(SP) 

3/8-10/8 1:00-2:00 5元   廖先生/導師 2 

7 二胡初階(D) 3/8-10/8 10:00-11:00 5元  一人一二胡 廖先生 2 

8 手工藝小組(D) 11/8-20/8 1:00-2:00 10元  已包材料 陸姑娘/導師 2 

9 益智遊戲小組

(D) 

11/8-19/8 10:00-11:00 5元   陸姑娘/導師 2 

10 眼明手快(R) 7月20日 2:30-4:30 全免   陸姑娘 4 

11 遊戲學習篇(D) 7月21日 2:30-4:30 全免   廖先生/導師 4 

12 卡拉OK比賽(R) 7月22日 2:30-4:30 全免   廖先生 4 

13 數字天地(E) 7月23日 2:30-4:30 全免   陸姑娘 4 

14 我至叻(E) 7月27日 2:30-4:30 全免   廖先生/導師 4 

15 迷你桌球比賽

(SP) 
7月28日 2:30-4:30 全免   廖先生 4 

16 打開心窗(R) 7月29日 2:30-4:30 全免   陸姑娘/導師 4 

17 水果大會(R) 7月30日 2:30-4:30 5元   陸姑娘/導師 4 

暑期多元智能活動 

18 炎夏透心涼(R) 8月3日 2:30-4:30 5元   陸姑娘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