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服務費                      ( 2 0 1 5 年 9 月 更 新 )  
 

設 施 
商業機構 

教會 / 學校 /  

非牟利機構 備  註 

繁忙時段 非繁忙時段 繁忙時段 非繁忙時段 

1/F 課室 (每間計算 )  $240 $180 $160 $120 

行政服務費用  

包括：冷氣、燈光、

枱椅及咪 2 支  

1/F 會議室 (每間計算 ) $270 $210 $180 $140 

1/F 會議室 (109 及 110 室) $540 $420 $360 $280 

4/F 課室 (每間計算 ) $240 $180 $160 $120 

3/F 禮堂  $990 $900 $650 $600 

泳池 (每一泳線計算 )  $630 $510 $330 $270  

2/F 林護堂(籃球、排球、乒乓球) $570 $450 $310 $230  

2/F 林護堂(每一羽毛球場計算) $210 $150 $115 $75  

2/F 林護堂(球類比賽) $900 $750 $480 $380  

2/F 林護堂(非球類活動) $1860 $1500 $1050 $800  

2/F 兒童歷奇樂園 $500 $400 $340 $270 行政服務費用已包括：

冷氣、燈光、枱椅。 
2/F 電腦探索室 $500 $400 $340 $270 

5/F 舞蹈室 $600 $480 $400 $320  

歷奇活動 有關行政服務費請參照「歷奇及設施使用申請表」  

備註： 

1. 以上行政服務費全以 1 小時計算，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論。  

2. 繁忙時段為周六及周日全日；而非繁忙時段為周一至周五全日。  

 

音響及其他設施行政服務費(以每節 4 小時計算)：  

無線咪 $30  電視錄影機 $60  DVD 機 $50 

投影機連銀幕 $200  CD/錄音機 $40  大型混音器 $120 

 

游泳池設施行政服務費(以每小時計算)：  

玻璃纖維架(1750 X 570 X 480 CM) $100  訓練配套(浮板、浮條、骨仔) $100  



 

 

    

使用設施及行政服務費細則          ( 2 0 1 5 年 9 月 更 新 )  

使用設施申請方法： 

1. 申請者必須為香港合法註冊的公司或團體。本會所可隨時要求申請者出

示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書、社團成立通知、社團註冊證書或其他相

關註冊文件； 

2. 申請者可先致電 2420 0266 或傳真至 2612 2492 與新界會所職員聯絡，

洽商相關的使用日期，於日期確定後，申請者將以書面正式申請使用設

施，而本會所於收到申請文件後，將會發出《設施使用申請表》；設施

使用之公司／團體填妥表格後交回新界會所，以作申請。本會所可保留

最終的設施使用權，不將設施借用，而毋須給予任何理由； 

3. 申請如被接納，本會所將安排專責同工直接與申請者聯絡並發出有關的

確認文件；安排所需設備、服務及協調等相關事宜。惟申請者需要提供

足夠資料，以便商議設施安排及佈置之細節； 

4. 申請一經確認，申請者須在繳費通知書發出一星期內繳交訂金（金額為

設施行政服務費之 50%），另於使用設施前一個月清繳其使用設施餘款。

屆時若未辦理，本會有權取消其使用權而毋須作另行通知。如使用日期

與訂場日期少於上述繳費期限（即不足一個月者），有關的訂金安排需由

本會所按實際情況作酌情處理； 

5. 申請者如需取消已申請使用之設施，須於使用設施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取消，本會所將扣除訂金 20%作為行政費用，餘款則以本會支票退回

使用人，惟不會支付利息；如少於一個月通知取消，本會所將以本會支

票退回已繳費用 50%，惟當中亦不會支付利息；如少於一星期通知，

所有已繳交費用將概不發還。 

 

