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資料 

活動對象：升讀幼稚園中班至小學三年級之學童 

日營時段：共有 5 天活動 

時＿＿間：每天早上 9:30 至下午 3:30 

活動日期： 

2017 年 7 月份： A. 7月 10日至 14日 B. 7月 17 日至 21日 C. 7月 24 日至 28日  

2017 年 8 月份： D. 8月 07日至 11日 E. 8 月 14 日至 18 日 F. 8 月 21 日至 25 日  

 本營將於將分別於各時段最後一天 (14/7, 21/7, 28/7, 11/8, 18/8, 25/8 逢周五) 下午舉

行表演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家長蒞臨方舟觀賞；購票詳情將於郵寄日營資料時一併公

佈。 

家長及學員報名須知 

1) 全營費用：$1950- 營費已包括每天午膳及所有活動材料費用。 

提早報名優惠價：$1850-（6 月 9 日或以前，以郵戳為準）。 

兄弟姐妹優惠：第二位起每位營費可額外減免$100-。 

2) 授課語言：粵語。 

3) 家長及學員請先參閱此章程了解活動內容。 

4) 報名方法 

填妥以下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珍愛地球館』，支票背面須寫

上學員姓名及電話）及貼上 HK$3.90 郵票之回郵信封（請使用尺寸為 A5 

(6”x 9”) 或以上之信封），寄回： 

『新界馬灣珀欣路 33 號挪亞方舟 2 樓珍愛地球館』。 

信封面請註明：【珍愛地球館—兒童日營】。 

* 投寄前請確保郵件已貼上足夠郵資，如郵件寄失或因郵資不足而引致

之郵遞延誤，大會恕不負責。 

5) 大會不接受電話、電郵或傳真報名，一律以收到劃線支票正本為實。 

6) 報名程序 

一、 大會將於收到申請表後七個工作天內，以電郵通知家長確認申請，

請家長核對所輸入的資料。 

二、 日營開始前，大會將郵寄日營時間表、午膳餐單、學員名牌、家長

接送名牌及家長須知等資料。 

三、 郵件寄出後將不接受任何調組安排。大會將保留最終分班及分組之

決定權。如有特別分組要求，必須集合所有學員的報名申請一併寄

出（上限為 5 人）。 

四、 日營開始前，大會職員將致電提醒家長注意事項，並接受家長查詢。 

7) 報名時須繳交全數費用；除課程取消外，已繳報名費不得退款。 

8) 活動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如參加人數眾多，大會將優先取錄較早繳交

全數日營費用之報名者。 

9) 除獲家長預先書面通知外，大會保留使用任何學員照片及錄像之權利，以作

日後活動宣傳之用。有關文件請於報名時一併提交。 

10) 出席率達 75% 或以上之學員可獲發日營參與證書。 

11) 活動進行期間，學員須顧及自身安全，並遵從導師的指示和安全守則。對意

外事故造成之財物損失或身體損傷，大會概不負責。 

12) 所有進入挪亞方舟之人士，包括日營學員，均須遵守挪亞方舟規則和章程，

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noahsark.com.hk/tra/rules-and-regulations.jsp 

13) 惡劣天氣情況安排 

遇有下列情況，所有學員不用上課，有關活動不設補課： 

一、香港天文台發出 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二、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三、教育局宣佈幼稚園停課； 

四、若局部地區性暴雨或其他存在危險性的情況，則由家長判斷安全情況，

自行決定是否讓學員前往珍愛地球館上課，如選擇不上課將視作請假，

有關活動課節不設補課。 

 另外有關挪亞方舟之『惡劣天氣安排』，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noahsark.com.hk/tra/weather-arrangements.jsp 

14) 突發性停課 

一、 如遇突發性事件，例如公共衛生事故，大會將循教育局或有關局方指引

而作出停課安排； 

二、 因惡劣天氣或任何突發事件引起的停課，大會將不會作任何補課或退款

安排。 

15) 日營期間，如有特別情況及安排，大會將以短訊 (SMS) 形式通知家長。 

16) 如有任何查詢或請假，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446-1108 / 3411-8638；或 

傳真至 3411-8884。 

17) 本館保留一切安排之最終決定權，並任何修改或終止活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而不須另行通知。 

接送安排：家長可自行接送或安排學員乘搭旅遊巴士公司代辦之專車往返。有關專車接送之詳情，請參閱附頁。 

 
珍愛地球館 — 夏日兒童體驗日營 2017 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有關本報名表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處理學員報讀活動之事宜。 

參加者資料（請用正楷中文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加「」；每份報名表只限填寫一位參加者資料） 

參加日期 

（請按意願填寫優先次序。若第一選擇額滿，大會將按選擇次序作出安排而不會另行通知。） 出生日期：(日/月/年) 

A □ B □ C □ D □ E □ F □ 升讀年級： 性別： 

學員姓名 
中文： 
 

英文： 
（請先寫姓氏） 

升/就讀學校： 

學員兄弟姐妹（如適用） 姓名及年級： 姓名及年級：  

聯絡電話 
（如有重要事故，大會將先致電或發送 SMS 至第一聯絡電話。） 

住宅： 第一聯絡電話： 第二聯絡電話： 第三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必須提供電郵地址以確認申請 電郵地址（請以大階填寫）： 

