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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中心堂(荃灣) 

2019特殊孩子親子營 

《家庭報名表》 

營會日期：2019 年 8 月 14-16 日（週三至五）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1.特殊孩子姓名：       ` 年齡：   性別：□男/□女 需坐輪椅：□是  □否 
 

2.特殊孩子姓名：       ` 年齡：   性別：□男/□女  需坐輪椅：□是  □否 

(*每位特殊孩子填一份基本資料表 P.2-4) 

普通孩子（兄/弟/姊/妹）姓名：       `  年齡：       性別：□男/□女 

入營人數：成人       人，孩子    人，合共       人 

陪同入營家長聯絡電話：             關係：□父親 / □母親 / □監護人  

1.□未有教會   2.□本堂會眾    3.□其他教會，名稱：                                    

交通安排： 1.□自行前往    2.□旅遊巴      

繳交營費：成人$600 x     孩子$300 x      = 總額$                □本人需要收據 

1.□現金   2.□支票號碼：                         銀行：                         

參加者必須連同報名表繳付全部營費。 

備註： 
1. 報名時請連同表格及支票（抬頭：基督中心堂(基督中心堂（荃灣）有限公司），寄回： 
  荃灣街市街 134號二樓 B座收（註明「2019特殊孩子親子營」）。 
2. 住宿分配原則：為接受更多家庭參加，可能分配與障礙類別及程度相近的家庭同住。 
  若有特殊需求，請填寫資料表內「肆、家長有話要說」。 
 
 

1.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你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表格內所述的聚會及內部資料統計分析，只有

本堂授權的同工及營會義工方可處理。 
2.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本人願意基督中心堂(荃灣) 聯絡本人、接收營會信件、刊物及營
會活動的訊息等。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本人子女參加於 2019年 8月 14至 16日在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

的「2019特殊孩子親子營」之各項活動，本人確知本人子女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並會敦促

其遵守活動期間之安全和規則；本人亦同意同時參加家長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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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中心堂(荃灣) 

「2019特殊孩子親子營」 

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壹、家庭基本資料 
 

*父親   姓名：                       職業:                      

主要語言： □廣東話   □普通語   □英語   □其他：                   

信仰: □無  □基督教：教會                □其他            
 

*母親   姓名：                       職業:                      

主要語言： □廣東話   □普通語   □英語   □其他：                   

信仰: □無  □基督教：教會                □其他            
 

*監護人 姓名：                       職業:                      

主要語言： □廣東話   □普通語   □英語   □其他：                   

信仰: □無  □基督教：教會                □其他            
 

*父母婚姻狀況：□同住    □分居    □離婚    □鰥寡 

住址:                                                                

電話(家)：                          電郵：                             

手機(父) :                          手機(母)：                         

手機(監護人) :                       
 

特殊孩子主要照顧者：（可選多項） 

□父  □母 □ 祖父 □ 祖母 □ 其他                         

家庭有：□兄      人   □姊      人   □弟      人   □妹      人 
 

 

貳、特殊孩子基本資料 
 

1. 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歲 

出生：    年    月    日  身高:         厘米  體重:      磅 / kg 

信仰: □無  □基督教：教會                □其他           

2. 現時就讀學校：                          年級：                       

 □普通學校  □特殊學校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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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時工場／展能中心名稱：                                                          

4. 現在住址： □家  □住宿  □其他：                                           

5. 主要障礙（多重障礙者請註明各障礙類別）：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度：□輕   □中   □重   □極重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度：□輕   □中   □重   □極重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度：□輕   □中   □重   □極重 

6. 語言能力： □表達流暢    □能簡單表達    □能聽懂指令   □無口語能力    

7. 認字能力： □很好    □好    □尚可    □不佳 

8. 行動能力：（可選多項） □行走自如   □行走時需有人扶持   □需坐輪椅 

9. 特殊孩子其他身體疾病：（可選多項） 

   □視障  □聽障   □癲癇  □心臟病  □蠶豆症   □糖尿病 

   □過敏：（請註明）                                                      

   □其他：（請註明）                                                      

10. 特殊孩子飲食習慣： 

□固體    □流質    □咀嚼困難     □不吞嚥 □其他：                   

11. 什麼情況容易誘發特殊孩子有情緒與偏差行為：（可選多項） 

    □太熱  □太嘈吵  □將要做的事情無預告  □被要求太多 

    □環境轉換太快   □其他                                                   

    半年內發生的不當行為（可選多項）： 

    □自我刺激  □強迫性   □自傷   □攻擊他人 

  □其他：（請註明）                                                

12.特殊孩子的狀況及注意事項：                                              

                                                                               

13. 特殊孩子最喜歡的（可用來鼓勵他的）東西：                                   

                                                                              

14. 特殊孩子最不喜歡別人如何待他：                                              

                                                                              

15. 特殊孩子的長處/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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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普通孩子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歲 

出生：    年    月    日  身高:         厘米  體重:      磅 / kg 

信仰: □無  □基督教：教會                 □其他             

 

肆、家長有話要說 
 

1. 目前家中的困境： 

    □親子關係      □夫妻關係    □婆媳關係    □兒童學習與人相處 

    □孩子學校適應  □家庭經濟    □缺乏社區支持  

    □其他：                                                                  

2. 目前我(家長)的壓力 

    □壓力超負荷    □壓力很大    □有壓力但還能承受    □沒有壓力 

3. 我(家長)對營會的期望：                                                    

                                                                             

4. 特殊需求(住宿)： 

                                                                           

                                                                           

 

 

 謝謝家長協助我們認識孩子的獨特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