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

賽馬會音樂兒童啓樂計劃
報名表

近照
(約 3.5cm x 2.5cm)

報讀課程:

賽馬會音樂兒童萌芽計劃 – 唱遊班 （1-6 歲）
賽馬會音樂兒童果子計劃 - 合唱團或樂器班
學生資料（每張表格限填寫一位學童）
姓名

學生編號：(本會專用)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6-12 歲)

（英文姓名）
月

日

年齡:

性別

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

家庭人數

放學時間

一家 _____ 人同住

家庭住址

深水埗 旺角/太子 土瓜灣/紅磡 啟晴 黃大仙 觀塘 九龍灣 彩虹 其他__________
到中心的交通:  步行約 ______分鐘
 巴士 (車程約 _______分鐘)
 其他___________
 劏房 (請提供租單複印本)  板間房  私人樓宇 與人合租  其他 _______________
 居屋  公屋
(居屋/公屋業主是否家長本人? 是
否, 業主: 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區
交通
房屋類型

介紹人/機構/學校:

認識本會途徑 (必須填寫)




音樂背景

特殊情況

沒有學習任何樂器

宣傳單張/海報 活動:

曾學習_________(樂器)______(年期)

音樂兒童舊生,曾參加「音樂搖籃」/「合唱團」/「樂器班」

有 沒有

孩子有沒有食物敏感

孩子有沒有其他病歷或特殊情況:
(3) 言語障礙

有 沒有;

其他_____

學習中 學習________樂器_____(年期)
有家人在本中心就讀(姓名
)

如有, 請寫出是那些食物或物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自閉症

有 沒有;

(2) 過度活躍症

有 沒有;

(4) 其他病症, 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資料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中文）

與學童關係

接收訊息電話:

微信

聯絡電話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 )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 )

緊急聯絡人

（中文）

家庭資助情況
家庭每月收入(HKD)

 綜援 學生半額資助  學生全額資助  在職家庭津貼  社工轉介
＄0 -＄5,000 ＄5,001 -＄10,000 ＄10,001 -＄15,000 ＄15,001-＄20,000  $20,001

職業

與學童關係

 Whatsapp

(手提)

聯絡電話

父親職業 : _____________ 全職 / 半職 / 無業

家庭背景





已婚

離婚



喪偶



或以上
母親職業 : ______________ 全職 / 半職 / 無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以上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均正確且屬實，自願提交個人資料作報名用途，亦清楚如所填寫之資料有任何不符，本人
之子女參加課程之資格將會被取消。
聲明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MCF Office Comments:
1. Eligible?  Yes  No
2.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No  Yes, pls specify _____________

3. Any special family nee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  WL

 RJ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pporting Documents:
□ ID copy/Birth Cert.
□ School Handbook
□ Gov. Sub.
□ Address Proof
□ Photo x 1
□ Bank records

Home Visit Arrangement:

Interviewed by : _______ Date: _____

 Required
 Visited

 Exempted

音樂兒童基金會
「賽馬會音樂兒童啓樂計劃」背景
「賽馬會音樂兒童啟樂計劃」是香港首個全方位免費音樂教育計劃，致力為 1-12 歲的基層兒童提供專業及優
質的音樂課程，包括教授音樂知識、樂器演奏及歌唱技巧；舉辦音樂導賞工作坊及音樂會、安排表演及交流
等。讓兒童藉快樂的學習經驗，建立自信，塑造品格。此計劃分兩個部份，包括：
「賽馬會音樂兒童萌芽計劃」
，
為 1-6 歲幼兒提供基礎音樂訓練；
「賽馬會音樂兒童果子計劃」則為 6-12 歲的兒童提供古典音樂訓練。

參加資格
所有參加者需於申請時提交以下所有文件，並於遞交報名表時備齊複印本一份及帶
同正本作核查之用，否則其申請將不獲處理，且不作另行通知。

 學生出世紙或身份證明文件; 及
 綜援證明書或全額/半額學生書簿津貼/學劵或社工轉介信等；及
 印有姓名和戶口號碼的存摺簿封面內頁 (包括申請人父親及母親)及
近 6 個月銀行月結單/存摺記錄 (須顯示出糧及收入證明及政府資助
轉帳記錄); 如未能提供以上資料就必須出示其他收入證明文件 (例
如：糧單或僱主簽發之 6 個月薪金證明信)；及
 住址證明(例如租約、政府相關的單據: 水費單、電費單等)；及
 學生手冊 (印有學生相和家庭資料的那一頁)；及
 學生證件相一張(約 3. 5 cm x 2. 5 cm) – 請於相片背後註明兒童姓名及電話

報名須知
1. 報讀賽馬會音樂兒童萌芽計劃及賽馬會音樂兒童果子計劃須符合低收入家庭資格*或有特
別家庭需要(如單親家庭或由學校老師或社會服務機構社工轉介)的兒童。
2. 所有申請人應以誠信之態度對所需提供之資料做出誠實申報，亦清楚如有任何誤報或隱瞞
之資料，本會有資格取消該學生於本會的學習資格；
3. 所有申請一經核實，將個別電話或 Whatsapp/微信聯絡安排進行約見。若未能準時出席指
定約見日期，其申請將視作自動放棄論。
4. 經嚴格審批後，成功取錄之音樂兒童果子計劃的樂器班學生將先安排參加本會提供之「樂
器示範班」
。完成課程後，如通過考核，將可繼續接受本中心所編配之專業音樂訓練 (樂
器班或合唱團)及有機會被揀選參加音樂演出和相關活動;成功取錄之音樂兒童萌芽計劃
的學生將按年齡安排合適的上課時間。
5. 本會將保留一切更改本報名表參加資格及須知的權利。
* 低收入家庭住戶按住戶人數劃分，每月收入中位數少於 50%的入息限額。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致電音樂兒童基金會
音樂兒童果子計劃熱線：(852) 2456 2206
音樂兒童萌芽計劃熱線：(852) 9263 9373
遞交報名表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邨昌逸樓地下一號鋪
收集報名表時間: 逢星期二至五，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音樂兒童基金會（簡稱"本會"）承諾在收集、使用、保留申請者之個人資料時是絕對保密。本會會以合法及公平方
式收集個人資料，所得資料將會用作有關本會音樂及課程活動。本會在合理及可行的情況下確保所收集之個人資料是準確無誤，並不會被非授權
人士作其他用途。在未得到申請者同意，本會絕不會向外披露任何個人資料；只有受過訓練之本會授權職員方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