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 / 訓練程序改期、取消或退款安排：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Rescheduling/Cancellation and Refund

1. 報名一經作實，一般情況下本會所不會安排退款； 
Once the enrollment procedures have been completed, no refunds will be given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2. 活動或訓練程序繳費作實後，不可轉讓。請勿自行轉換參加者； 
no swapping can be made for any successful enrollment. If any participant cannot attend the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the enrolled quota cannot be substituted by another person;

3. 一次性之活動（例如 : 日營、宿營、旅行、參觀等），如因惡劣天氣影響或特殊情況而未能如期舉行，
本會所將盡可能另訂日期，如本會所未能另作安排，將作退款處理； 
one-off programmes (e.g. day-camp, overnight camping, sightseeing, etc.) that are cancell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clement weather or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may be rescheduled if 
possible. Refund without charge will be proceeded if no reschedule can be made;

4. 兩節或以上之活動 / 訓練程序，如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影響而未能如期舉辦，恕不補堂或退款； 
no make-up classes will be offered for activity/training programme that have lasted for 2 sessions 
or more and cancell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clement weather or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5. 如因人數不足，有關活動 / 訓練程序未能成辦，將作退款處理。請會友於接獲退款通知後 7 天內，攜同
收據正本，到本會所辦理有關手續（入會費除外）； 
refund will be arranged while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 is cancelled due to the inadequate 
enrollment. Please bring the receipts for arranging refunds within 7 days of rescheduling notice, 
except the membership fees;

6. 如因特殊原因未能參與有關項目，會友必須於活動開辦 14 天前提出書面申請；如退款申請獲批，須繳
交 $50 行政費（以每人每項計算處理）； 
fo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necessitate withdrawal of enrollment, a written request of 
refund before 14 days the start of the activity /programme / training course may be considered. 
An administration fee of HKD$50 per person for each program will be charged for an approved 
refund;

7. 以現金、八達通、易辦事 (EPS) 或支票付款，而退款金額於 $1,000 以下者，可以現金退款辦理，如退
款額高於 $1,000 或有關付款之支票未能兌現者，須以支票辦理退款手續，支票抬頭人必須為年滿 18 歲
參加者或年齡未滿 18 歲參加者之父母或其監護人； 
cash refund is available for payment made by cash, Octopus, EPS or cheques whose refund 
amount is under HKD $1,000. For the payment made by unclaimed cheque, or refund amount 
over HKD $1,000, only cheque refund is available. The cheque can be made payable to parents, 
guardians or participants aged 18 or above;

8. 以信用卡付款者，退款辦理將經由信用卡中心退還予信用卡持有人，有關退款簽署必須與信用卡背面之
樣式相同； 
for the payment made by credit card, refund will be credited to your account through the card 
center, credit card signature will be required;

9. 如需辦理退款手續，必須出示正本收據；若有遺失者須先以書面申報，方可繼續辦理退款手續。 
written application of re-issued receipt is required for refund procedure if the original receipt is 
lost, refund will then be further proceeded.

本會所保留隨時修訂以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會所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Jordan Cent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terms above. All matters and disputes are 

subject to the final decision of Jordan Centre.

目的：	 	 透過舉辦特定活動支援基層家庭的身心需要，促進正面成長。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needs of grassroots 

   families with individualized family programmes 

服務對象：	 	 擁有 6歲至 24歲兒童及青少年之基層家庭。

Target:	 	 	Grassroots	families	with	children	or	youth	aged	6-24.

服務地區：	 	 油尖旺區，其中尤以文匯街、文英街、文苑街、文蔚街、文昌

	 	 	 街至文成街範圍內的樓宇（俗稱八文樓）為主

Service areas:  Yau Tsim Mong District, mainly residences in Man Wui 

   Street, Man Ying Street, Man Yuen Street, Man Wai Street, 

   Man Cheong Street to Man Shing Street (Man Wah Sun 

	 	 	 Chuen	-	8	Blocks	of	Buildings).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種類及申請資格
“Family Service Outreaching” 

Membership & Eligibility

申請家庭需成為中心會友
Applicants (family as a unit) 

must be YMCA’s Members

外展家庭服務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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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運動小組
半津家庭會籍

“Half Grant” Membership
凡獲批以下政府津貼之家庭，均
可以半津家庭資格報名參與中心
活動：
Families currently receiving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allowances are eligible for “Half 
Grant” membership:
• 學生資助計劃 ( 半額 )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Half grant)

• 在職家庭津貼 ( 半額 )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Half grant)

全津家庭會籍
“Full Grant” Membership

凡獲批以下政府津貼之家庭，均可
以全津家庭資格報名參與中心活動：
Families currently receiving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allowances 
are eligible for “Full Grant” 
membership: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綜援 )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 學生資助計劃 ( 全額 )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ull grant)

