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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雅各福群會 方舟生命教育館              

                        為生命鼓掌 C.L.A.P.生命教育體驗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公司/團體名稱  公司/團體業務性質  

公司/團體地址  

聯絡人姓名 先生/小姐 職位  

聯絡人資料 
電話  手提  

傳真  電郵  

活動詳情 

              學生系列—活動主題                                                              小學生 中學生/大專生 

     尋找友情的足跡 

     活動方向︰學習付出與關懷，感受包容與體諒別人的重要。 

 

 

    「情」朗的一天 

     活動方向︰學習正確表達情緒的渠道及方法。 

     從缺失中看擁有 

     活動方向︰經驗缺失，學習珍惜，建立正面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減壓有法 

     活動方向︰認識減壓方法，別讓壓力駕馭人生。 

     正向「理」「情」 

     活動方向︰學習自我觀察，了解個人對逆境的了解和感受。 

     義工訓練 

     活動方向︰學習團隊中溝通技巧，以積極的態度服務他人。 

     生命領袖 

     活動方向︰學習訂定目標，建立團隊間的溝通及信任。 

     快樂團隊 

     活動方向︰學習溝通及信任，建立團結的力量。 

     從缺失中體驗愛 

     活動方向︰從死亡中學習如何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生命中缺失。 

 

     創出「你」想人生 

     活動方向︰學習為理想而努力，鼓勵順境自處，逆境自強。 

     「吾生．悟死」生死探索之旅 (中四或以上學生) 

       (4.5 小時)︰殮殯葬導賞團，參觀紀念花園、棺木專門店等與死亡有關的地方。               

       (2.5 小時)︰體驗式活動，親身經歷別離與死亡所帶來的震撼。   

 

     愛與夢同行—自我探索體驗營 

     活動方向︰重新認識自己，發掘自身所長，訂立夢想實踐的路徑。 
 

 
     生前死後探索體驗營 (中四或以上學生) 

      (4.5 小時)︰殮殯葬導賞團，參觀紀念花園、棺木專門店等與死亡有關的地方。               

      (5.5 小時)︰體驗式活動，親身經歷別離與死亡所帶來的震撼，啟導學生活出 

                           生命的精彩，領悟活在當下的道理  。 

 

 

 $85/位/2 小時 

 

 $105/位/3 小時 

 

 

 $95/位/2 小時 

 

 $125/位/3 小時 

 

 

 

 $280/位/10 小時 

 

 

 

 $200/位/7 小時 

 

 

 

 $280/位/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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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系列—活動主題                                                           幼稚園/小學生 中學生/家長 

     我們這一家 

     活動方向︰明白溝通的要訣，學習欣賞及尊重家人。 
  

     親子情緒對對碰 

     活動方向︰學習管理情緒的方法，鼓勵以感恩及欣賞建構親子關係。 
 

              長者系列—活動主題                                                              65 歲或以上長者 65 歲以下成人 

     生命之旅 

     活動方向︰回顧人生不如意事，明白生命無常，學習珍惜現在。 
  

     重遊人生路．步出愛一生 

     活動方向︰認識死亡的本質，以行動珍惜身邊所愛，活出有愛的生命。 
 

              其它活動主題                                                               

      

      

 

 

參與人數 

 3 歲以下幼兒 x _________                                                   

 小學生 x 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 )                                   

 大學生 x ________                                                                

 長者 (65 歲或以上) x ________                                           

 成人 (64 歲或以下) x ________                                                 

到訪資料 

到訪日期及時間 

首選 次選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日團體領袖之聯絡資料 
姓名  手提電話  

電話  電郵  

其它安排 

 

 參觀︰挪亞方舟套票 (同時參與活動優惠價︰$110/位) 

                 (展覽館包括︰方舟博覽館、方舟花園、方舟生命教育館、珍愛地球館及太陽館) 

 

 參觀︰ 方舟花園 ($35/位) 

 參觀︰ 方舟生命教育館 ($25/位) 

 

 膳食安排︰ 

     預訂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5/位/2 小時 

 

 $105/位/3 小時 

 

 

 $95/位/2 小時 

 

 $125/位/3 小時 

 

 

 $85/位/2 小時 

 

 $105/位/3 小時 

 

 

 $95/位/2 小時 

 

 $125/位/3 小時 

 

 

收費詳情請與本館職員聯絡 

 

 

 其它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生 x _________ ( 年級 _________ ) 

 中學生 x 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 ) 

 家長  x ________   

 老師 / 工作人員 x ________ 

 殘疾人士 x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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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參加者人數最低要求為 20 人。 

2) 參加者人數滿 20 人，將豁免老師/工作人員之活動費用，如老師/工作人員希望與參加者一同參與活動，則需要繳付活動費用。 

3) 申請人須於到訪前最少 7 個工作天確實人數。(人數一經確實，恕不更改) 

4) 活動日當天不接受加/減人數，活動費用將依照原定費用收取。 

5) 活動費用不包括膳食、交通、住宿及參觀展覽館。 

6)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如需以英語或普通話進行須加收 30% 附加費，詳情請與方舟生命教育館聯絡。 

7) 活動日前必須繳清所有款項。 

8) 付款後不設退款。 

9) 惡劣天氣安排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a) 如訊號在香港挪亞方舟開放前懸掛，香港挪亞方舟將延至訊號除下後兩小時開放，及提供有限度之設施。 

(b) 如訊號在下午一時半後除下，香港挪亞方舟將全日關閉。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a) 如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開放時間內懸掛，香港挪亞方舟繼續開放，唯所有戶外活動及景點不會開放。 

(b) 如訊號在香港挪亞方舟開放前懸掛，方舟將延至訊號除下後兩小時開放。 

(C)   如訊號在下午一時半後除下，香港挪亞方舟將全日關閉。 

           如機構於惡劣天氣安排下有特定的外出指引或活動通告，請於活動日最少七個工作天前提交申請。活動日當天將根據機構之外出指引或活動通告的惡劣 

           天氣安排而改期進行活動，活動須於 3 個月內進行，如未有收到外出指引或活動通告，活動將依照香港挪亞方舟的惡劣天氣安排進行。如八號或以上颱 

           風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午一時半後除下，香港挪亞方舟因全日關閉，活動將必須改期進行。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拍攝安排 

 

聖雅各福群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列載的規定，依照收集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資料，並確保個人資料得到妥善儲存。閣下提供予本機

構的個人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等)，將用作日後與你通訊、服務推廣、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除非本機構已取得

你的同意，否則本機構不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你可以隨時向本機構提出要求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此項安排毋須繳付任何費用。 

 

本人已詳閱上述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同意聖雅各福群會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 (倘若你不同意，請於下列空格加上「」號) 

 本人不同意有關「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安排。 

 

活動日當天將有可能於活動其間進行拍攝，用作紀錄或日後宣傳用途 (倘若你不同意，請於下列空格加上「」號) 

 本人不同意活動日拍攝的安排。 

 

 

申請公司/團體代表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司/團體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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