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家庭中心活動報名表
地址：新界荃灣橫龍街32-40號興盛工業大厦14樓F室

聯絡電話：3586-9673
課程報名

傳真：3586-9674

電郵地址：info@tafc.org.hk

課程名稱

請 "✓"

中心網址：www.tafc.org.hk

費用

報名

繳付

人數

費用 ($)

中學生訓練活動







 每位 $19,200

『赤』The Lionheart 2018-2019 ( 第九期 )
獵奇夏令營 2018 之『吶喊』( 七日六夜 ) ( 第十期 )
『Riding KIDS』( 兩日一夜 )( 第四期 )
舟游列島 ( 三日兩夜 ) ( 第四期 )

日出。日落。銀河 ( 兩日一夜 )



初級繩索技術證書課程 ─ 少年版 ( 第四期 )

 每位 $5,25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5,0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1,600
 每位 $1,95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600

 每位 $2,85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2,7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900

『少年。Life』─ 快艇海上旅程 (三日兩夜) (宿營)



 分三期繳交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7,680

 每位 $2,7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850

 每位 $1,30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1,2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400
 每位 $1,95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600

小學生訓練活動


『我要高飛』家庭為本長期訓練 ( 第七期）

 每位 $18,400

 分三期繳交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7,360



第四十一期

『我要高飛』少年自立訓練營

 每位 $4,000 /期



第四十二期

（五日四夜）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1,200/期



第六期



第七期



小孩在野 ( 兩日一夜 )

『小腳板。樂活香港』長期訓練 ( 第四期 )



第二十二期



第二十三期



第二十四期



第二十五期

『小腳板 樂活香港』
( 兩日營及三日兩夜宿營 )
『小腳板 樂活香港』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獨木舟樂遊繽紛海岸 ( 三日兩夜 ) ( 第二期 )



第六期



第七期



夏日．小島假期 ( 五日四夜 )

愉快動物營 ( 兩日一夜宿營 )

『夏』水禮 ( 兩日一夜 )

「森林廚房」( 第四期 )



第三期



第四期



兒童攀樹訓練課程系列 - 初階及中階合成班（第一期）



第十一期



第十二期



森林泰山小基地

兒童攀樹訓練課程系列 - 初階

「I CAN」型到「飛」起繩索挑戰

 每位 $1,500/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3,75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 $1,4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500/期
 每位$11,200

 分三期繳交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4,480
 每位 $3,900/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3,65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1,200/期
 每位 $2,100/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2,0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650/期
 每位$3,500/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 $3,3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1,100/期
 每位 $1,6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500/期

 每位 $2,85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2,7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900
 每位 $1,500 /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 $1,4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500/期
 每位$2,10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2,0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650
 每位 $900 /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 /期

 每位 $2,7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900

 每位 $700 /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 /期

 每位 $95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
NEXT 下一頁

活動成功報名後會由本中心以電郵聯絡付款詳情及方法。

天使家庭中心活動報名表
地址：新界荃灣橫龍街32-40號興盛工業大厦14樓F室

聯絡電話：3586-9673
課程報名
請 "✓"

傳真：3586-9674

電郵地址：info@tafc.org.hk

課程名稱

中心網址：www.tafc.org.hk
報名
人數

費用

繳付
費用 ($)

幼兒訓練活動


「綠油油 樂悠遊」大自然成長體驗之旅 ( 第五期 )

 每位 $8,40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3,360



第二十七期



第二十八期



伙頭仔小廚師」( 第二期 )

 每位 $2,10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 $2,0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650



繽紛水世界 ( 第二期 )

 每位 $2,100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 $2,0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650



第十一期



第十二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一期



第二期

 每位 $2,100 /期  三人或以上同行優惠價每位$2,000 /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 $650 /期

綠油油 樂悠遊

小企鵝繩索大挑戰

 每位 $7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期

擺。盪。轉 出專注力

 每位 $7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期

七上八落∼蜘蛛仔

 每位 $70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300/期

親子家庭活動


 每家庭 $2,800
 三個或以上同行每家庭優惠價$2,6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家庭 $850

『獨木舟』親子情 ( 兩日一夜 )( 第二期 )



峽谷『親』
『子』兵

 每家庭 $1,5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家庭$900



齊上齊「樂」( 第四期 )

 每家庭 $1,4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家庭$560



第二期
第三期

 每家庭 $950/期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家庭$400/期



 每位 $400

 低收入家庭優惠價每位$120



「親情」
「童夢」繩樂園
『軟足 • 漁排海鮮任你捉』

Teens Day


Teens Day

 全免
合計：

報名方法：1. 網上報名：www.tafc.org.hk 或
2. 填妥下列表格，並寄回或傳真至本中心

活動報名表

姓名：( 中 )
聯絡電話：

(英)

性別：

家長電郵地址：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

地址 ( 中 )：( 舊參加者如更改地址請填寫此項 )

參加者電郵地址：

閣下如何得知本活動資訊？ 朋友介紹（介紹人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

 互聯網

 本中心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