• 在職家庭津貼 (3/4 免或全額 )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3/4-rate or Full grant)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可以：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Membership benefits:
•  參加佐敦快訊「外展家庭服務」版面內之小組及活動 

To participate in groups and activities held by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 以優惠價報名參加本中心的小組及活動（需要視乎個別活動 / 小組是否設有優惠名額 

To enjoy a discount for the groups and activities held by Jordan Centr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 number of quotas)

申請辨法 How to Apply
• 申請人須填妥外展家庭服務會員登記表（可向本會所職員索取）及攜同有關証明文件到

本中心櫃台辦理有關手續，本會所職員將會作核實及審批。 
To fill out the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available at counter) and bring along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to the counter 
for verification and approval.

•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或逾 24 歲者，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之家庭成員為本會會友。 
If the participant is under the age of 6 or over 24, he/she must be affiliated with a 
family member aged 6-24 holding valid YMCA's membership.

外展家庭服務
Outreaching Famil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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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系列

1910/F01

目的： 透過學習伸展運動，舒緩及改善常見痛症。同時，讓參加者放鬆
心情，調節生活節奏。

內容︰ 由伸展運動導師教授伸展運動技巧
日期︰ 10/10、17/10、24/10、31/10、7/11、14/11、21/11、28/11、

5/12/2019 ( 逢星期四 )
時間︰ 10:15am- 11:45a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長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9 節

$9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9 節
名額︰ 1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備註︰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及帶備足夠食水

好「煮」意俱樂部

目的： 透過每星期一聚小組活動，讓組員認識更多街坊鄰里，建立社區
內社交網絡，並讓家長在此平台分享鬆一鬆、減減壓，發揮助人
自助的精神。

內容︰ 小食甜品製作、手工藝製作等
日期︰ 12/10、19/10、9/11、16/11、23/11、14/12/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11:00am- 12: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長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2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6 節

$6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6 節
名額︰ 12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備註︰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1910/F02



兒童「義」補團－
英文遊戲小組 1910/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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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學業支援系列

目的： 透過活動，提升參加者英語學習興
趣，建立自信心。

內容︰ 由義工教授簡單英語、英語遊戲等
日期︰ 12/10、19/10、9/11、16/11、

23/11、14/12/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11:00am- 12:3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5-12 歲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2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6 節

$6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6 節
名額︰ 18 名
負責
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鄺綺雯 (Yeeman Miss)

備註︰ 本活動最後一節，將安排參加者進
行戶外實踐服務。

伴你高飛－
英語拼音小組 1910/F04

目的： 透過活動，提升參加者英語朗
讀能力，建立自信心。

內容︰ 教授英語拼音技巧
日期︰ 9/10、16/10、23/10、

6/11、13/11、20/11、
4/12、11/12、18/12/2019 
( 星期三 )

時間︰ 6:00pm- 7: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三至小四兒童 ( 外展家庭服

務會員 )
費用︰ 免費
名額︰ 10 名
負責
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伴你高飛 - 課後支援小組 1910/F05

目的： 為基層家庭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及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提
升他們學習效能，及在德智體群各方面的發展。同時培養良好品格，
以達至全人發展。

內容︰ 課後支援、英語基礎學習、社工成長小組、課外學習活動
日期︰ 由 9 月中旬開始，逢星期一至五 ( 公眾假期、學校長假及特別日子除外 )
時間︰ 星期一至四 04:00pm-6:00pm、星期五 04:00pm-9: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全津家庭 )
費用︰ 免費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為確保資源運用得宜，如參加者每月出席率未達 7 成，將有機會被

取消參加資格。
2. 如本活動報名人數多於 10 人、將會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如有興趣
參加請向負責同工查詢。

兒童才藝發展

好有「品」－舞蹈義工小組 1910/F06

目的： 透過訓練舞蹈，提升參加者身體協調能力。同時，安排表演機會，提
升參加者自尊感。

內容︰ 教授參加者舞蹈技巧及參與公開表演
日期︰ 12/10、19/10、26/10、2/11、9/11、16/11、23/11、

7/12、14/12/2019 ( 星期六 )
時間︰ 4:30pm- 6: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小二至小六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9 節

$9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9 節
名額︰ 1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廖樂鳴 (Esther Miss)
備註︰ 本活動後期，將安排參加者進行公開表演，詳情由負責同工向參加者

公布。

快樂小魔星 1909/F07

目的： 透過以「魔術」形式與小朋友互動，小朋友在學習魔術技巧的同時，
培養出個人自信和良好的表達能力。

內容︰ 學習不同魔術的技巧、互動體驗。
日期︰ 7/9、21/9、28/9、12/10/2019 ( 逢星期六 )
時間︰ 4:15pm-5:15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6-10 歲兒童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80/ 全期 ( 半津家庭 ) 共 4 節

