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埔濕地教育項目（專上學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申請表格 

請將此表格交回世界自然基金會： 

 傳真：2651-0276 或 

 電郵 : education@wwf.org.hk 

 
   
院校資料  □ 請於適當方格加上號。 

院校名稱： (中文)  

 (英文) 
 

院校地址： (中文) 

 (英文) 

學院/ 學系：  
 

參加者資料 
參加者人數：      學生        位（最多 30 位） + 教職員         位（2-4 位） 

學習程度：  □ 副學士  □ 學士  □ 其他（註明：＿＿＿＿＿＿______） 

 

負責教職員資料 

姓名 任教科目／職位 聯絡電話 

(中文) 

 

(英文) □Mr. □Mrs. □Ms. 

 

 

手提： 

辦公室： 

電郵：                             

(中文) 

 

(英文) □Mr. □Mrs. □Ms. 

 

 

手提： 

辦公室： 

電郵：                             

 

專題選擇 (請選一項) 

□ 1. 濕地保育全接觸  □ 4. 濕地生態學家  

□ 2. 紅樹林生態  □ 5. 米埔多面睇  

□ 3. 后海灣規劃師  
 

活動舉辦日期 

1. 逢星期一、二、四、五（公眾假期除外） 

2. 活動為時四小時：上午時段（上午 9:00 至下午 1:00）或 下午時段（下午 1:00 至 5:00） 

3. 請按選擇次序填寫六個可行的活動舉辦日期。申請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 

4. 每次參觀活動收費為$6,500。 

選擇次序 日期 (日/月/年) 時段 選擇次序 日期 (日/月/年) 時段 

1  □上午 □下午 4  □上午 □下午 

2  □上午 □下午 5  □上午 □下午 

3  □上午 □下午 6  □上午 □下午 

 

講授語言  □粵語 □英語 

 
 
 

  

申請人簽署  學校蓋印 

 
 

  

  日期(日／月／年) 

本會將以電郵通知機構申請結果  



 

 

 

MAI PO WETLAND EDUCATION 

PROGRAMME (TERTIARY INSTITUE) 
September 2016 to August 2017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return the form to WWF by: 
 Fax: 2651-0276 or 
 Email: education@wwf.org.hk 

 
   
Institute Information □ Please select apprpopriate item with ””. 

Name of Institute: (Chinese) 

 (English) 
 

Institute address: (Chinese) 

 (English) 

Faculty/ Department: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Number of participants:      Student pax（Max. 30 pax） + Teaching staff         pax（2-4pax） 

Academic Level:  □ Assoicate-degree  □ Degree  □ Others（Please specify:＿＿＿＿＿＿______） 

 
Coordinator (teaching staff) infomration 

Name Position/ Contact number 

(Chinese) 
 

(English) □Mr. □Mrs. □Ms. 

 

 

Mobile: 

Office: 

Email:                             

(Chinese) 
 

(English) □Mr. □Mrs. □Ms. 

 

 

Mobile: 

Office: 

Email:                             

 
Programme option: (Please select one) 
□ 1. Wetland Reserve Officer □ 4. Wetland Ecologist 

□ 2. Mangrove Ecology □ 5. Mai Po Multiplex 

□ 3. Urban Planner @ Deep Bay   
 

BOOKING INFORMATION 
1. Date of Programme: Weekdays, except Wednes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2. Time for Programme:  AM Session (09:00 to 13:00)  OR  PM Session (13:00 to 17:00) 

3. Please put down six possible dates in order of preference.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process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4. Charge: HKD6,500 per group visit 

 

Priority Date (d/m/y) Session Priority Date (d/m/y) Session 

1  □AM □PM 4  □AM □PM 

2  □AM □PM 5  □AM □PM 

3  □AM □PM 6  □AM □PM 

 
Lanuage  □ Cantonese  □ English 

 
 
 

  

Signature of coordinator  Institute chop 

 
 

  

  Date (DD/MM/YY) 
 

WWF will inform you this application result by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