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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在編印《香港青年協會暑期活動概覽 2019》時，本單位會務求資料準確，惟由於從定稿付印，

至活動實際舉行，在時間上有差距，故本單位可能有必要按當時情況作出相應的修改；因此請

各位留意，活動資料以本單位最後公佈為準。 

 
參加資格 

1. 本單位舉辦的暑期活動及課程，主要是為 6 至 24 歲人士而設計，部分活動亦適合家長或 6

歲以下的幼童參加；所有符合活動參加資格的人士，均可報名。 

2. 部份活動需提交「健康申報表」，請確保報名前個人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有關之活動

及課程。 

3. 所有報名申請，請逕交本單位，經繳費及填報所需資料，參加資格方會被確認。 

4. 部分活動為本會會員提供優惠收費；如欲取得有關優惠，繳費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或

以『會員』身份登入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進行網上報名。 

4. 歡迎申請成為會員或青協之友： 

 會員     ﹕6 至 35 歲 

 青協之友 ﹕6 歲以下或 35 歲以上 

有興趣申請者可登入「青協．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填寫會員／青協之友申請表或親

臨香港青年協會各服務單位辦理申請手續。 

 

報名日程 

網上預約報名時段 
網上報名 

親身報名 
優先 公開 

26/4 27/4 28/4 29/4 30/4 1/5 2/5 3/5 起 4/5 起 

26/4 10:00 – 28/4 22:00 

summer.hkfyg.org.hk 

選擇報名日期及時間 

9:00–22:00 10:00 起 10:00 起 

 

網上報名注意事項 

1. 如欲於網上優先報名時段報名，必須於 4 月 26 日上午 10 時至 28 日晚上 10 時 00 分於

summer.hkfyg.org.hk 選擇報名時段； 

2. 可供自選之時段為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每段自選時段長 1.5

小時； 

3. 預約者須以輸入手提電話號碼或電郵進行預約，每個手提電話號碼及電郵只可預約一次，

每次最多可為三人預約； 

4. 預約者於預約時不需要為青協會員／之友，亦不需為報名者； 

5. 如需享用會員優惠價報名，報名者於報名時必須已登記成為青協會員／之友，並完成個人

資料核實； 

6. 於自選時段的 1.5 小時內，每人可無限次報名及付款，但每次繳費最多可同時處理八個活動

的報名； 

7. 不適用於網上報名的暑期活動 :  

i. 接受 3 人或以上同時報名的活動，如家庭旅行 

ii. 需經面試才接受報名的活動 

iii. 免費活動 

8. 參加者如獲批關顧計劃並成功於網上報名，可憑減免確認信及收據，親臨青年空間退回差額，

詳情請參閱「關顧計劃」部份。 

 

 

 



3 
 

獎賞計劃 

會員獎賞積分不適用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12 日 (首 2 星期暑期活動報名)。由 5 月 13 日（星期

一）起，會員將可使用獎賞積分，惟積分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有關獎賞金額條款及細則，

可於青協會員網站瀏覽（https://goo.gl/nNV71b）。 

 

活動收費 

1. 「概覽」及「青協．會員易」列出的收費，除特別註明外，在一般情況下，為會員優惠收費，

並已包括所有支出；如參加者對收費有任何疑問，可向本單位查詢。 

2. 除活動註明會向達到指定要求的參加者發出證書之外，其他活動的參加者在完成活動後，可

向本單位申請出席證書，每張收費港幣 20 元。屬青協生活學院課程，A5 證書每張收費港幣

50 元；A4 證書連封套，每套收費港幣 100 元。 

3. 所有活動費用均由本單位收取。若於單位報名，單位將發出正式收據；若於網上報名，系統

將發出電子帳單及確認電郵，以茲憑證。 

 

