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館‧度假營 

活動報名表 

此欄由辦事處填寫 備註： 

申請日期：  預訂編號：  客戶編號：  

申請者資料                      □ 團體申請/包團           □ 個人申請  *請選擇適用者   

團體/機構名稱(如適用)                                                                      

申請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 

                                                                    
(先生/小姐/女士)*請刪去不適用者 

聯絡資料 (手提) 
 

(機構－如適用) 

（電郵） 

通訊地址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若活動完成後會有証書頒

發，將以此名字為準） 

年齡 
 

性別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與參加者關係 手提電話 

1        

2        

3        

4        

活動 (請報名之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與人數 收費(每人) 金額 

 小太空人訓練之旅(包團)*      

 其他(請在以下填寫活動名稱)      

       

       

      

      

      

      

    總金額  

*如申請活動為包團，請填妥附件之參加者資料 

參加者期望 

我們期望參加者於訓練後，有不同的成長及得著，故希望家長可以與你的子女了解對參加是次活動的期望﹕ 

 

 

 

免責聲明 (未滿十八歲之參加者須得家長 / 監護人簽署) 

1)本人及參加者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並願意遵守一切服務申請程序及須知，並於入營後謹遵活動場地  
及營舍房間守則。 
2)本人及參加者已知悉並願意遵守太陽館．度假營之報名須知及注意事項。另各項訓練及程序活動，活動
過程中將有機會被拍攝及拍照，以作本館活動記錄及日後活動推廣之用。 
 

姓名 簽署 日期 

 

 

  

閣下得知太陽館資料的途徑： □舊客戶 □ 電郵 □ 教會 □ 親友/朋友介紹 □Facebook 
                           □ 報章/雜誌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須知 

1. 申請手續 

1.1 申請者可於太陽館網站 www.solartower.com.hk 下載申請表格，填妥的表格可以電郵 solar@skhwc.org.hk 或傳真 2907-1107 遞交。 

1.2 申請者在提出申請前可致電 82011122 查詢營期預訂情況，但本營舍將於收到表格後才開始處理申請。 

1.3 成功申請者將於遞交表格後七天內收到付款通知書，申請者需於收到付款通知書後三十天內或入營前十四天繳付全數費用(以較早者為

截數日期)，逾時者將視作放棄，本館有權將其位置分配予其他申請人。 

1.4 未能成功申請者將於遞交表格後十四天內收到電郵通知。 

 

2. 付款方法 

2.1 現金：申請者可親身到太陽館‧度假營以現金付款。 

2.2 支票：支票抬頭「香港聖公會恩澤服務管理有限公司」，申請者可郵寄附上申請人姓名及預訂編號的支票至馬灣體育路 14 號太陽館‧

度假營，信封註明「營地申請表」。 

2.3 銀行轉帳：申請者可到東亞銀行入帳 (戶口編號 015-514-10-406572-0)，並將收據正本(連同申請人姓名及預訂編號)寄回馬灣體育路 14

號太陽館‧度假營，信封註明「太陽館度假營營地申請表」。亦可把收據副本電郵至 solar@skhwc.org.hk 或傳真至 2907-1107。 

 

3. 申請細則 

3.1 申請人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並須隨團入營辦理登記手續、跟進一切秩序、活動及聯絡事宜，如更改負責人，必須通知本營舍。 

3.2 所有宿位及膳餐以每位計算，3 歲以下小童不列入計算範圍內。 

3.3 訂單確實後，如有任何更改或取消，所繳費用恕不退還，亦不可轉作其他用途。 

3.4 申請者如需更改活動內容，請以書面作出申請，以本營舍回覆確實方為有效，獲確實之申請必須即時繳費。 

3.5 營內活動設施開放時間以當日公佈為準; 本會職員有權就突發情況例如天氣轉變等即時停止進行中的活動。 

3.6 營友於營地活動，不論任何時間均必須攜帶場地紙(橙色申請表)，並需按情況向保安出示以確實身份。營地不接受未經批准之人士進

入，如有發現會即時勒令離開。 

3.7 房間登記入住時間為下午 3 時後；離營時間為上午 11 時正或之前，逾時退還營舍房間需額外付費(按每小時或每日計算)。 

 

4. 營舍守則 

4.1 宿營人士/團體須於離營時退還營舍鎖匙及借用之物品予營舍接待處，營舍設備及外借用品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4.2 個人參加者必須遵守本營舍的「房間使用守則」及「場地使用守則」。而團體活動負責人有責任告知隨團團友，有關本營舍的「房間

使用守則」及「場地使用守則」，並有責任監察隨團營友。個人/團體如因行為不當令營舍造成損壞，需按損壞程度作出賠償，本營

舍有權就個別情況而拒絶參加者使用營地設施。 

4.3 本營舍保留增刪營地申請須知之權利，有關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個人資料(私隱)條列 

5.1 根據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列，申請表上所收集的資料，只作以下用途 : 

- 辦理營舍服務租用之申請事宜； 

- 在一般情況下或發生緊急情況下聯絡申請人； 

- 就營舍所有服務內容聯絡申請人。 

5.2 為作上述用途，申請人提交之個人資料可能會傳交有關之政府部門。 

5.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第 22 條 及附表 I 第 6 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表格上的個人資料。 

5.4 表格上所有資料均為申請人在明白「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而自願提供。 

5.5 申請人如欲查閱或改正表格上的個人資料，請親自致電 8201-1122 與本館職員聯絡 

 

6 惡劣天氣安排 

 

6.1 日營  

- 如早上 8:00 或以後天文台已發出以下警告並仍然生效，活動將會取消，已繳付費用概不發還，本營

舍將盡快與申請人聯絡安排活動改期：         

 黑色暴雨警告；或 

 三號或以上之熱帶氣旋警告 

- 除以上情況，參加者必須依期入營，否則當作自動放棄，已繳付費用概不退還，亦不獲安排改期。 

6.2 宿營 

- 如中午 12:00 或以後天文台已發出以下警告並仍然生效，活動將會取消，已繳付費用概不發還，本

營舍將盡快與申請人聯絡安排活動改期：         

 黑色暴雨警告；或 

 三號或以上之熱帶氣旋警告 

- 除以上情況，參加者必須依期入營，否則當作自動放棄，已繳付費用概不退還，亦不獲安排改期。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8201-1122 或電郵 solar@skhwc.org.hk 與營舍職員聯絡。 

 

 
                             Ver: 2017_10 

 

活動進行中的安排 

 營地/ 

展館 

室內 

活動 

戶外 

活動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黑色暴雨    

雷暴警告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    

 
 營地/展館照常開放，活動照常進行。 

 營地/展館照常開放(八號風球除外)，活動

取消或延期舉行。 

 營地/展館照常開放，在安全情況下，安

排進行室內活動。參加者/家長可自行決

定是否繼續參與活動，但活動費用則不會

退還。 

http://www.solartower.com.hk/
http://solartower.com.hk/chi/contactus.jsp
mailto:solar@skhwc.org.hk
mailto:請致電8201-1122或電郵solar@skhwc.org.hk


參加者資料附表 

Ver: 參加者資料附表 V2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若活動完成後會有証書頒

發，將以此名字為準） 

年齡 
 

性別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與參加者關係 手提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此頁必須與第一頁之申請表一併遞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