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申請表(中文版) 

 

修訂日期: 18/11/2020  

 

 

 

 

東華三院 

服務申請表 

第一部份  兒童資料 

1.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2. 性別:            3.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4. 年齡:        

5. 出生地點: __________  6. 到港年份:＿＿＿＿ 7.出世紙號碼:                  

8.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9. 家庭總收入: □$10000 或以下  □$10,001-15,000  □$15,001-20,000 

             □$20,001-25,000  □$25,001-30,000  □$30,001-35,000 

  □$35,001-40,000  □$40,001 或以上  

10. 領取資助類別:  □書簿津貼 (□全額/□半額)  □在職家庭津貼 (□全額/□半額)   

□綜合社會援助  □傷殘津貼 □其他(請註明：________) □沒有領取 

11. 住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電話號碼:                           (家居)                        (手提) 

13. 家庭狀況: □完整家庭   □分離家庭(伴侶非香港居民/持雙程證)   □單親家庭 

□新移民(父/母到港日期:    年   月) □其他：                      

 

第二部份  父母或監護人個人資料 

1. 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2. 與兒童的關係:                       3. 性別:           4. 出生日期:                     

5. 香港身分證號碼:                ____    6. 年齡:                    

7. 住址(如與兒童住址不同) :                                                                

8. 家居電話:                 9. 手提電話:                    

10. 緊急聯絡人名稱 (必須填寫): 關係: 電話: 

10.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1. 轉介機構名稱(如有)﹕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第三部份  同住家庭成員資料: 

姓名(中文/英文) 關係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職業/就學 學校/公司名稱 地區 

1. 兒童本人       

2.        

3.        

4.        

5.        

 

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包括兒童)，共__________人 

致： 2390 0282                           （傳真號碼） 

由︰ （傳真號碼） 

 （機構名稱） 

郵寄地址： 九龍大角咀通州街 28 號頌賢花園地下 2 及 9 號 (油尖旺) 

收表日期：  

預約面試日期及時間：  

收齊文件日期：  

開始服務日期：  

  

兒
童
近
照 



服務申請表(中文版) 

 

修訂日期: 18/11/2020  

 

第四部份 申請服務原因 (請在適合的空格內填) 

□   申請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需要工作，以致兒童未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的照顧 

□   申請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參加就業培訓或特別就業見習計劃 

□   申請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正積極尋找工作 

□   申請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為長期病患、殘疾人士或需長期住院接受治療 

□   申請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需處理緊急事情 

□   由社工推薦的特別個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 申請託管資料 

1. 期望託管時期 

 

_____________ 

2.時段 

□ 星期一至五( □3:00-7:00PM / □7:00-9:00PM) 

□ 星期六 ( □8:30AM-12:30PM / □ 12:30PM-4:30PM) 

□ 星期日 (8:30AM-4:30PM) 

2.是否需要申請 

減免收費 

□是 (申請人須填寫收費減免申請表，並提供家庭經濟狀況證明文件，經

本服務委員會調查及評估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否 

3.得悉本服務途

徑 

請用表示 

□ 宣傳單張/海報/橫額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其他社會福利機構 

□ 社會保障部 

□ 學校社工/老師 

□ 親友 

□ 互聯網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 

 

第六部份 本人現遞交下列文件供核實申請之用 

□   兒童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一份 

□   兒童之學生手冊 

□   所有同住家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一份 

□   學生照片一張 

□   住址證明 

□   工作證明(如糧單、名片) 

 

申請人聲明及保證 

□ 本人謹此聲明：上述所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全屬真實無誤。 

□ 若本人的減免申請獲接納，本人保證在減免期間若本表格中所載資料有任何更改，會立即通知服務提

供單位。 

□ 本人同意服務提供單位因應本人的申請進行家庭及經濟狀況調查，並同意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向服務

提供單位提供所需資料及紀錄。 

□ 本人明白如本人故意或蓄意作虛假聲明或隱瞞資料，或誤導服務提供單位以求獲得減免服務費用，本

人可能會遭受刑事起訴。 



服務申請表(中文版) 

 

修訂日期: 18/11/2020  

東華三院 

兒童生活習慣及病歷表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健康狀況 

1.1 □ 健康良好 

 

1.2 現時所患的疾病: □沒有     □有 (請填寫下表) 

 疾病 發病/確診年齡 醫院/診所名稱 是否痊癒? 

