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嘉民樓 513-516 室      電話: 2711 3873 傳真: 2711 3946 

 Room 513-516, Kar Man House, Oi Man Estate, Homantin, Kowloon.   Tel: 2711 3873 Fax: 2711 3946 

手語初級課程報名通知書 
 

本會將於 2017年 1月份舉辦手語初級課程，歡迎年滿十六歲對手語有興趣之公眾人士

參加，詳情如下： 

 

(一 )  課程編號：KSL-01/1/007/2016 (A&B) 

上課日期：1月7日至3月18日（星期六）*1月28日 暫停上課 

上課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十分 

上課地點：新界中心（新界屯門安定邨定龍樓地下 105-108室） 

 

(二) 課程編號：KSL-01/1/008/2016 (A&B)  

上課日期：1月10日至3月21日（星期二）*1月31日 暫停上課 

上課時間：晚上七時二十分至九時正 

上課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03室 

 

(三) 課程編號：KSL-01/1/009/2016 (A&B)  

上課日期：1月12日至3月16日（星期四） 

上課時間：晚上七時二十分至九時正 

上課地點：將軍澳中心（將軍澳尚德邨尚美樓六樓） 

 

手語初級課程全期共十講，課程費用港幣 360 元，另手語課本（初級）連 DVD 光碟

80元或手語課本（初、中、高級）及 DVD 光碟套裝 250元。 

 

參加者須填妥報名表格(必須註明課程編號)連同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為「香港聾人

福利促進會」及已貼上$1.70郵票的回郵信封交回/寄回九龍何文田愛民邨嘉民樓 513-516

室手語中心收，截止日期為 12 月 5 日。若各班的報名人數超過課程限額，將於 12 月 6 日

進行抽籤，抽籤結果將於 12月 7日後刊登於本會網頁。成功報讀人士在支票過數後將獲發

收據及手語課程學員須知。落選者將另函通知及退回支票。有關報名的詳細事項，請參閱

附頁報名須知。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11 3873與手語傳譯主任聯絡。 

 

 
 
 

  手語中心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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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6年 12月 5日(星期一)。 

2. 課程及手語課本連 DVD 光碟費用共 440 元正。若報讀人士已購買本會出版的

「香港手語課程(初級)」課本，可以只付課程費用 360 元正，但需於上課時自

備課本上課。若未能出示課本，需即時以正價 85元補購課本上課。 

3. 報讀人士可郵寄或親身交回報名表格、支票、回郵信封到九龍何文田愛

民邨嘉民樓 513-516 室手語中心收。 

4. 支票須用劃線支票，抬頭寫「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或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支票背面請寫上姓名及課程編號。期票及現金恕

不接受。 

5. 報名表格必須以正楷填寫及註明課程編號。表格內中英文姓名將用以製作証書

（出席率滿八成或以上可獲發証書）。 

6. 報讀人士的申請將獨立及個別處理(支票亦需獨立開票)；如有重複遞交表格、

沒有附上回郵信封或填報資料不全者，其報名資格將被取消。 

7. 若報名人數超過課程限額(每班 30人)，12月 6日將進行抽籤。抽籤結果將於

12月 7日刊登於本會網頁內(網址：www.deaf.org.hk)，或以電郵通知。 

8. 成功報讀人士的支票將於抽籤後直接入數，收據及課程學員須知將於過數後寄

出給個別學員(12 月 23 日前)。如支票不能兌現，報讀人士須於收到職員通知

起三個工作天內親臨上課所屬中心，以現金繳付學費。逾期辦理將不獲保留學

額。 

9. 落選者將另函通知及退回支票，報名表格將保留以提供資料作下期郵寄課程章

程用途。 

10. 本課程不接受學員申請轉班，所繳學費及學額不得轉讓他人。如學員申請退出

課程，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發還(持收據到中心可領取手語書)。 

*可按報讀的課程編號剪下標籤貼於信封寄回。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嘉民樓 513-516 室 嘉民樓 513-516 室 嘉民樓 513-516 室 

手語中心收 手語中心收 手語中心收 

手語初級課程報名  手語初級課程報名 手語初級課程報名 

KSL-01/1/007/2016(A&B) KSL-01/1/008/2016(A&B) KSL-01/1/009/2016(A&B) 

(新界中心)     (灣仔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將軍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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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一)  KSL-01/1/007/2016 (A&B) 

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 新界屯門安定邨定龍樓 

  地下 105-108 室 

電話： 2711 5688 

傳真： 2711 5877 

 

 

 

(二) KSL-01/1/008/2016 (A&B)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厦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 

  二樓（203 室） 

電話： 2711 3873 (九龍中心) 

傳真： 2711 3946 (九龍中心) 

 

 

 

(三) KSL-01/1/009/2016 (A&B) 

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 將軍澳尚德邨 

尚美樓六樓 

電話： 2711 1974   

傳真： 2761 4390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手語課程報名表格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姓名：     (中文)       (英文) 
 

年齡：  性別：男／女 職業：                   健聽 / 聽覺受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以往有無學手語：有 / 無  如有，在那機構？         

手語課程及教材選項 費用 請用選擇課程及填寫課程編號 

初級 

課程費用（自備本會手語書） $ 360 □  

課程費用、手語書及 

DVD 光碟 
$ 440 □ 

KSL-01/1/     
 

□      □  
   新界      香港 
 

/ 

  
   

  □ 
 將軍澳 課程費用、手語書及 DVD

光碟（初、中、高級套裝） 
$ 610 □ 

中級 

課程費用（自備本會手語書） $ 480 □ 
 

KSL-01/2/    
    □     

      將軍澳     
 

  / 

  

  

□   
新界  

課程費用、手語書及 

DVD 光碟 
$ 570 □ 

課程費用（自備本會手語書） $ 640 □ 
高級 KSL-01/3/003/2016 (A&B) 課程費用、手語書及 

DVD 光碟 
$ 745 □ 

手語翻譯培訓課程 
課程費用及手語翻譯培訓範例教材 

$900 □ KSL-01/5/003/2016 (A&B) 

 
聲明： 
 
1.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確。 

2. 本人同意如本人獲取錄，本人當遵守本會課程的規例。 

3. 本人已細閱報名表格及報名須知，並明白所有報名須知詳情。 

 

申請人簽署：      日期：        
 

※ 填報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報讀手語課程及日後課程通訊之用。 
  

由 本 會 填 寫 
 

1) 遞交表格日期：   2) 繳交金額：  
     

3) 支票號碼：   4) 收據號碼：  
      

修訂日期 (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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