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編號：

孩子資料 Child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乳名

Name (Chinese)

Name (English)

Nickname

性別
Gender

男

出生日期

女

Date of Birth

孩子由誰照顧

兄弟姐妹人數

Caretaker

Number of Siblings

特別情況

早產

食物敏感(請列明)

Special Attention Needed

G6PD

 其

他(請列明)

報讀課程編號

父母資料 Parent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Chinese)

Name (English)

關係

聯絡電話

Relationship

Contact Number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地址
Address

緊急聯絡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中文姓名

聯絡電話

關係

Name (Chinese)

Contact Number

Relationship

從何得知本協會活動

朋友介紹

Facebook

網上論壇

How do you know about us?

報紙/雜誌

Yahoo!

其他(請列明)

媽媽會

講座

保護資料聲明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Declaration
有關提供予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下稱「會方」
）的資料，將用於設計、推廣、舉辦、執行及評估會員活動，會方
將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作為處理、保安、保存及使用有關資料之指引。另外，會員資料亦會轉交嬰幼兒
心理發展協會之旗下分會，以便向會員提供服務。有關資料如有任何更改，會員有責任向會方作出書面通知。會
員於日後如不欲收到會方之推廣或會員通訊，請以書面形式通知會方。
如你未有興趣收取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最新資訊，請劃上號。
The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by Chil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 promotion,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member activity. The handling
procedure, security, retention and access of such data will strictly follow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In addition, the membership data will be hand over to Chil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branches in order to provide services to members. Should there be any amendment of the
said data, members should inform the Association in writing. Members have the right to stop receiving
any promotional material or member news in future by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Association.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 to receive parenting information and latest news from CPDA? If yes,
please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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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報名方法：
1.1 請致電沙田分會 3904 3312 查詢最新報名情況，並登記留位。
1.2 繳款方法如下：
1.2.1 郵寄支票：請將支票連同會員申請表寄往九龍長沙灣永康街63號Global Gateway Tower 11樓2室。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CPDA-SHATIN」及支票背頁填寫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
1.2.2 銀行轉賬：恒生銀行戶口：239-425010-001；請將入數紙連同會員申請表以 WhatsApp 至 5220 5103
或電郵至 info-st@cpda.com.hk。
1.2.3 繳交現金：請親臨本會辦事處辦理。 地址本會辦事處為九龍長沙灣永康街63號Global Gateway Tower
11樓2室。

2.
3.

各課程的留位期為五天，如於限期內本協會仍未收到有關申請及繳款，留位將會被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會方將於收妥文件後三個工作天內以 WhatsApp 確認，若在有關時間內仍未收到確認訊息，請與分會職
員聯絡。

協會守則
1. 為協助孩子培養情緒進行活動，請於活動時間前 10 分鐘到達中心。
2. 為保持環境清潔衛生，家長及孩子在活動室必須穿上襪子。會方可因應當時情況，要求家長帶上口罩進行活動。
3. 請家長於前往參加本協會活動前，先行為孩子量度體溫。如遇發燒情況，即體溫高於 37.5°C 或 99.5°F，參加
者不得參加任何活動。
4. 活動室內嚴禁飲食，如有需要，可到接待處前座位上進行餵食。
5. 請家長盡量安排孩子在活動進行前 1 小時進食。
6. 中心提供冷熱水設備，惟家長必須小心使用，並看管孩子防止擅自取用，避免受傷。
7. 課程中每項活動均根據父母協助子女學習的形式設計，目的是增進親子的瞭解和關係，父母應於課堂中積極參
與，並於家中經常與孩子重溫遊戲。
8. 如有缺席，請於上堂前通知相關分會(分會電話：3904 3312/WhatsApp: 5220 5103)。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及幼兒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均設補堂，其他課程及試堂不設補堂。有關補堂
安排如下：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 (全期十堂)之補堂以兩次為限；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 (全期十堂)之補堂以一次為限；

幼兒學前預備班之補堂如報十堂以一次為限；如報二十堂以三次為限；如報三十堂以五次為限；

上述課程均設額外補堂，以兩次為限，每次將收取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有關補堂一經確認，恕不作任何
更改，如需更改，將每次收取行政費港幣五十元；
9. 所有補堂只適用於星期一至五進行，家長須自行聯絡有關分會職員安排補堂，並於該學期完結前補回，逾期作
廢。缺席補堂者，恕不另作安排。補堂之日期、時間或課程內容由本會決定；課程內容有機會重覆，敬請家長
留意。
10.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及幼兒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之學生須購買CPDA書包，並須帶備上課。
11. 參加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及幼兒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出席率達到80%
或以上者，可獲得協會證書及評估。
12. 除非本協會未能提供課程，否則已繳費用恕不退回，亦不可轉讓他人。
13. 所有報名一經繳款確認後，上課地點恕不作任何更改。如需更改課程之日期及/或時間，將每次收取行政費港
幣二百五十元。
14. 本協會有權更改導師、收費或上課時間或日期，而不作個別通知。
15. 惡劣天氣安排：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本協會之所有課程即告取
消，期後可作補堂。本協會所有活動將於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解除兩小時後回復正常。例
如：天文台於上午八時宣佈取消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上午十時及其後的課程將如常進行。如天文台發出紅色
暴雨警告訊號或三號強風信號，本協會之所有課程將如常進行，家長請按各區的實際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課程與
否，如有需要，須當日致電本協會請假，則可獲補堂。有關惡劣天氣之補堂安排，請參考協會守則的第9點。
16. 本協會會為部份小組進行拍攝、錄影，以作紀錄、宣傳及導師培訓之用。如參加者不欲攝入鏡頭內，請於報名
時通知本協會職員，以作妥善安排。此外，為保障私隱，課程進行期間，嚴禁會員私自進行錄影及錄音。 會
員如欲拍照，請預先通知本協會職員，但請勿將其他人士攝入鏡內，亦需避免阻延活動進行。
17. 如有任何爭議，本協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本人確認上述提供之資料真確無誤，並已細閱保護資料聲明、報名須知及協會守則，並同意有關安排。

會員簽署 Member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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