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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營須知 

1. 申請辦法: 

� 本村只接受教會、福利機構、學校、社團、公司等機構租借使用，個人申請恕不接受。 

� 申請人必須為該營期活動負責人，如屬院校須經由校方作實。 

� 除家庭露營活動，本村只接受 10 人以上之申請，10 人以下恕不接受申請。 

� 租用之團體可先來電查詢營期，隨後填寫『入營申請表格』，傳真致『

『『

『2679 7226

2679 72262679 7226

2679 7226』

』』

』或電郵

致 mail@communitysports.org.hk 或郵寄﹕新界上水馬草壟展能運動村訂營部收，申請表將以

先到先得之方法安排處理。 

� 『入營申請表格』須有負責人之簽署及團體蓋印，否則有權不接受申請。 

� 申請經本村接納後，隨即將發票以傳真

傳真傳真

傳真方式發出，團體須於發票日期起 14 天內繳交總額

之 25%訂金作留位之用，其後在入營前一個月繳交剩餘的金額。如在營期前一個月內之申

請須即時繳費以便確認。若逾期未付款，本村將有權取消有關申請，把預留之營期開放與

其他團體，所繳之訂金概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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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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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團體須要正本發票才能繳交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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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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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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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法： 

1. 請以劃線支票郵寄新界上水馬草壟展能運動村訂營部收，支票須註明支付

『

『『

『展能運動村有限公司

展能運動村有限公司展能運動村有限公司

展能運動村有限公司』

』』

』或

或或

或『

『『

『Community Sports Ltd. 』

』』

』。(支票背後註明團

體名稱及營期)或 

2. 直接傳入本村戶口 973

973973

973-

--

-0

00

0-

--

-000116

000116000116

000116-

--

-6 

6 6 

6 (渣打銀行)，並將入數紙傳真 26797226

或電郵 mail@communitysports.org.hk 回本村。 

2. 注意事項: 

� 申請營期獲接納後，如須申請營期改期

營期改期營期改期

營期改期，需以書面向本村申請。本村保留最終決定權。 

� 申請營期獲接納後，不可縮減人數

縮減人數縮減人數

縮減人數，必須支付申請表所申報人數之費用，本村並會按實際

入營人數編配房間及安排膳食，以免浪費。 

� 申請營期獲接納後，如取消營期

取消營期取消營期

取消營期，需以書面向本村申請，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 本村不接受未經申請之額外人士入營。如有發現人數與申請不符，需即時補回差額或離營。  

� 日營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宿營時間為下午三時至離營下午一時，如提早入營或延

遲離營必須依時領取或交還房匙並須繳付日營營費。 

� 每個團體僅提供 2 個免費私家車車位以供訂營期間預約停泊，本村開放式停車場對任何車

輛壞及財務損失槪不負責, 車主需自行承擔任何風險。團體必需安排旅遊巴或的士接送參

加者, 不可乘搭綠色小巴以免影響村民出入。   

� 如團體想參觀本村之環境及設施，請先致電預約。 

� 入營費用並不包括個人之保險，如有須要請自行購買。 

� 如在營內發生任何意外，包括但不限於損傷/敏感、感染疾病/病毒、財物損失等，一概由

營友自行負責，本村無需承擔任何責任或賠償。 

� 在本村活動期間，所有涉及聲音及影像(如照片、錄音、錄影)有權將來用作營地宣傳之用。 

� 因特殊不可預知因素所限，本村在迫不得已下有權取消已訂之營期，並盡快通知有關申請

人及告知最新安排。 

 

3. 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 

� 如於指定入營時間前 2小時天文台仍然懸掛 3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可申

請營期改期，並於一個月內另訂營期，有關費用可於半年內使用。 

� 如天文台於團體入營後，才宣佈懸掛暴雨及颱風警告訊號，為安全起見，請聽從營地職員

指示或需停止一切室外/室內活動。 

� 因天氣引致改動之營期，所有尚未繳交之費用，必需付清。在處理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一

事，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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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舍守則 

