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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服務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 BOOKING OF PARTY
申請人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申請人名稱
聯絡電話
派對者/ 壽星姓名
預計參加人數/ 年齡

(會員號碼：
電郵地址
( 中)
小朋友：

先生/女士 (英)
人， 成人：
人 ， 共

)

人，小朋友：

至

歲

派對日期 PARTY DATE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_____ 年 __月 __ 日 星期_____
_____ 年 __月 __ 日 星期_____

_____時_____分 至 _____時_____分
_____時_____分 至 _____時_____分

批核
批核

服務內容 SERVICE

小計

Package A
會員價～$2400
非會員價～$2500 (包基本設施)
四選一 ： 圓木馬吊纜
籃球架 特大吹氣城堡 海豚韆鞦；
二選一 ： 導師帶領活動
自動吹氣泡泡機
Package B 會員價～$1800
非會員價～$1900 (包基本設施)
四選一： 圓木馬吊纜 籃球架 特大吹氣城堡 海豚韆鞦； 二選一： 圓型小彈床 FitBall
Package C
會員價～$1500
非會員價～$1600 (包基本設施，FitBall，Lego 牆)
延長租用時間，＿＿小時 (RoomA 連等候區 每小時$350)
公眾假期或非辦公時間附加每小時$50 之行政費，特別節日行政費為$100
共＿＿小時
按金$300 (如無任何損毀，派對完畢後，全數退回)
特約增值服務
特約增值服務
派對主持 MC，共______位，合共______小時 (每小時$350/ 1 位)，2 小時起
魔術組合 A($1000 / 1 小時)（內容請參考簡介）
魔術組合 B($1400/ 1.5 小時)(內容請參考簡介)
即場扭氣球 ($450 / 1 小時)
指定造型扭氣球 ($650)
魔術表演 ($500 / 15 分鐘)
兒童彩繪服務($550 / 1 小時)
佈置增值服務
佈置增值服務
反斗車王
火車頭
公主
迷你兵團
主題式佈置$250 (選其一)
扭氣球公仔造型佈置 ($1300)
設施增值服務
設施增值服務
額外租用 Room B ($300 / 3 小時)
自動吹氣泡泡機 ($100 /半小時)
吹氣膠公仔連彩虹橋一套（$100/3 小時）
滑梯波波池($100 /3 小時）
電子琴（$100/3 小時）
旋轉閃燈組合（$120 / 3 小時）
海豚鞦韆（$100 / 1 小時）
籃球架（$100/3 小時）
投射器連屏幕（$120/ 3 小時）
綿花糖機(包材料,自行制作)（$180/ 3 小時）
爆谷機(工作人員、材料)（$280/ 3 小時））
卡通氫氣球佈置（$350/ 十個）
卡通氣球佈置（$200/ 十個）
廚房及電煎爐（自行清潔）（$100/3 小時）
Lego 牆（$300 / 3 小時）
自行處理垃圾
本會處理派對垃圾 HK$250 清潔費
同時租用 Room B 另加清潔費為 HK$150
免費提供項目:
免費提供項目:
咪高風
32”TV 播放影片（USB 手指）
長枱(最多 2 張)
雪櫃
椅子連寫字板 ______ 張 (最多 15 張)
膠椅(10 張)
申請優惠：
一個月前完成手續九折優惠 (只限套餐)
申請優惠：
填寫員工/ 教練編號減$200 優惠 (員工/教練編號：________)
備註欄 / Remarks：
總計：
emarks：
總計：
本人(
本人(申請人)
申請人)已閱讀及明白，
已閱讀及明白，並會遵守“
並會遵守“場地申請須知及租用規則”
場地申請須知及租用規則”。
申請人簽署:
機構印鑑:
日期:
申請人簽署:
機構印鑑:
日期:

內部專用 OFFICIAL USE ONLY
接收日期：
接收人：
(批核/不批核) 日期：
批核職員：
通知結果日期：___月___日 通知方法：電話 / 電郵
通知職員：
(是/否) 簽妥場地申請須知及租用規則
發票號碼：

不批核
不批核

完成付款

2018/7/28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