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2020-21 年度 AWANA CLUBS 更新資料表              AW2020-21VR01            

A⋅兒童個人資料                                                      （隊員點名編號︓           ） 

姓名︓ 
請用正階  

（中） 

                              

 

就讀年級︓(20 年 9 月 1 日計) 

PN／PLAYGROUP／ 

K     ／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歲︓      

«推薦人︓童樂坊／組長

／弟兄姊妹名字︓                     

                        

性別︓

q男  

q女 

居住區域︓ 

q元朗q天水圍 

q屯門q其他︓ 

申請／升讀團隊︓ 
qPUGGLES 小寶營（2-3 歲＃） 

qCUBBIES 小熊營（k1-k2） 

qSPARKS 火花營(k3,小一,小二) 

qUA 終極探索之旅(小三,小四） 

qUC 終極挑戰之旅(小五,小六） 

q皮皮加油站（K3 或以上特

殊學習需要群體） 

＃註 1: 

0-1 歲(自動入 WAITLIST） 

2 歲（足兩歲才會入

PUGGLES） 

3 歲（PUGGLES 是循環課

程︐直至升 K1 才會升

團) 

本人與元福之聯繫︓ 

q本會會友（已有信徒編號） 

q兒區導師（已接受基本訓練） 

q超過三個月以上參與崇拜聚會

／小組聚會︐但沒有入會 

q在其他堂會聚會 

q籃球班家長 

qPLAYGROUP 家長 

q附近居民 

q朋友／親友介紹 

相片︓ 

正式入隊後請按照各團秘書

指引︐遞交電子相片（留意

指定格式）︐以便作証書、名

牌、點名表或圖工之用。 

B⋅兒童健康及學習需要申報聲明 

健康聲明︓本人謹聲明  敝子弟 
q沒有健康問題︐能參與戶外或體能或遊戲活動。 

q不能參與戶外或體能或遊戲活動。 

q需長期服藥︐並常備藥物在身。 

需特別關注／長期病患(請詳細列明)︓ 

q沒有 

q食物敏感（請自備茶點）q心臟問題  

q皮膚敏感  qG6DP    q哮喘 

q其他︓ 

學習需要聲明（如需要︐請列明類型︓） 
q沒有 

q自閉譜系︓             q讀寫障礙︓                   

q專注不足／活躍症︓     q＊讀障／＊語障 

q其他︓                 q社交焦慮障礙 

C・緊急聯絡人資料 

監護人／ 

家長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 
(可接收 WHATSAPP) 

緊急聯絡人關係 FB 名字︓ 
（選擇性填寫） 

(1)︓  q母親          q父親         q僱傭工人 

q祖母／（外）  q祖父／（外） q親朋 

q其他︓ 

因涉及兒童私隱︐故我們設定相片在私人群

組。只有團隊允許的家長才可以下載相片。 

q 本人＊想加入＊AWANA 隊員的私人群

組︐以方便每節課後下載子女相片。 

FB 名字︓                      

(2)︓  q母親          q父親         q僱傭工人 

q祖母／（外）  q祖父／（外） q親朋 

q其他︓ 

D.其他申請︓（＊請剔出任何一項） 年費減免申請 
凡申請加入 AWANA 之兒童家長︐均獲邀*全年最少一次*到訪課室︐作義務家長助

教︐以觀察子女情況及與導師建立教養伙伴關係。 

q本人樂意參與  貴會聚會︐與子弟共同尋求信仰︐了解子弟 所學之聖經真理︐

請與我聯絡。（1. 主日崇拜∼早上 11-下午 12:30 或 2.隔週五晚／主日下午家庭小組（元朗天水

圍區）或 3.慕道或信仰栽培課程。） 
q本人樂意成為 AWANA 長期家長助教︐投入隊員之學習生活︐成為同行者︐歡

迎與我聯絡。（主要工作︓以輪值方式︐於週日早上 11-下午 12:30︐協助團隊點名、秩序及派

發茶點等活動。） 

已取得政府書簿全津之家庭／能提供經濟文件

之家庭並願意接受約見安排︐可申請豁免年

費。 

 

q本人已填寫減免申請表（請到辦公室

索取） 

本人聲明以上資料屬實︐並無虛誤︐謝謝安排。 填表日期︓201    /     /     家長簽名︓     

兒區跟進專欄︓（內部專用） 

收表人簽名︓ 表格核對︓ 

m已提交減免申請表（有需要者） 

m已告知家長 3 次觀課日期 

（    ）（    ）（     ） 

申請結果︓ 

m接受申請 

m暫列後補︐後補編號︓            

m未能取錄︐原因︓ 

跟進事項︓ 

m已度身訂制服 m已派制服 

制服 SIZE︓                

入隊日期︓                
收表日期︓201  /    /  



家長注意事項 

1. 凡申請加入 AWANA 之兒童家長︐均獲邀*全年最少一次*到訪課室︐作義務家長助教︐以觀察子女情況及與導師建

立教養伙伴關係。請家長盡量選擇時間︐以便更了解子女及投入其成長發展。 

2. 年費減免申請︓已取得政府書簿全津之家庭／能提供經濟文件之家庭並願意接受約見安排︐可申請豁免年費。請

到辦公室索取年費減免申請表︐填寫後會連文件副本投入小禮堂收集箱。 

AWANA2020-2021 年費︓(已凍結年費︐包括生日禮物、奬章、奬座、證書、全年茶點、手冊、制服等費用) 