(如否，隔多久覆診) 

服用藥物 

      

      

 

1.3 是否有藥物敏感: □沒有    □有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i)是否屬特殊需要的兒童   

□否(請跳往 1.6) 

□已確診，評估自(□兒科醫生 □精神科醫生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眼科醫生 □言語治療師 □教育心理學家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懷疑個案(正輪候評估個案) 

ii) 已確診/懷疑(正輪候評估個案)為下列情況(可選多於一項)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智力障礙 □言語障礙 □特殊學習困難 

□精神病 □視覺障礙 □聽力障礙 □肢體傷殘 

1.5 是否曾經/現正接受特殊的治療/訓練: □否   □是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 

 

2.  飲食習慣 

2.1 是否有食物敏感:  □沒有 □有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特別行為及情緒 □沒有 □有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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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            (父母/監護人姓名) 是            (兒童姓名) (*男／女) 

生於    年     月   日，出世紙號碼 (                ) 的*父／母／監護人， 

本人同意將兒童交託予東華三院轄下的服務暫時照顧。本人明白及同意以下事項： 

 
本人會按計劃的收費，如期支付託管兒童的費用。 

 
為保障兒童之健康，在託管期間如遇緊急情況，中心職員會把兒童送往附近醫院就醫。 

 

如本人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接回所託管的兒童，本人願意支付因超時服務，而引致的費用。 

而在評估情況嚴重後，東華三院社工有權將兒童轉介到其他單位或社會福利署跟進。 

 

是次申請為期半年，並須於半年後再作檢討，以定期審視服務需要。 

 

本人向本計劃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需要時會提交社會福利署審核。 

---------------------------------------------------------------------------------------------------------------- 

*我們擬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姓名、電話號碼及地址) 以便作通訊、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本院活

動/產品/服務之用，但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我們不會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如你不同意，請

在以下空格加上「✓」號。                 

  本人同意東華三院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 

本人同意授權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使用公開展示幼兒的肖像在東華三院賽馬

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的活動及刊物上。 

 

 

簽署：       

 
姓名：       

（*父／母／監護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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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課餘託管服務 /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 

  服務使用者守則 

1. 資料提供 

1.1 家長必須提供準確詳細的資料，以便職員評估服務的需要。當中包括：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家庭及接受服務

兒童的狀況、聯絡方法、工作及入息證明文件、其他相關文件如：覆診紀錄、轉介機構資料等； 

1.2 若家長之聯絡方法有更改，請盡快通知中心以作更新。 

2. 兒童必須為中心有效會員。 

3. 參與定期服務的檢討，與職員及導師保持良好溝通及合作，並積極參與中心的活動及服務。 

4. 有關學校假期、颱風襲港及暴雨警告等之特別安排，請參閱本中心【課餘託管服務】簡章。 

5. 兒童需在學校每次派發成績報告及派發學校年曆表後，請將副本一份呈交中心，以加強學習上的了解。 

6. 於託管時間內，若遇有急性疾病或突發意外時，中心職員會即時送兒童到就近的醫院急症室就診，以確保得到適當

的治療，同時亦會儘快通知家長。 

7. 兒童於託管時間內必須參與中心所安排之功課輔導、小組學習及活動，為避免阻礙導師上課及活動進行，家長請勿

於託管時間內進行探訪。 

8. 兒童須在指定時間內抵達及離開中心，倘未能於既定時間返回中心或接送(如早退、缺席等)，請家長作預先通知。 

若家長未按時接回兒童及／或在未能與家長取得聯絡的情況下，機構可能會啓動有關機制，報警求助。 

9. 課餘託管服務時間如下： 

9.1  星期一至五: 下午三時正至下午七時正 / 

下午三時正至下午九時正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適用) 

9.2  星期六: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 

星期六及日: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適用) 

10. 各家長須依時接送兒童到中心上課，另外，為避免阻礙導師上課，請各家長留在接待處等候學生放學。若需接兒童

放學，家長可與接待處職員聯絡，由職員通知該班導師，並由導師安排兒童放學。請家長耐心等候，切勿擅闖課室，

以免影響其他活動進行。  

11. 新參加的兒童需接受一個月的觀察，若社工發現其不適合於群體的課餘託管模式、未能受益於課餘託管服務或其行

為滋擾其他參與兒童，服務將予以終止或轉介予相關服務。 

12. 若兒童在課餘託管內做出傷害及滋擾其他參與兒童的行為，本中心有權要求兒童停學及中止服務。 

13. 為善用資源，參加者必須穩定出席(80%或以上)，若兒童經常缺席或違規，本中心有權收回課餘託管名額。 

14. 服務地點: 一般為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油尖旺區) 

15. 費用繳交：服務費用為預繳形式，請按時於服務使用前繳交有關費用。 

16. 請家長遵守以上服務細則及準時繳交費用，以免影響服務提供。 

 

本人_______________(姓名)，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已詳細閱讀並願意遵守服務使用者守則。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