使用設施細則：  

1. 設施只供申請者使用及必須在使用當日在場； 

2. 使用者不得在設施內舉行違背本會宗旨、從事政治性或違反政府法例之

活動、宣傳或集會等； 

3. 使用者必須為在使用期間內舉行的任何活動、宣傳或集會等領取任何成

文法則所規定的一切牌照及許可證，並須遵守該等牌照及許可證所列的

條款； 



4. 使用者如未經版權人同意，不得演奏有版權的戲劇或音樂作品，亦不得

將有版權的講義或演詞公開講述，更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人的版權。

倘若使用者在使用期內發生任何侵犯他人版權的行為，本會概不負責； 

5. 使用者不得將其任何使用設施部份轉讓或供他人使用；  

6. 使用者一經發現有下列行為，其使用將會被取消。由於下列行為而被取

消使用資格者，其所繳付之費用概不發還： 

 設施使用的用途與申請表上所註明的不符； 

 更改所舉辦活動的性質； 

 未經本會同意而擅自徵求贊助人；或 

 更改申請表所填報有關人士或使用者； 

7. 使用者或其參加者如有不法行為，本會所得有權隨時終止其繼續使用有

關設施，而所繳付之費用概不發還； 

8. 未經本會批准，使用者不得在設施內外標貼佈告、廣告或其他宣傳品，

花籃只限於使用期間擺放在使用者所使用之設施內； 

9. 使用者在未經本會所批核，不得使用本會名稱、名義、標誌之部份或全

部作宣傳招募之用。如有違規者，本會將保留一切追索之權利； 

10. 使用者於使用設施期間，如需售賣物品，必須徵得本會所書面同意，否

則本會所得有權隨時終止其繼續使用權利，所繳付之費用概不發還；另

本會所有權按其營銷產品作比例拆賬。 

11. 設施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及意外事故處理等，由

使用者自行負責。使用者必須負責購買保險，投保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因失竊、火災、公眾（包括佔用者責任）及其他任何自然原因引致的損

失或毀壞，並須按本會所要求出示有關保單； 

12. 本會所各設施內嚴禁吸煙或使用煙火； 

13. 除事先獲得本會所書面同意，使用者不得在場內進行飲食。 如有需要

於活動期間安排餐飲服務，請向本會所職員查詢有關的細節安排，歡迎

各位使用本會所青新駅社企服務。 懇請切勿訂購外來餐廳食物於本場

內享用； 

14. 使用者在合理及可行範圍內，有責任保持設施的整潔； 

15. 使用者如需進行大規模的佈置工程，必須先行通知本會所，並需繳付保

證金（金額將按工程大小而定），以備作設施或設備因工程造成損毀之

保證，所有按金於使用後（如沒有任何設施或設備損毀）一個月內，悉

數以本會支票退回使用者，惟不會支付利息； 



16. 使用之設施/設備如因使用不當所引致的損壞，使用者需負上賠償責任； 

17. 本會所不設物品儲存服務。如有特別需要，請先聯絡本會所磋商； 

18. 使用者於約定時間終止時，必須協助參加者離開場地，並需準時清場；

如須延長使用時間，必須先徵得本會所書面同意，並按時照章計算加費； 

19. 使用期滿，一切攜來之物品必須搬離使用場地，如有遺失，本會所恕不

負責。在使用完畢後，假如在場地發現使用者或其他人留下任何財物，

本會所可採取其認為必要的方法將該等財物移走、貯存或棄置。使用者

或上述其他人士必須在接獲通知時，向本會所付還遷移、貯存或棄置該

等財物所需的費用； 

20. 如在活動舉行前三小時懸掛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

所使用設施/場地將暫停使用。所繳費用（餐飲除外）將全數以本會支

票退回使用者，惟不會支付利息。餐飲費用則由使用者與本會餐廳自行

商討安排。 

21. 如在活動舉行期間或活動兩小時前懸掛黃色暴雨、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三號強風訊號，本會所將按實際情況與使用者商議是否繼續進行活動。

惟使用者須負責考慮參加者的安全。 

22. 如在活動舉行期間懸掛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本會

所將與使用者商議將活動延期，惟所繳之費用將不得退還。 

23. 如使用者違反本章則條款，本會所有權終止其繼續使用，而不作任何賠

償費用。 

24. 以上條例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25. 本會所得保留隨時修訂本使用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作另行通知。 

 

游泳池使用細則：  

1. 本池長 25 米、闊 12.5 米、共有 6 條水線； 

2. 本池兩端為淺水區，水深 1.06 米，池中為深水區，水深約 2.1 米； 

3. 本池設有起跳台、背泳指示旗及訓練鐘； 

4. 全年提供熱水沐浴給各使用者； 

5. 本池不設觀眾席； 

6. 最少使用二線，而使用之設施，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7. 使用團體之學員必須準時一起由負責人帶領進場，違者均不獲准進場； 