$40/ 全期 ( 全津家庭 ) 共 4 節
名額︰ 8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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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列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的家庭成員為本會會

友，請於報名時申報。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9月份大館及懲教博物館之旅 1907/F08

目的： 透過參觀大館及懲教博物館，讓各家庭認識香港歷史古蹟及懲教服務在香
港的發展及演變，提升對香港的歸屬感，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參觀大館及懲教博物館。同時，遊覽赤柱、中區及共進午餐。
日期︰ 7/9/2019 ( 星期六 )
時間︰ 9:30am-5:00pm
地點︰ 赤柱、中區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2. 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左鄰右里互相園地－ 10 月份秋季探索元朗之旅 1910/F09

目的： 透過與家人體驗親子農莊活動，讓家庭共渡歡樂周末，一起經歷新的體
驗，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團體活動、體驗親子農莊活動、親子藝術互動等。
日期︰ 5/10/2019 ( 星期六 )
時間︰ 9:30am-5:00pm
地點︰ 元朗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半津家庭：成人：$60、4 至 12 歲兒童：$30、3 歲或以下：免費

全津家庭：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0 名
負責同工︰ 廖樂鳴 (Esther Miss)、鄺綺雯 (Yeeman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此活動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2.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膳食。
3. 請穿著輕便服裝及帶備足夠食水。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1 月份梅窩瀑布之旅 1911/F10

目的： 透過遊覽梅窩，讓各家庭共度歡樂周末，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與家人及鄰里一同遊覽梅窩，共進午餐。
日期︰ 3/11/2019 ( 星期日 )
時間︰ 8:45am-5:00pm
地點︰ 離島區
集散地點︰ 中環 6 號碼頭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7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1. 將乘坐渡輪往返梅窩

2.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3. 本活動由旭日集團贊助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 12 月份冬季黃昏營 1912/F11

目的： 透過黃昏營活動及燒烤，讓各家庭共度歡樂周末，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
內容︰ 親子活動、燒烤。
日期︰ 7/12/2019 ( 星期六 )
時間︰ 2:00pm-9:00pm
地點︰ 待定
集散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半津家庭：成人：$60、4 至 12 歲兒童：$30、3 歲或以下：免費

全津家庭：成人：$40、4 至 12 歲兒童：$20、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45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費用已包括交通及午餐

活動 開始接受報名日期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9 月份大館及立法會之旅 3/8/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0 月份秋季探索元朗之旅 7/9/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1 月份梅窩瀑布之旅 5/10/2019

左鄰右里互助園地－ 12 月份冬季黃昏營 4/11/2019



集會日期：每月第三個星期五
集會時間：8:00pm-9:30pm
集會地點：佐敦會所

集會內容：義工訓練、盟友聚會、籌備服務
對　　象：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費　　用：全免

負責同工：吳培謙 ( 謙 Sir)、嵇慧芯 ( 芯 Miss)

街坊義工聯盟

只要你有心想出一分力！

只要你肯付出寶貴既時間！

歡迎你加入我地

      「街坊義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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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家庭月會－
親子運動體驗日 1910/F12

目的： 透過每月家庭聚會，讓家
庭聚首一堂，互相認識。

內容︰ 親子運動、親子遊戲、茶
點分享

日期︰ 26/10/2019( 六 )
時間︰ 11:00am-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佐敦區內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0/ 位；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3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備註︰ 請穿著輕便運動服

11 月家庭月會－
親子廚房 1911/F13

目的： 透過每月家庭聚會，讓家
庭聚首一堂，互相認識。

內容︰ 親子合力製作甜品、茶點
分享

日期︰ 30/11/2019( 六 )
時間︰ 11:00am-1:00pm
地點︰ 佐敦會所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免費
名額︰ 3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12 月家庭月會－ YM 飯堂歡度冬至聖誕夜 1912/F14

目的： 透過 YM 飯堂活動，讓街坊有機會聚首一堂的同時，亦可讓大家把愛與
關懷送到社區。

內容︰ 社區關懷行動、晚飯分享、表演、集體遊戲
日期︰ /12/2019 ( 六 )
時間︰ 5:00pm-9:00pm
地點︰ 佐敦會所、佐敦區內
對象︰ 家庭 ( 外展家庭服務會員 )
費用︰ $10/ 位；3 歲或以下免費
名額︰ 50 名
負責同工︰ 吳培謙 ( 謙 Sir)、

嵇慧芯 ( 芯 Miss)、
劉偉烈 ( 烈哥哥 )

參加者如未滿 6 歲，須有最少 1 位 6-24 歲的家

庭成員為本會會友，請於報名時申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