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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收費詳情： 

中心體驗活動： 

 參加者人數 收費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一) 25 人或以下 港幣 HKD2,300 元 約 120 分鐘 《尚融坊林基業中心》 

香港仔石排灣邨停車場

低層 2 樓 1 號 (二) 26 至 45 人 港幣 HKD3,600 元 約 150 分鐘 

可選主題（每場可選一個主題）：  

銀齡生活體驗：參加者以長者的身體機能體驗長者的日常生活 

銀齡社區體驗：參加者使用各種輔助步行工具進行社區考察 

銀齡市場體驗：讓從事長者相關行業的參加者認識長者的特性需要，從而設計和提供適合長者的產品和服務 

銀齡服務訓練：讓參加者為日後策劃長者探訪和活動作準備 

 

外展體驗活動： 

 參加者人數 收費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Ａ）穿越講座 

申請機構指定場地 

(一) 120 人或以下 港幣 HKD1,500 元 約 60 分鐘 

（Ｂ）穿越工作坊 

(一) 50 人或以下 港幣 HKD4,000 
120-180 分鐘 

(視乎人數情況而定) 

穿越講座：讓參加者了解和體驗身體機能退化所帶來的不便。 

穿越工作坊：透過親身參與，讓參加者探索長者身體機能退化如何影響日常生活。 

 

註(1)：如需安排或制定其他特定的活動主題(如約束體驗)，可與中心聯絡商討可行性及有關收費。 

註(2)：若外展服務非本中心恆常模式，參加團體須與中心職員商討活動詳情及另行收費。 

註(5)：中心會不定時提供活動折扣優惠，詳情請留意中心網頁或致電向中心職員查詢。 

 

二） 報名辦法： 

 填妥「越時空之旅」預約表格，並電郵 lc3@aka.org.hk 或傳真至 2670 3782。 

 中心會在 3 個工作天內電郵回覆有關的申請。 

 申請機構需按電郵指示，於 14 天內完成繳費程序，並電郵有關付款證明，若申請機構無法在指定時

間內付款，中心有權取消有關的預約。 

 中心會在收到有關款項後，電郵預約確認信予申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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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取消和更改服務： 

 申請機構在活動前 14 日可向中心提出更改活動的時間，惟毎次預約只可更改一次。 

 如申請機構提出更改活動的時間少於 14 天，中心將會收取港幣二百元行政費用，申請機構需在活動

當日繳交。 

 預約一經確認（以繳交款項後計算），款項不設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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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只會免費安排更改活動日期。 

 

四） 付款方法： 

 支票（支票抬頭：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支票可親臨或郵寄至本機構財務部  

 地址：香港仔大道 180 號 B 三字樓財務部 (信封註明：「越時空之旅」) 

 銀行入帳 （創興銀行） 

 帳户號碼：041-248-20-013358-4  

 帳户名稱：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 Social Service Centre 

 請將入數證明電郵至 lc3@aka.org.hk 或者傳真至 2670 3782 

 備註：中心不接受現金繳款 

 

五） 中心活動守則 

 參加者請於活動開始時間前 15 分鐘抵達尚融坊林基業中心登記。 

 參加者須準時到達，如未能按時到達，本會有權取消部份或整個活動。已繳交之費用恕不退還。 

 活動將以廣東話進行。如需以普通話或英語進行活動，請必須於申請時註明。 

 參加者請穿輕便衣服丶長褲以及運動鞋。 

 參加者須把隨行物品先存放於本中心提供的免費儲物空間內。 

 活動期間，各參加者需跟隨本中心職員的指示進行活動。如參加者在體驗期間感到不適，可通知中

心職員。參加者能需盡量配合活動安排，並投入每個項目。 

 中心內嚴禁吸煙或飲食，為讓大家安全地體驗，請遵守中心職員指示，中心內亦已安裝保安攝錄系

統。 

 為確保參加者能充份體驗整個活動，請保護中心設施及道具，切勿塗污及損毀。若不遵守指示而引

致中心內設施或道具受損，參加者須按價賠償。 

 若參加者於中心內不遵守規則，做出不恰當丶滋擾丶破壞行為，在勸喻無效後，本中心職員有權要

求參加者即時離開場館。 

 本中心有權在活動期間進行拍攝並將參觀活動之相片丶錄影丶意見調查結果丶分享內容等於本會網

頁丶專頁丶刊物等相關宣傳物品刊登。參加者必須同意肖像用於相關宣傳活動上。 

 進入中心時需執行政府的各項防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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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尚融坊林基業中心遵守《個人資料(私人)條例》(條例)中所列的規定，以保障資料當事人的利益，包括確保

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並妥善地儲存。 閣下申請參加「越時空之旅」時，需提供個人資料，例如姓名丶

電話丶電郵地址及參加團體名稱。我們有必要收集 閣下之資料，以便與 閣下聯絡並提供「越時空之旅」

的活動資料。倘若 閣下未能提供所需資料，我們將不能向 閣下提供我們之服務及活動。我們所收集之資

料將用作以下用途： 

 收集資料以核實身份及記錄 

 預約服務丶安排服務及通知有關服務安排 

 就與 閣下預約及參加「越時空之旅」有關之行政通知及通訊而聯絡閣下 

 

 

 

 

七） 颱風丶暴雨及緊急突發情況安排 （適用於中心體驗活動） 

 

 

 

 

  

 

 

 

 

 

照常舉行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一號戒備信號 三號強風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活動進行中：繼續進行 

舉行前 2 小時：活動取消 

  

八號風球或以上 

活動取消 

 

 

註：上述指引只適用於在尚融坊林基業中心內進行之活動，其餘以外地區，中心會按情況決定有關活動的安

排，如申請機構有因天氣問題而需要改期，請與活動負責職員聯絡商討，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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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通指引 

參加者可乘搭以下巴士或小巴路線，然後步行往中心入口。 

1. 巴士 

車號 下車站名稱 路線 

76 石排灣（總站） 銅鑼灣 <-> 石排灣 

95 漁暉苑日暉閣 鴨脷洲 <-> 石排灣 

971 石排灣（總站） 南昌 <-> 石排灣 

 

2. 小巴 

車號 下車站名稱 路線 

4A 石排灣公共運輸交匯處（總站） 銅鑼灣 <-> 石排灣 

4B 石排灣公共運輸交匯處（總站） 灣仔  <-> 石排灣 

4C 石排灣公共運輸交匯處（總站） 銅鑼灣 <-> 石排灣 

4S 石排灣公共運輸交匯處（總站） 香港仔 <-> 石排灣 

52 石排灣公共運輸交匯處 赤柱  <-> 石排灣 

 

3. 港鐵 

黃竹坑站 A1 出口，乘 4M 小巴(往石排灣)至總站石排灣邨公共運輸交匯處，再上扶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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