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通訊資料 

地址:     城市:  

省:  郵區號碼:  電話: (           )             - 

 

請填寫閣下家庭的參加者 

 

 

 

1) 英文姓名 語言 所屬團契 年齡 講座 

 粵   國   

英 

約書亞團  以利亞團  但以理團   

約瑟團    沒有所屬團契 
Adult 18+ (成人)        9-17       

2-8         under 2      Kid’s age(小童)_________ 歲 

  親子靈旅 (Mrs. Shirley 

Chan) 
如何用詩篇禱告 (Rev. 

Raymond Chan) 

 Children’s program 

中文姓名 性別 Email address Alternate telephone 

 男   女  (           )            - 

如有食物敏感, 请注明: 如果是十七歲或以下, 是否 需要獨立房間?  是 否 

 
2) 英文姓名 語言 所屬團契 年齡 講座 

 粵   國   

英 

約書亞團  以利亞團  但以理團   

約瑟團    沒有所屬團契 
Adult 18+ (成人)        9-17       

2-8         under 2      Kid’s age(小童)_________ 歲 

  親子靈旅 (Mrs. Shirley 

Chan) 
如何用詩篇禱告 (Rev. 

Raymond Chan) 

 Children’s program 

中文姓名 性別 Email address Alternate telephone 

 男   女  (           )            - 

如有食物敏感, 请注明: 如果是十七歲或以下, 是否 需要獨立房間?  是 否 

 
3) 英文姓名 語言 所屬團契 年齡 講座 

 粵   國   

英 

約書亞團  以利亞團  但以理團   

約瑟團    沒有所屬團契 
Adult 18+ (成人)        9-17       

2-8         under 2      Kid’s age(小童)_________ 歲 

  親子靈旅 (Mrs. Shirley 

Chan) 
如何用詩篇禱告 (Rev. 

Raymond Chan) 

 Children’s program 

中文姓名 性別 Email address Alternate telephone 

 男   女  (           )            - 

如有食物敏感, 请注明: 如果是十七歲或以下, 是否 需要獨立房間?  是 否 

 

  

加略山證道浸信會二零一三年六月廿九至七月一日    夏令會家庭報名表 – 貼近主心懷 

(For Your Record)  

Full-Time 全時間    adult 18+  9-17yrs    2-8yrs   baby under 2 

$196.35  $196.35 (own room)  $57.54 (share room w/ parent)          n/c 

     $104.23 (share room w/ parent) 

  



4) 英文姓名 語言 所屬團契 年齡 講座 

 粵   國   

英 

約書亞團  以利亞團  但以理團   

約瑟團    沒有所屬團契 
Adult 18+ (成人)        9-17       

2-8         under 2      Kid’s age(小童)_________ 歲 

  親子靈旅 (Mrs. Shirley 

Chan) 
如何用詩篇禱告 (Rev. 

Raymond Chan) 

 Children’s program 

中文姓名 性別 Email address Alternate telephone 

 男   女  (           )            - 

如有食物敏感, 请注明: 如果是十七歲或以下, 是否 需要獨立房間?  是 否 

 
5) 英文姓名 語言 所屬團契 年齡  講座 

 粵   國   

英 

約書亞團  以利亞團  但以理團   

約瑟團    沒有所屬團契 
Adult 18+ (成人)        9-17       

2-8         under 2      Kid’s age(小童)_________ 歲 

  親子靈旅 (Mrs. Shirley 

Chan) 
如何用詩篇禱告 (Rev. 

Raymond Chan) 

 Children’s program 
中文姓名 性別 

Email address Alternate telephone 

 男   女  (           )            - 

如有食物敏感, 请注明: 如果是十七歲或以下, 是否 需要獨立房間?  是 否 

 

參加類型 交通安排 

全時間                   部分時間       星期六:                午餐     晚餐 

June 29-July 1     

                                  星期日:     早餐     午餐     晚餐 

 

                                  星期一:     早餐     午餐  

可自行安排 

需要接送 

可提供接送車位____個 

如需接送或可提供接送，請填寫: 

入營時間_________________  出營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交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費用計算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NO LATER  

    THAN SUNDAY JUNE 9, 2013 

 

EARLY BIRD NO LATER THAN SUNDAY MAY 26 

(全時間)                                       (EARLY BIRD on or before May 26) 

小童(4-14)       $50 X ______   =  $________        $40 X ______   =  $________ 

青年/成人(15+)   $120 X _____   =  $________        $100 X _____   =  $________ 

                             總數  $________                    總數  $________ 

(部分時間) 

小童(4-14)       $20 X ___ X ___ 天  =  $________ 

青年/成人(15+)   $50 X ___ X ___ 天  =  $________         

                                  總數  $________                            
  

--------------- DO NOT WRITE BELOW ------------ 

 

Receiv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Amount received: $______________  Cash / Cheque # __________________ 

 

Fil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Reference numb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