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Web page：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香港新界粉嶺鶴藪村 18 號 18 Hok Tau Village, Fanling, N.T., Hong Kong
電話 Tel：2674 1190 傳真 Fax：2674 8077 電郵 Email：info@producegreen.org.hk
註冊名稱：綠田園基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擔保有限公司）
已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編號 91/4374）

團體活動報名表
（所有資料請以中文填寫。如有需要，請自行影印本表格使用。敬請留意本會網上「參加者須知」及「特殊天氣情況安排」）
參加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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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方法：
□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
（劃線支票抬頭「綠田園基金」）

(收據抬頭將以機構名稱發出)

□ 轉賬：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綠田園基金匯豐銀行戶口：039-1-065489，不接受銀行櫃位存款）

聯絡人/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日間)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

□ 信用卡（付款$100 元或以上適用）：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sa  Master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至________ 月 ______ 年（2 個月內有效）
CVV 號碼 ____________（卡背簽名欄上右面最後三個號碼）

活動資料：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

團體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外展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

簽名必需與閣下的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以上資料如有修改請在旁加簽

你如何得知是次活動？
□ 本會網頁 □ 本會電子通訊 □ 宣傳單張 □ Facebook

一天活動日期：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 後備日期：

(適用於 250 人或以上活動)
只供「社區有機

第1次

年

月

日

耕種計劃」及「綠

第2次

年

月

日

色小農莊」填

第3次

年

月

日

寫：

第4次

年

月

日

第5次

年

月

日

第6次

年

月

日

活動時間：上午/下午/全日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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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人數

免費帶隊位

總入園人數

(每 20 位參加者可獲送 1 位免費帶隊位)

參加者類別（可選多於一項）：
□ 幼稚園生

□ 小學生 □ 中學生

□ 大學生

□ 傷健人士

□ 長者

□ 一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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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戚/朋友 □ 電郵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 成人

應繳費用：

一般人士 ：_______人 x 每人______元 = ___________元
學生：____________人 x 每人______元 = ___________元
長者：____________人 x 每人______元 = ___________元
總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現繳費用/訂金：__________________元

溫馨提示：
1. 請參閱本會「活動提供」網頁內的「參加者須知」及「特
殊天氣情況安排」，以了解相關安排。
2. 如受天氣或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影響，活動日期或細節將
可能更改。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供本會處理是次活動用。
2. 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亦會供本會向申請人發放本會的最
新消息，包括舉辦的活動、課程、訓練、講座、籌款活動、
各項優惠和服務，以及本地有機及綠色生活社群的資訊。
3. 申請人如需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透過電郵、傳真或
郵寄致函本會。
□ 如欲拒絕收取上述第二項的資訊，請於空格內填上剔
號，或可隨時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致函本會，通知停
止接收資訊。
聲明：
1. 本表格內的資料均屬完整正確。
2.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報
名辦法」的內容，亦知悉「溫馨提示」內提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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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印章及簽署：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繳費及交回報名表

報名辦法
1. 團體活動
團體名義 / 私人名義
不論以機構或私人名義報名，只要能組成 20 人或以上，或
符合個別活動的人數要求，即可報名參加團體活動。
預約
請選擇活動項目、擬定參加人數及活動日期，以電話/電郵/
傳真查詢。本會提供全年的活動預約服務，額滿即止。
書面作實
預約後 2 星期內，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按金交回報名表，所有
申請以書面作實為準。每個活動需填報名表一份。報名一經
作實，參加權利不得轉讓。
更改一般活動預約
於活動舉行 2 星期前：
(1) 增加人數： 須先以電話與本會聯絡，如情況許可，則須
盡快付款。
(2) 減少人數： 人數不能少於該活動所訂的最低人數。如實
際參加人數少於預約人數的 80%時請盡快
通知本會。
(3) 更改時間： 可更改時間，但所選時間需有空位，否則費
用將不獲發還。
(4) 更改活動： 不能更改活動。
於活動舉行 2 星期內：
情況與上同，惟每次更改須繳交 100 元行政費。
注意事項
(1) 優惠：除個別活動另有註明外，3 歲或以上的全職學生
及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可享特價優惠，其他人士則需繳
付全費。
(2) 免費帶隊位：每滿 20 位繳費參加者，可額外獲贈一個
免費位，如此類推。
(3) 按金：
 半日活動，每滿 10 人須繳付按金 100 元。如 39 人
按金為 300 元，51 人按金為 500 元，如此類推。
 全日活動，每滿 10 人須繳付按金 200 元，如 39 人
按金為 600 元，51 人按金為 1,000 元，如此類推。
 250 人或以上，活動按金為總金額的 50%。
 社區園圃系列活動、外展活動、企業活動、「導賞
團」及「開放參觀」須一次過繳付全費。
(4) 餘款：應繳費用減去已付按金為餘款，餘款須於活動舉
行 2 星期前全數清繳。逾期未繳作取消預約處理，所繳
按金將撥作環保教育開支，不予發還。
(5) 若參加人數不足最低人數，仍需繳付最少人數的費
用；懸空的參加者位置只須繳交優惠收費。
(6) 倘若於填寫報名表格時已知人數及一般人士及學生/長
者的比例，亦可將活動費用一次過繳付。
(7) 一切活動資料更改，均請以書面通知作實，本會不會再
另行寄發文件。
(8) 所有費用一經繳付，將不獲發還或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1) 支票： 請將劃線支票（抬頭「綠田園基金」或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連同報名表，寄回本會，信
封面請註明「申請活動」。或直接將劃線支票
存入匯豐銀行入票機內，然後把填妥的活動報
名表，連同寫上申請機構名稱的銀行入數紙郵
寄或傳真回本會。。
(2) 轉帳： 請將費用以 ATM 過賬至本會戶口，然後把填
妥的活動報名表，連同寫上申請機構名稱的銀
行入數紙電郵或傳真回本會。
戶口名稱：綠田園基金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銀行戶口：匯豐銀行 039 – 1 – 065489
(3) 信用卡： 請填妥活動報名表，電郵或傳真回本會。簽
名必需與閣下的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資料
如有任何修改，請在旁加簽。付款 100 元以
上適用。
※ 為免銀行收取額外費用，請盡量以入票機或櫃員機進行繳費 ※

附註︰
1
機構名稱： 收據上將以此作抬頭。若個人組隊參加團體活
動，則不需填寫，收據將以聯絡人姓名作抬頭
2
參與人數： 請填上需繳費的參加者數目，免費位不包括在
內，免費位計算請參後頁。
3
應繳費用： 若於報名時，已知道參加者人數及比例，可繳
交全費，或填寫大約人數比例
4
機構蓋章： 以機構名義參加，須蓋上機構印章

報名查詢：2674 1190
活動詳情：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