8. 使用時，負責人必須具備其中以下一種專業資歷﹕ 

a) 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之有效『拯溺証書』或『泳池活動導師拯救証書』； 



b) 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香港游泳教師會發出之有效『游泳教練証書』或； 

c) 由香港教統局頒發之『教師文憑』(選修科中必須包括體育科)。 

9. 使用時，負責人必須在場負責其成員之行為及遵守本會之規則； 

10. 所有使用者必須穿著泳裝及帶上泳帽，並只可在借用範圍內活動。 

歷奇設施使用細則：  

1. 參加者請留意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與訓練；另在活動期間有任何財物

損失，參加者或其團體須自行負責； 

2. 使用者須為本會所認可之歷奇教練/已完成本會所之協調教練工作坊方

可使用本設施； 

3. 每次活動前須即日填寫器材使用登記表，核對並確保器材數量沒有任

何遺留。(登記表可到本會所接待處取)； 

4. 使用者必須遵從程序/場地所需之人手比例進行歷奇活動，1 教練：10-15

學員。 

 

林護堂及室外球場使用細則：  

1. 請勿在室內運動場內更衣，如需更衣請往更衣室； 

2. 請勿做出危險動作(如拉扯球框或球網及攀爬籃球架)，如遇意外本

會不會承擔責任； 

3. 未經本會所同意，請勿攜帶竉物進入場內； 

4. 必須穿著平底不脫色運動鞋及整齊運動裝； 

5. 使用者不可以作收費訓練班或訓練隊之方式運作。 

 

會所位置圖及前往之交通工具  

 

 

 
巴 士 專 線 小 巴 

*34 荃灣灣景花園 –葵盛  *89 荃灣河背街 –葵盛  

(經大窩口及葵興地鐵站 )  

*37 九龍奧運站 –葵盛  *89B 荃灣大會堂 –葵盛  

(經大窩口及葵興地鐵站 )  

*37M 葵興地鐵站 –葵盛  *89M 葵芳地鐵站 –葵盛  

*38 九龍平田 –葵盛  *89S 葵芳地鐵站 –葵盛  

*47X 沙田秦石邨 –葵盛  
#
94 石圍角邨 –葵盛  

*需步行 2~3分鐘到本會所 

#
需步行 5~10分鐘到本會所 

#
94A 梨木樹邨 –葵盛  

*98 荃灣河背街 –葵盛  

 
#
407 青衣長宏邨 –瑪嘉烈醫院  

(經葵盛圍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新界會所 

設 施 使 用 申 請 表 

 

申請團體／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簽署：    申請日期：      

使用日期： 

使用日期：      時間：    使用人數：  性質：    

使用日期：      時間：    使用人數：  性質：    

使用日期：      時間：    使用人數：  性質：    

申請設施： 

 課室________室   會議室________室   禮堂 

 游泳池________條線道： 玻璃纖維架   訓練配套(浮板、浮條、骨仔) 

 林護堂：籃球場／排球場／羽毛球場( 個)／乒乓球桌( 張)／其他      

 2/F 電腦探索室   2/F 兒童歷奇樂園   5/F 舞蹈室  

 室外運動場／歷奇設施 (必須同時填寫「歷奇及設施使用申請表」) 

附加設備 (請選擇附加設備，設備費用可參照行政服務費表) 

 有線咪/無線咪  電視錄影機     DVD 機連電視  

 CD/錄音機   多媒體投影機及銀幕   大型混音器 

設施佈置 (請選擇設施佈置形式，如需特別安排，請與本會所職員聯絡。) 

 椅____張  枱____張  白板____塊 佈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準確及安全。

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及其他）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

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

電郵予新界會所(ntcentre@ymca.org.hk) 以辦理相關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420 0266 與本會聯絡。 

此欄由本會填寫 (For Office Use Only) 

MIS Code FC01 FC02 FC03 SP04 RIC FT004 AD FC04  
合計 

設施 課室 會議室 禮堂 泳池 林護堂 舞蹈室 歷奇活動 器材/雜項 其他 

時數           

費用           

 

訂金：_________(Debit No.／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交款日期__________經手人__________) 

  

餘款/總額：_________(Debit No.／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交款日期________ 

催收費用紀錄：     

團體印章 

編號： 

mailto:ntcentre@ymc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