繳費方式 

網上報名 
1. 網上報名只接受參加者以信用卡（VISA 或 MASTER）、八達通或繳費靈付款(繳費靈只支援

桌面版本)。 

2. 活動費用轉帳後，請儲存或列印收據，作正式收據之用，本單位將不會另行印發活動收據。

本單位有可能要求出席者出示收據、「青協會員證」及身份證明文件，以保障參加者的權益。 

3. 如就活動內容或安排有任何疑問，請向本單位職員查詢。 

*由於部份網上付款工具機構執行嚴格保安措施，如付款人尚未啟用合適設定，將有機會未能於

「青協‧會員易」成功繳費。如繳費時遇上問題，請聯絡選用的銀行機構，並了解繳費詳情。

付款人亦可登入「青協‧會員易」查看報名紀錄，以確認活動已成功報名。 

 
親身報名 
1. 請將活動費用逕交本單位。 

2. 本單位只接受參加者以現金、信用卡（VISA 或 MASTER）或劃線支票方式繳費。 

3. 繳費時，如有疑問，請即時向職員查詢。 

4. 繳費後，請保存收據；如活動取消，須憑收據退回款項。本單位有可能要求出席者出示收

據，以保障參加者的權益。 

*繳費後，表示有關活動的參加資格已獲得正式確認；參加資格不能轉讓，所繳費用概不退回。 

 

活動更改或取消 

1.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單位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以確保善用資源；參加者所繳費用，會按

程序全數退回。 

2. 如活動遇特別事故， 屬非舉辦單位所能控制的情況（例如：颱風、暴雨、自然災禍等），

在一般情況下，本會不會另行補課、改期或退款。 

3. 如活動在過程中因行政理由（例如：導師生病、突發性停電等）未能如期舉行，本單位會

安排補課或改期，惟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4. 若由於單位行政調動而導致活動取消，參加者所繳費用，會按程序退回。 

5. 本單位不接受參加者因私人事故而缺席活動之退款申請；但倘若由於單位行政調動而導致

未展開的活動延期，本單位主任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6. 本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退款之最終決定權。 

 

退款手續 

1. 退款者請於原定活動開辦日期後三個月內，辦理退款手續，逾期恕不受理，並不設網上退款

服務。 

2. 所有透過網上報名所收取的手續費將一概不獲退還。 

https://goo.gl/nNV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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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關顧計劃 
 

計劃目的 

為照顧弱勢青少年成長需要及善用暑期，青年空間將於今年暑期活動繼續推行暑期關顧計劃，讓有

需要的青少年以六折收費的優惠參與暑期活動。 

 

對象 

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免的6至24歲青協會員 

 

適用優惠收費的班組／活動  

此計劃只適用於 2019 年由青年空間舉辦的暑期活動，青年空間可自行決定暑期活動中哪些班組

／活動可供參與計劃的會員申請。優惠不適用於課餘託管 及／或已獲基金資助（如賽馬會暑

期活動信託基金）的活動。 

 

總資助上限 

每名成功申請的會員可獲最多港幣1,000元的資助，參與兩項活動2019年暑期活動。於暑期結束

時（即2019年8月31日），未有使用的資助額將會作廢。 

 

申請方法 

合資格者可於 4 月 1 日起，帶同身份證明文件、綜援文件／書津證明及會員證，親臨所屬青年

空間填妥申請表。經單任主任批核後，成功申請的會員可獲由青年空間發出的確認信，然後到

任何青年空間報名參與設有優惠收費的班組／活動，以原本收費六折繳費報名，唯各項優惠收

費的班組／活動的優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申請期限 

申請人可於 4 月 1 日起任何時間提出申請，唯為確保同工有足夠時間審批申請，及申請人於網

上優先報名日前得知結果，申請人如欲於網上優先報名日報名，必須於 4 月 23 日或之前遞交申

請。 

日期 日程 

1/4 – 23/4 第一輪申請 

14/4 – 26/4 同工整理關顧計劃抽籤結果 

27/4 公佈第一輪申請結果 

24/4 – 27/4 不接受申請 

29/4–任何時間 
第二輪申請 

（於提交申請後一星期內公佈結果） 

 

