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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沙青年領袖及全人發展中心 
特別活動收費表 

 

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簽名：           入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入營負責人聯絡電話(手提):                 傳真號碼:           

參加者年齡﹕ 6-8歲___人 ,9-12歲___人 ,13-18歲___人 ,19-25歲___人 ,26-65歲___人 ,其他年齡____人 
 

活動 每節時間 每節參加名額 費用 活動 每節時間 每節參加名額 費用 

A.原野烹飪 2小時 

40人或以下 $1000 

E.羅馬炮架 2小時 

40人或以下 $800 

41-60人 $1400 41-60人 $1200 

61-80人 $1800 61-80人 $1600 

81-100人 $2200 81-100人 $2000 

101-120人 $2600 101-120人 $2400 

121-140人 $3000 121-140人 $2800 

141-160人 $3400 141-160人 $3200 

B.Bubble Soccer 1.5小時 16人 $1800 F.越野追蹤 1小時 80人或以下 $200 

C.團隊康樂活動 
(最少 40 人起) 
(如少於 40人費用另議) 

2小時 
內容請與 

中心職員相議 

NGO G. WAR GAME對戰 1.5小時 20人 $1000 
學生

$50/人 

成人

$60/人 
H. 地板球 1.5小時 20人 $600 

私人機構 

I.閃避球 1小時 30人 $600 學生 

$60/人 

成人 

$80/人 

D.Archery Fun 1.5小時 
16人或以下 $1800     

17-30 人 $3000     
                        

日期 時間 
活動 

(代號) 

參加人數 

(每節人數) 
收費 備註 

      

      

      

申請活動注意事項 
 所有活動費用並不包括營費，申請活動前請先到訂營部辦理訂營手續。訂營部查詢電話﹕2642 9770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 2642 9422。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42 9493與中心職員聯絡。 

 所有活動須於活動舉行前最少七天作出申請，本中心只接受六個月內的活動申請。 

 本中心會以書面回覆以確認申請。如活動前七天仍未收到本中心回覆，請盡快與本中心聯絡。 

 活動時間為上午 09:30至晚上 08:30，所有費用必須於活動前交妥。 

 所有活動均在戶外進行，如欲改為室內進行，附加費為$400/節活動。 

 如須更改活動內容，不論參加人數或活動性質，必須於活動舉行前三天致電中心辦事處及以書面申請，否則恕不受

理，並須繳付原定費用。所有修改須經本中心批核後方能作實，請註明遞交修改表格之日期及時間，以免混亂。 

 請負責人帶領參加者準時到活動場地集合，並出示已批准及蓋有本中心印章的活動表格。 

天雨安排 
 如因天雨關係而令活動不宜進行，團體亦須支付全額費用。 

 如因天雨欲取消有關申請，團體負責人必須於活動進行前兩天於辦公時間致電中心辦事處並以書面傳真確認取消申

請，否則須繳付全額費用。 

 如活動當天因天雨關係而取消活動，若活動前一小時通知中心職員，中心將收取該活動一半之費用，否則收取全費。 

中      心      職      員      專      用 

批准/不批准 已傳真入營負責人  蓋印及日期 

費 用： 已入行事曆   

收費同工： 已招募導師   

收費日期： 已確認導師   

收據號碼﹕ 備註  負責同工﹕___________ 

2017年 1月 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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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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予本會烏溪沙青年領袖及全人發

展中心(wksylwc@ymca.org.hk)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642 9493與本會聯絡。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kept are accurate and secured.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your name, email address, etc) may be used by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s of sending organizational updates, fundraising appeals, event 

invitations, survey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materials to you via telephone, 

post and/or electronic mails.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communication from us, please 

email your full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gether with your membership number and 

telephone number to our Wu Kwai Sha Youth Leadership & Wholistic Development Centre at 

wksylwc@ymca.org.hk.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2642 9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