 PUGGLES（新隊員） CUBBIES（升 k1） SPARKS (升 k3) UA（升小三） UC（升小五） 

會友 $ 400 $450 $470 $500 $530 

非會友 $ 500 $550 $570 $600 $630 

l 獲導師通知取錄後可於全港櫃員機交費︐請留入數紙︐寫名字、電話、及團隊資料交回小禮堂紅色收集箱／辦公室。 

l 恒生銀行戶口號碼︓255-585101-001 
l 轉數快∼請以英文輸入教會名字︐也要把圖像印實體紙本︐寫名字、電話、及團隊資料交回小禮堂紅色收集箱／辦公

室。 

l 本會設有課程年費減免︐供有經濟需要學員申請︔本會將會個別通知批核結果。 

l 如申請者於正式取錄後退出隊伍︐已繳付之費用將不作退款。 

l 領袖及導師之子弟團費減免︐獲應繳團費之一半。 

AWANA 美國總會要求︓ 

1. 新參加者必須完成三次連續觀課︐完成「入門手冊」︐方可獲接納為正式學員︐並於入隊時獲頒發制服、課本及獎章。 

2. 為有效培育兒童︐成為榜樣︐鼓勵家長定期出席家長會或活動︐保持溝通協作︐並在家中協助兒童背誦金句。 

3. 任何參加者必須按輪候名單被安排觀課︐並會獲電話聯絡︐由團隊通知成為正式隊員。 

4. AWANA 為國際性制服團隊︐導師、助教、隊員在活動期間必須穿著制服︐以茲識別。 

5. 若隊員於上或下學期中三次或以上無故缺席︐隊員將於緊接之學期自動退隊︐所繳費用︐不獲退還。 

6. 可接納之合理請假︓1）預先安排之遠遊 2)兄弟姊妹或隊員生病 3)隊員學校安排之必須出席活動︐如旅行或運動會等。 

7. 本會保留最後取錄學員之權利。 
本會資訊聯絡及聯絡方法︓ 
1. 有關入隊查詢、全港性比賽、導師、青少年學生助教、家長助教訓練等︓兒區區牧及總指揮劉姑娘 24780668 

2. 有關升團、後補名單、團內活動安排及其他︓各團總監 

3. 有關制服、課本、遺失奬章、通告回條及其他︓各團秘書 

4. 平日上課資訊︓將以 WHATSAPP 廣播形式通報︔下載上課相片及精采片段∼請讓各團秘書加入閣下至 FB 群組。 

AWANA 簡介︓ 
宗旨︓Awana 出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2:15「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取自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中這幾個英文字的字首。鼓勵兒童認識、跟隨及學傚主服事別人的榜樣。 

內容︓Awana 是按照國際 Awana Clubs 所提供之獨有教材及聚會安排︐有系統地教導兒童在輕鬆愉快中學習神的話語︐

從而接受及學傚主耶穌。透過多元化活動︓開幕禮、團隊遊戲、手冊(學習聖經)、信息(敬拜)、戶外活動（參觀、旅行、演

出、服務社區等）以助建立兒童的自理紀律、團體精神、開闊眼界、培育品德、增强溝通技巧和建立自信。每隔兩年香港

分會皆舉辦聖經問答比賽及全港性 AWANA GAME︐本會隊伍也曾於 2014 年獲得分隊彪炳佳績、全場啦啦隊總冠軍、本會導

師也曾與韓國隊導師較量︐互相切蹉交流。 

架構及奬勵︓Awana 課程由 2 歲至 18 歲。本會兒區分為五個營隊︐由 2 歲至 12 歲︐按著手冊的進度升級︐每個營隊設有獨特的

獎勵︐如手冊奬、出席奬、準時奬、年度証書、小三以上更設狗仔劵︐鼓勵隊員積極參與各項環節︐於一年三次之 AWANA 

STORE 換取心愛的 AWANA 禮物。總會也設其他奬項及奬學金︐鼓勵隊員繼續有系統地學習聖經真理。現時全港 AWANA 隊員約

五千人︐若隊員由其他機構或教會轉隊伍︐或是移居外地︐因課程相同︐故在全球三萬個隊伍中都容易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