於網上優先報名日使用減免 

第一輪之申請人，可以於網上優先報名期間（2019 年 4 月 29 至 5 月 3 日）使用減免，惟必須在

申請表內的丙部份，列明申請減費活動名稱及減費優先次序，批核結果會於 4 月 27 日公佈。在

優先報名日期間，請先以正價繳費，然後憑減免確認信及網上收據，親臨單位退回差額。 
 

優惠名額 

優惠名額應與報名名額掛勾，每 10 名報名名額，將設 1 名優惠名額。 

優惠名額 報名名額 

1 1-10 

2 11-20 

3 21-30 

 

*香港青年協會保留是次暑期關顧計劃的所有最终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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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耀青年空間網上報名 

特別支援服務 
 

網上預約報名時段：  
 

如家長需要協助於網上預約報名時段，可以於以下時間到本單位四樓尋求協助，單位將安排職

員即時提供協助 

 

日期 時間 

26/4  9:00-22:00 

27/4 10:00-22:00 

 

 

網上報名： 
家長如需要協助網上報名，可以將已預約時段，告知本單位職員，單位將安排職員於該時段於

單位四樓提供協助。 

 

網上公開報名： 
若家長因事錯過預約網上報名，3/5 下午 10:00-22:00，單位亦有職員當值協助家長即是於網上

報名。 

 

親臨單位報名： 
如家長未有網上報名，或未能以信用咭或繳費靈(PPS)於網上付款，可於 4/5 上午 10:00-下午 22:00

親臨本單位四樓，以現金即時報名。 

 

 

本單位地址：天耀社區中心四樓 

電話：   2445 2868 

單位開放時間： 

星期一：   14:00-18:00 

星期二至六：14: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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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活動安排 

天氣惡劣指引 中心服務 
中心內課程 

或活動 

戶外活動 

一般戶外活動 水上或野外活動   

一號颱風信號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立刻停止或取消﹡ 

三號颱風信號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取消﹡ 

八號或更高颱風信號  暫停開放 取消或立即停止 取消﹡ 取消﹡ 

黃色暴雨警告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視乎天氣而定 

紅色暴雨警告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黑色暴雨警告  暫停開放+ 取消或延期+ 
(如課程或活動已開始，照常

進行)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雷暴警告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視乎天氣而定 

 
備註： 

當信號／警告懸掛，而活動照常進行時，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讓子女繼續參加活動，唯若參加者缺席活動，本會

將不會辦理退款。 

 

 - 如信號在青年空間開放前發出，青年空間將暫停開放。青年空間會在天文台除下信號兩小時後恢復開

放。若信號在下午五時後(星期二至六)才除下，當天晚上青年空間則仍停止開放;若信號在星期一下

午二時後才除下，當天下午青年空間則仍停止開放。 

- 如信號在青年空間開放後發出，請家長儘快到青年空間接子女回家。 

+ - 如黑色暴雨警告在青年空間開放前發出，青年空間將暫停開放。在天文台除下黑色暴雨警告兩小時內

恢復開放。若黑色暴雨警告在下午八時後才除下，當天晚上青年空間維持停止開放。 

- 如黑色暴雨警告在青年空間開放後發出，青年空間將讓會員留於單位內，確保安全情況下離開。 

﹡ - 若上午七時已發出上述信號，上午或全日舉行的戶外活動取消或延期。 

- 若中午十二時已發出上述信號，下午舉行的戶外活動取消或延期。 

※ - 當信號／警告懸掛，而活動照常進行時，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讓子女繼續參加活動，唯若參加者缺席

活動，本會將不會辦理退款。 

 

以上安排視乎各區實際天氣而定，如遇以上情況，請致電舉辦單位查詢。 

本會保留修改以上條款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