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獅子會 — 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 

康體活動、營地活動、歷奇活動及器材收費列表 

 

項目 內容 收費 備註 

康體活動 籃球、乒乓球、康樂棋、桌上遊戲 免費 請到辦事處借用 

    

營地活動 內容 收費 備註 

營地追蹤 於營地範圍內找出特定符號並破解迷題。 $200/1 小時 上限 40 人 

Nerf Gun / 

室內弓箭 

以近距離目標作定點射擊及對戰或個人計時

賽。 

Nerf Gun (8 歲或以上)、室內弓箭 (14 歲或以上) 

$400/1 小時 上限 20 人 

水彈大戰 用汽球裝水，作定點投彈及對戰。 $400/1 小時 上限 20 人 

水火箭 以不同物料制作成水火箭並試射。 $600/2 小時 上限 20 人 

閃避球/躲避

盤 

教授簡單閃避球/躲避盤技巧，然後進行對戰。 $300/1 小時 上限 20 人 

地壺球 教授簡單地壺球技巧，然後進行對戰。 $300/1 小時 上限 12 人 

芬蘭木柱 教授簡單芬蘭木柱技巧，然後進行對戰。 $300/1 小時 上限 8 人 

    

歷奇活動 內容 收費 備註 

20 人或以下 根據團隊的目的/要求，提供相關的歷奇活動。 

日間活動為 2 小時 1 節，夜間活動則為 1.5 小時

1 節。活動詳情請與營地職員相議。 

$90/人/節  

21-40 人 $80/人/節  

41 人或以上 $70/人/節  

主題營 水上系列、親子系列、長假期系列。 收費詳情請向營地職員查詢。 

    

器材租借 內容 收費 

(每 2 小時計) 

損毀或遺失 

賠償費用 

彩虹傘 直徑 7 米 $50 /個 每個 $1,000 

大腳八 每對可供 5 人使用 $50 /對 每條木方 $250 

絨布帶 每套 10 條套 $30 /套 每條帶 $50 

木磚 每套 10 塊﹝約 12 寸 X 2 寸 X 4 寸﹞ $50 /套 每塊 $50 

珠行萬里 每套包括 10 支半開水管，3 粒波子 $50 /套 每枝 $30 

勇闖迷宮 8 呎 X 8 呎 迷宮圖一幅 $30 /幅 每幅 $400 

信任天梯 每套 10 枝金屬棒 $50 /套 每枝 $30 

流水柱 直徑 4.5 寸，高 1.35 米 $50 /支 每枝 $300 

大水桶 直徑 2 呎，高 1.5 呎 $50 /個 每個 $500 

閃避球 主要由海綿制成的軟式球體 $50 /個 每個 $300 

戶外帳篷 每個 3 米 X 2 米 $200 /個 每個$1,000 

充氣彈床 
長 5 米 x 闊 5 米 x 高 2.5 米，可同時容納 10 名

11 歲或以下人士 

(已包安裝、收回服務及有 1 名駐場工作人員) 

$2,000 (4 小時) 
每個 $10,000 

由 2021年 10月 1日起收費 



 
**所有活動費用並不包括營費，申請活動前請先辦理訂營手續。  

**辦事處只接受入營前十四天至六個月內的申請。  

**辦事處會以書面回覆以確認申請。如活動前七天仍未收到本營職員回覆，請盡快與辦事處聯絡。  

**如須更改任何申請內容(包括人數)，必須於活動前三天以書面申請，所有修改須經辦事處批核後方能作實，請註明

遞交修改表格之日期及時間，以免混亂。否則恕不受理，並須繳付原定費用。  

**部份器材使用時具一定危險，請安排合資格的導師帶領。如遇意外，責任自負。 

**如有任何損毀及遺失，須照價賠償。 

**填妥後請傳真至本營辦事處 2701-9989。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02-7292 聯絡營地職員。 

康體活動、營地活動、歷奇活動及器材申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申請/借用物資 人數 收費 備註 

      

      

      

      

   總數 $  

 

惡劣天氣安排 

1. 如因惡劣天氣，團體請參考本會的惡劣天氣指引，重新排期或退款手續。 

2. 本營地保留活動及租借器材安排之一切權利。 

 

營地職員專用 

--------------------------------------------------------------------------------------------------------------------------------------- 

批准 / 不批准 經辦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同工簽名及營地印鑑 日期 (日/月/年) 

費用： 收費人： 

收據號碼： 收費日期： 

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人數:_________ 年齡界別或年級:_______  

已申請營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負責人簽名及團體印鑑 日期 (日/月/年) 



申請營地活動或康體及歷奇活動器材 – 備註 

 
活動注意事項 

1.活動前，請出示有關之活動收據。  

2.團體負責人須了解參加者之能力及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與該活動，以避免意外發生。如參加者體能未能應付活動，  

如心臟病、骨折、哮喘等，必需預先通知程序服務員。 

3.所有參加者必需準時集合，並於活動前聆聽安全講解，活動開始後就不能再有參加者中途加入。  

4.活動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須穿輕便服裝、包腳趾及腳跟運動鞋及飲用水一支。  

5.如進行有關水的活動，參加者可自備替換衣物。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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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

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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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及

電話號碼，電郵予本會將軍澳青年營(jbcamp@ymca.org.hk)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702 7292 與本

會聯絡。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kept are accurate and secured.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your name, email address, etc) may be used by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s of sending organizational updates, fundraising appeals, event invitations, survey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materials to you via telephone, post and/or electronic mails.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communication from us, please email your full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gether with your telephone number to our 

Junk Bay Youth Camp at jbcamp@ymca.org.hk.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2702 7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