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象館團體大玩團

滙豐智樂遊戲萬象館(PlayScope)位於大埔太和，是智樂(Playright)首間社會企業，本館的出現，是讓更多兒童

可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原址擴建的萬象館更以日本兒童博物館為藍本，館內有不同的遊戲區，透過由遊戲工

作員(Playworker)設計的各項遊戲活動，全館開放，讓兒童玩得更精彩，歡迎幼兒或幼稚園及社福團體參加。

萬象館簡介

報名三步曲

團體優惠

最早可於活動日期前 半年

致電查詢及預約日期

填妥附上的申請表格

以傳真或電郵遞交至本館　

Sep 2018

於活動日期 最少兩星期前 

用以下任何一種方法付款確認　

電話：26502607 (Bonnie Wu)

傳真：26382854

電郵：playscope@playright.org.hk

地址：
滙豐 (559-051347-003)

亦將入數紙傳真或電郵至本館

抬頭「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Playright Children’s Play Associa�on”

親臨本館繳交

支票：

現金：

戶口過數：

以下基本收費已包含25位小朋友(或25對親子)及5位職員入場１

大玩團設每月限額，先到先得２
成人和小朋友總人數不得超過100位３
只限學校及社福團體４

新界大埔太和邨亨和樓

地下117-128室

1

注意：星期一休館

１

２

３

歡迎８歲或以下小朋友參加5

*適用於2019年起之星期四早上場次



遊戲活動內容介紹

顏料畫筆等普通物資，在這裡成為小朋友最喜愛的遊戲用品。因為他們可化身成小小畫家，於特製的牆上盡情創
作及塗鴉。
*此房間所進行之遊戲有機會弄污衣物，參加者可自備圍裙。

污糟貓天地

由Playworker設計的遊戲，由小朋友角度出發，玩法簡單多變。

遊戲發明室

集合木、樹枝及果實等的大自然物資，孩子與家長在這裡可借用鋸、錘、釘…等工具，發揮創意，自由創作出不
同的小玩意。

木頭變身室

Sep 20182

遊戲活動內容介紹 

 

 

 

 

 

 

 

 

 

 

 

 

遊戲穿梭城 

小朋友能穿梭於遊戲萬象館 1500 呎的室內遊樂場 – 遊戲穿梭城。三米高繩網、四座遊戲盒子，四個特色的遊戲區(建

築區、模擬區、自由組合區及體能區)，小朋友可自由穿梭，享受不同的遊戲體驗。  

 

木頭變身室 

集合木、樹枝及果實等的大自然物資，孩子與家長在這裡可借用鋸、錘、釘…等工具，發揮創意，自由創作出不同的

小玩意。 
*此房間需由成人陪同使用。 

 

遊戲發明室 

由 Playworker 設計的遊戲，由小朋友角度出發，玩法簡單多變。 

 
 

污糟貓天地 
顏料畫筆等普通物資，在這裡成為小朋友最喜愛的遊戲用品。因為他們可化身成小小畫家，於特製的牆上盡情創作及
塗鴉。  
 *此房間所進行之遊戲有機會弄污衣物，參加者可自備圍裙。 

 
 

 
 

 

 

 

 

 

 

 

 
 

小朋友能穿梭於遊戲萬象館1500呎的室內遊樂場 - 遊戲穿梭城。三米高繩網、四座遊戲盒子，四個特色的遊戲
區(建築區、模擬區、自由組合區及體能區)，小朋友可自由穿梭，享受不同的遊戲體驗。

遊戲穿梭城



萬象館團體大玩團申請表

Sep 20183

萬象館團體活動申請表 
聯絡人：Bonnie Wu (Play Officer) 
電話：2650-2607  傳真：2638-2854   電郵：bonnie@playright.org.hk   網址：www.playscope.org.hk (星期一休館) 

地點：新界大埔太和村亨和樓地下 117-128 室 

申請人及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職員：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擬參觀日期： 第一選擇      (時間       )  第二選擇     (時間       )  第三選擇     (時間       ) 

參觀人數： 

兒童(a)：    (年齡：      ) 家長(b)：    隨行老師/領隊數目(c)：    總人數(d =a + b + c)：     

請問您由何處得知本館資訊(請剔選): □曾參加智樂活動  □同事介紹  □媒體報導  □網上社交平台  □其他:          

茲証明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訛，並無遺漏。 

 

機構負責人簽署：

          

日

 

期：

        

機構印鑑：

              

 

