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2018 暑期活動報名表 

                            核對年齡及資料時蓋印，更改資料時職員需要簽名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 對象 

費用(請參加的活動) 由職員填寫 

普通 優惠 收據編號 

暑 

期 

前 

V04 兒童籃球小組(第三期) 2/6-7/7(六) 7-12 歲 $210  $147   

 

幼 

兒 

活 

動 

C01 幼兒島@聽故事學大道理 23/7-6/8 (一) 3-6 歲 $80  $56   

C02 幼兒島@唱跳 Baby 23/7-6/8 (一)  3-6 歲 $80  $56   

C03 幼兒島@我是小廚師 24/7-7/8(二) 3-6 歲 $100  $70   

C04 幼兒島@我是設計師 27/7-10/8(五) 3-6 歲 $80  $56   

C05 幼兒島@我是科學家 25/7-8/8(三) 3-6 歲 $80  $56   

C06 
YM 幼兒兵@分享小天使 A 26/7-16/8(四) 3-6 歲 $120  $84   

YM 幼兒兵@分享小天使 B 26/7-16/8(四) 3-6 歲 $120  $84   

C07 幼兒@童樂無限小組二 18/7-22/8(三) 3-6 歲 $160  $112   

 

兒 

童 

活 

動 

C08 樂彩虹暑期兒童義工計劃 
21/7, 28/7, 11/8 (六) 

23/7 (一) 
8-12 歲 $40  $28  

 

C09 「耆」樂無窮兒童義工訓練計劃 24/7-14/8(二)  9-12 歲 $50  $35  
 

C10 玩轉世界 2/8-23/8 (四) 7-12 歲 $60  $42   

C11 「星之子」STEM 體驗 28/7-18/8 (六) 7-12 歲 $60  $42   

C12 演奏初體驗小組 16/7-20/8(一), 26/8(日) 9-12 歲 $80  $56   

C13 手作達人 19/7, 26/7, 9/8, 16/8 (四) 8-12 歲 $60  $42   

C14 跟你做個 friend 社交小組 4/7-22/8(三) 6-9 歲 $200  $140   

C15 兒童挑戰宿營 4/8(六), 6/8-7/8(一及二) 9-12 歲 $150  $105   

C16 智趣背包之女 
19/7, 26/7, 9/8(四) 

27-28/7(五及六) 

升小四至升

中一女孩 
$100  $70  

 

C17 露營新丁 4/8(六), 11-12/8(六日) 9-12 歲 $100  $70   

C18 「澳」My way！ 6/8(一) 8-12 歲 $70  $49   

C19 屯門動植物之旅 20/7(五) 6-12 歲 $30  $21   

C20 走塑的一天 14/8 (二) 7-12 歲 $40  $28   

C21 放眼世界 21/8(二) 7-12 歲 $80  $56   

C22 生活小達人 27/7 (五) 7-12 歲 $60  $42   

C23 零碳一日 10/8 (五) 7-12 歲 $30  $21   

C24 兒童攻防箭比賽 24/8 (五) 8-12 歲 $10  $7   

C25 大顯身手 25/7 (三) 6-12 歲 $10  $7   

C26 至「潮」小人類 15/8 (三) 8-12 歲 $10  $7   

 

青 

少 

年 

活 

動 

 

 

 

 

Y01 
元朗區青年節青年黃昏定向比

賽 2018 # 
7/7 (六) 9-29 歲 請填寫指定報名表 

 

Y02 我要學急救 # 15/7-5/8(日), 20/8(一) 13-24 歲 請填寫指定報名表  

Y03 義工新鮮人 9/7-6/8(一) 13-18 歲 $30  $21   

Y04 甜品味力 12/7-2/8(四) 13-24 歲 $80  $56   

Y05 押花皮革夢 
24/7, 31/7, 14/8(二) 

11/8(六), 30/9 (日) 
12-24 歲 $20  $14  

滿額 



 

青 

少 

年 

活 

動 

Y06 水之營 * 20-21/7(五及六) 11-15 歲 $140  $98   

Y07 偵探解謎挑戰營 17-18/7(二及三) 15-24 歲 $150  $105   

Y08 食雞大作戰 31/7 (二) 13-24 歲 $150  $105  滿額 

Y09 知法守法 12/7(四) 13-18 歲 $30  $21   

Y10 飛航新味道 9/8 (四) 12-24 歲 $30  $21   

Y11 天水圍三人籃球賽 2018 # 12/8 (日) 12-16 歲 請填寫指定報名表  

Y12 保齡球大作戰 8/8(三) 13-24 歲 $20  $14   

Y13 球球旋風 # 1/8(三) 13-24 歲 請填寫指定報名表  

Y14 愛在青蔥的日子(一)：VR 篇 4/8(六) 13-24 歲 $10  $7   

Y15 
愛在青蔥的日子(二)： 

智取魔力橋  
11/8 (六) 13-24 歲 $10  $7  

 

Y16 
愛在青蔥的日子(三)： 

文青篇 
18/8(六) 13-24 歲 $10  $7  

 

 共 

 融 

 系 

 列 

E05 羽毛球樂 Badminton Fun  16/7-20/8(一) 7-12 歲 $30  

不設優惠收

費 

 

E06 共融下廚樂 Fun Fun Cooking 9/8-30/8(四) 7-12 歲 $50   

E07 共融板球樂 Cricket Inclusion Fun 18/7-29/8(三) 12-18 歲 $10  
 

*F 系列(F01-F06), V03, R01 活動請填寫「家庭活動報名表」 

 暑 

 期 

 後 

R02 我愛食 PIZZA 21/9 (五) 3-6 歲 $30  $21   

R03 法式廚房 8/9-22/9(六) 6-9 歲 $80  $56   

# 請填寫特別報名表 / 聲明書 (包括 Y01, Y02, Y11, Y13) 
  總額：  

* 請同時填寫水上活動同意書  (包括 Y06, F01)                                   優惠價確認同工：＿＿＿＿＿＿＿  (簽名及蓋印) 
 

 

參加者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女   年齡：            

地址：                                                     電話：(家)                 (其他)                  

職業狀況： 學生 / 在職 / 待業 / 家庭主婦 / 退休      電郵：                                                    

學歷：                            會員證號碼：                           會員證有效期至：                    

如遇緊急意外，可聯絡親友資料： 姓名：                     關係：               電話：                        

 

18 歲以下參加者報名戶外活動，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及簽名作實。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加者姓名)參加上述程序活動 / 訓練程序，並敦促其遵從負責導師的指導。同時，本人亦

聲明參加者的身體並無任何疾病，適合參與上述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1. 若不同意本會將參加者的活動相片展出或刊登於本會所之文字或影像媒體中，請於此空格內加上剔號 □。 

2. 如若因人數不足，本會所有權取消該項程序活動/訓練程序。參加者需憑收據申請退款(未足 18 歲參加者需要家長簽署)，$1000 或以

下者，可即時取回現金；$1000 或以上以支票支付者則需要申請本會支票，需時約三星期。會友證費用於任何情況下均不會退回。 

3. 部份規限年齡的會所程序活動/訓練程序，參加者可能需要出示年齡證明。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

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

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本會天水圍天澤會所(tinchak@ymca.org.hk) 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

查詢，請致電 3152 2798 與天水圍天澤會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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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所專用     經辦同工簽名：                             報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