往返日營方式 口 由家長接送往返挪亞方舟 口 需要校巴接送，上落車地點：             （車費：$     ） 

 

學員狀況 

口 健康狀況良好，沒有特殊病患，可正常參與各類戶內、戶外活動。 

口 健康狀況需要特別照顧，患有： 

口 不能參與個別活動（如跑步），請註明： 

口 大會及導師需要注意事項（如食物敏感），請註明： 

 

學員曾否參加珍愛地球館舉辦之日營？（請用「」表示；如曾參加，請於日營後註明最近參加之年份。） 

口 沒有     

口 有 口 夏日兒童體驗日營 口 冬日兒童體驗日營 口 新春英普訓練日營 口 復活節兒童體驗日營 

 

家長聲明 

本人已細閱「家長及學員報名須知」，本人同意本人之子女遵守大會規則及導師指引，並清楚知悉及接受任何情況下的停課均不設補課或退款。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必須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與學員關係： 

 

 

 

日期： 

 
 
 

 

（只供大會填寫） 營費：□$1950    □$1850    □$1750  收表日期： 

 



Latest updated on 2017.05.10 

珍愛地球館兒童日營 巴士路線及收費表 
Treasure House Day Camp 

Information of Bus Routes and Fee 
 

學童乘車須知 Notes of Taking Bus 

 巴士服務收費已包括學員的接送，及跟車工作人員協助學員上落車。 

The fee includes the daily delivery throughout the camp and babysitting service throughout the journey. 

 巴士服務只提供予已登記姓名之學員，家長及其他人等不得以任何理由乘坐本巴士。 

The bus service is for the registered students only. Parents or guardians are not permitted to travel on the bus. 

 每輛接送的巴士車頭均會擺放「珍愛地球館兒童日營」指示牌。惟巴士服務並非由珍愛地球館經營，而提供服

務之司機及保姆亦非本館職員。 

The Day Camp signage will be shown on the windscreen of the bus. Treasure House does not operate any bus service or 

employ any drivers or nannies. 

 早上乘車時間介乎上午 7:50至 9:00之間，而放學落車時間介乎下午 3:45至 5:00之間，巴士路線及確實上落車

時間及地點將於稍後通知。 

The expected pick-up time and drop-off time is in between 7:50-9:00a.m. & 3:45-5:00p.m. respectively. Parents will be 

informed the bus route, exact time and location before the camp starts. 

 請學員提早 5分鐘等候巴士接載，逾時不候；遲到者需自行安排交通前往挪亞方舟。 

Students should arrive at the pick-up point 5 minutes in advance. Late students should take other transportation to the 

Noah’s Ark. 

 家長接回學員的時間，亦請提早 5分鐘到達落車處等候。 

Parents should arrive at the drop-off point 5 minutes in advance. 

 請勿自行更改上落車地點，以免造成混亂。 

Please do not make any changes of the pick-up and drop-off location. 
 

**屯門站、元朗站之校巴服務只適用於日營 C期 (24-28/7)。The bus services for Tuen Mun Station and Yuen Long Station will be 

available only in Phase C (24-28/7). 

 

繳費須知 Payment 

請填妥以下資料寄回珍愛地球館– 

Please collec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nd send to Treasure House– 

(1) 兒童日營報名表 Day Camp Application Form 

(2) 日營劃線支票（抬頭「珍愛地球館」，背面註明「營費」，並寫上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 

Crossed cheque for day camp fee, please make payable to “Treasure House” with name of participant, contact 

number, and remarks (“camp fee”) written on the back 

(3) 校巴劃線支票（抬頭「升達旅運巴士公司」，背面註明「校巴」及上車地點，並寫上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 

Crossed cheque for bus fee, please make payable to “Sing Tat Tourist Bus Co.” with name of participant, contact 

number, and remarks (“bus fee” and pick-up location) written on the back 
 

本館保留一切安排之最終決定權，並任何修改或終止活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須另行通知。如有校巴站因人數

不足而取消，大會將儘早通知家長，並退回相關費用。Treasure House reserves the arbitrat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on any 

dispute an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terminate the notes, terms conditions of the event at any time. The organizer will inform 

parents and refund the bus fee if any stations are cancelled due to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assengers. 

地區 

District 

上落車地點 Pickup / Drop Off Location 

(確實地點有待通知 More details to be confirmed) 

每期收費 

Fee (per phase) 

藍田 Lam Tin 藍田港鐵站 Lam Tin Station $ 550 

九龍塘 Kowloon Tong 九龍塘港鐵站 Kowloon Tong Station $ 500 

沙田 Shatin 沙田港鐵站 Shatin Station $ 500 

金鐘 Admiralty 金鐘港鐵站 Admiralty Station $ 590 

荔景 Lai King 荔景港鐵站 Lai King Station $ 450 

荃灣 Tsuen Wan 荃灣港鐵站 Tsuen Wan Station $ 450 

荃灣西 Tsuen Wan West 
荃灣西港鐵站 Tsuen Wan West Station 

或 祈德尊新邨 Clague Garden Estate 
$ 450 

青衣 Tsing Yi 青衣港鐵站 Tsing Yi Station $ 400 

屯門 Tuen Mun ** 兆康港鐵站 Siu Hong Station $ 600 

元朗 Yuen Long ** 元朗港鐵站 Yuen Long Station $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