注意事項： 

1.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報名確認將於萬象館收到報名表格後（以郵戳日期為憑）之 10 天工作天內，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通知報名者；不獲接納的報名

者亦獲通知；如未獲任何通知，請與萬象館聯絡。 
3. 基於衛生理由，進入本館之人士，必需穿著襪子。如實際參觀人數多於申請時擬定的總人數，由於本館活動空間有限，恕未能

招待多出的參觀人士。 

4. 若黃色或紅色暴雨；三號或以下颱風警告訊號於活動期間生效，參加者應在天氣及交通情況許可下如常進行活動；若天文台於

活動兩小時前發出黑色暴雨或八號或以上之颱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取消，補辦或退款安排將另行通知。 

5. 已繳交之費用，除因本館因突發事情而未能提供服務外，一概不予退還。 
6. 智樂保留有關是次活動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7. 所有於活動期間之攝影／錄影／錄音，僅供本會專業分享、推廣及宣傳之用；報名者如有其他意願，請與智樂聯絡。 
8.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報名者有權查閱、更改其個人資料、或選擇不再接收萬象館之資訊；報名者如有上述要求，請與

職員聯絡。 

 

 

 
 

  
 

 

收據編號：        (負責職員：          ) 
收取方式：  電郵   郵寄   自取：            
------------------------------------------------- 
交款到期日：            活動須知：  已發出 

確認申請回條 
由本館填寫： 

閣下參觀的申請已經於       年     月     日收到。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 

*參觀日期：       年     月     日（上午／下午），請於活動至少兩星期前付款確認（金額：$_______________）。 

*因                               ，本館未能安排有關參觀，敬請見諒。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本館與當值職員聯絡。 

        職員簽署：                 機構印鑑：                 日期：               

取消申請回條 
由申請機構填寫： 

本機構*因                                                           ，需取消是次活動申請。 

 

     機構負責人簽署：                 機構印鑑：                 日期：               

萬象館團體活動申請表 
聯絡人：Bonnie Wu (Play Officer) 
電話：2650-2607  傳真：2638-2854   電郵：bonnie@playright.org.hk   網址：www.playscope.org.hk (星期一休館) 

地點：新界大埔太和村亨和樓地下 117-128 室 

申請人及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職員：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擬參觀日期： 第一選擇      (時間       )  第二選擇     (時間       )  第三選擇     (時間       ) 

參觀人數： 

兒童(a)：    (年齡：      ) 家長(b)：    隨行老師/領隊數目(c)：    總人數(d =a + b + c)：     

請問您由何處得知本館資訊(請剔選): □曾參加智樂活動  □同事介紹  □媒體報導  □網上社交平台  □其他:          

茲証明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訛，並無遺漏。 

 

機構負責人簽署：          日 期：        機構印鑑：              

 

注意事項： 

1.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報名確認將於萬象館收到報名表格後（以郵戳日期為憑）之 10 天工作天內，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通知報名者；不獲接納的報名

者亦獲通知；如未獲任何通知，請與萬象館聯絡。 
3. 基於衛生理由，進入本館之人士，必需穿著襪子。如實際參觀人數多於申請時擬定的總人數，由於本館活動空間有限，恕未能

招待多出的參觀人士。 

4. 若黃色或紅色暴雨；三號或以下颱風警告訊號於活動期間生效，參加者應在天氣及交通情況許可下如常進行活動；若天文台於
活動兩小時前發出黑色暴雨或八號或以上之颱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取消，補辦或退款安排將另行通知。 

5. 已繳交之費用，除因本館因突發事情而未能提供服務外，一概不予退還。 
6. 智樂保留有關是次活動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7. 所有於活動期間之攝影／錄影／錄音，僅供本會專業分享、推廣及宣傳之用；報名者如有其他意願，請與智樂聯絡。 
8.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報名者有權查閱、更改其個人資料、或選擇不再接收萬象館之資訊；報名者如有上述要求，請與

職員聯絡。 

 

 

 
 

  
 

 

收據編號：        (負責職員：          ) 
收取方式：  電郵   郵寄   自取：            
------------------------------------------------- 
交款到期日：            活動須知：  已發出 

確認申請回條 
由本館填寫： 

閣下參觀的申請已經於       年     月     日收到。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 

*參觀日期：       年     月     日（上午／下午），請於活動至少兩星期前付款確認（金額：$_______________）。 

*因                               ，本館未能安排有關參觀，敬請見諒。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本館與當值職員聯絡。 

        職員簽署：                 機構印鑑：                 日期：               

取消申請回條 
由申請機構填寫： 

(此格由智樂職員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