歡迎閣下光臨展能運動村！基於閣下本身之方便及安全，並使本村工作人員能夠有效地提供服務，閣

下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1. 任何團體使用本村設施，申請人需一并負責其同行營友之行為，並對所屬全體人員引起的設備

污損作出賠償。而本村各職員將樂意向閣下提供協助，如對本村有任何意見，歡迎向本村提出

意見和建議。 

2. 開放時間 

� 日營---------------早上十時至下午四時 

� 黃昏營------------下午三時至九時 

� 宿營/露營--------下午三時至離營下午一時 

� 辨公室開放時間為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 

� 由於營舍大門於晚上十一時關閉,敬請各營友於晚上十一時前出入營舍。 

3. 膳食 

� 請各團體負責人注意用膳時間,必須準時用膳,以免影響其他營地使用者。 

� 正常用膳時間 : 早餐-----早上八時半至早上九時十五分 

 午餐-----中午十二時正至十二時四十五分 

 晚餐-----下午六時正至下午六時四十五分 

� 若因人數過多，本村辦事處得按照情形調整用膳時間，可能加開兩至三輪用膳,時間則與個

別團體聯絡。 

� 每圍十人。每圍四小菜一湯。團體可另加小菜，$80/碟。 

� 燒烤場開放時間直至晚上十時止，燒烤後必須自行清理埸地，將火種熄滅以保持整潔及環

境衛生。燒烤時限為 2小時，如超時需另付炭錢。 

� 本村設有小賣部，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晚上十一時。 

� 除已獲本村批准外，不可帶任何食物或飲料進營。 

4. 營舍  

� 房間交房時間 : 早上十時正
早上十時正早上十時正

早上十時正 

� 於本村範圍內，嚴禁

嚴禁嚴禁

嚴禁吸煙

吸煙吸煙

吸煙。除已獲本村批准外，請勿在營舍內生火。 

� 所有營友請於晚上十一時後停止一切活動，或將活動聲浪減至最低，以免影響他人。 

� 非必要時,請勿在晚間單獨離開營舍,以免發生意外。 

� 房間冷氣開放時間：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八時。若長時離開營舍

若長時離開營舍若長時離開營舍

若長時離開營舍,請關掉冷氣
請關掉冷氣請關掉冷氣

請關掉冷氣,以
以以

以節

節節

節省

省省

省能

能能

能源

源源

源。

。。

。 

� 請勿在房間內進食

請勿在房間內進食請勿在房間內進食

請勿在房間內進食。

。。

。營友如需要可使用本村二十四小時開放之飯堂，但必須小心使用，保

持清潔。 

� 房間需要選出一名代表，負責保存門匙,如有遺失，須賠償每條門匙港幣二百元正。 

� 離營前請清理宿舍及房間之雜物及垃圾

離營前請清理宿舍及房間之雜物及垃圾離營前請清理宿舍及房間之雜物及垃圾

離營前請清理宿舍及房間之雜物及垃圾，以保持整潔及舒適之營地。 

� 房間內不可燃點蚊香，以免引致消防鐘誤鳴。 

� 放在營舍內之個人物品，須自行保管，如有任何遺失或損壞，本村恕不負責。 

5 設施 

� 凡租借本村之歷奇物資,請於用完後放回原處，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 本村可免費提供各類康樂用品，負責人

負責人負責人

負責人可於辦事處登記及借用，棋類用品可於離

離離

離營

營營

營時

時時

時交

交交

交

還

還還

還，球類用品則需於當天晚上十時前交還

當天晚上十時前交還當天晚上十時前交還

當天晚上十時前交還。 

� 如有意外發生，請立即通知本村職員，本村亦可提供有關之救傷物品。 

� 嚴禁在本村範圍內展示、張貼及宣傳任何具有政治色彩的標語、海報及旗幟等，如與活動

主題有關的展示需經本村批准。 

� 團體帶來的任何器材及康樂設施，如未經本村批准，不得在本村安裝及使用。 

� 如有損壞本村任何設施，須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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