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主办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 

<报名章程> 
 

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 

地点： 西贡户外康乐中心 (新界西贡对面海区康健路 21 号) 

 

活动内容： 
 

为鼓励市民在度假营中与家人享受康乐及体适能运动，藉以培养恒常运动的兴趣，从而调节生

活紧张及养成恒常运动的习惯。活动包括： 
 

 体适能同乐：参加者将进行各类体适能活动； 

 营地康乐活动：运动攀登、箭艺、球类、直排轮溜冰、游泳等 

(注： 主办单位有可能因应当时天气的情况而决定开放或关闭相关的营地康乐活动。) 

 

对象： 

 

 

 欢迎 6 岁或以上对体适能及康乐同乐活动有兴趣的人士报名参加 

(18 岁以下的参加者须由父、母，或一位 18 岁或以上的监护人陪同报名及一同参加) 

 

营费：  

 

 6 至 13 岁及 60 岁或以上   ：              

 14 至 59 岁               ： 
每位 13 元 

每位 26 元 

注：(1) 参加者年龄以入营当日计算； 

(2) 体适能同乐将以小组形式进行；  

(3) 营地泳池于 4 月至 10 月开放，营友须自备泳装。泳池开放时间及游泳活动须知，请参阅

西贡户外康乐中心网页的资料。网址： http://www.lcsd.gov.hk/sc/camp/p_skorc.php 

 

膳食安排：  

参加者可使用西贡户外康乐中心餐厅「顺发美食」，提供的日营午膳服务或选择自携午膳。如使

用日营午膳服务，每位参加者须于活动当日，另行缴付午膳费用每位 30.5 元，并在活动当天自行

到餐厅登记及办理膳食缴费手续。午膳每席人数为 10 人。 

 

名额： 共 310 人  

 

报名日期：余额由即日起接受公开报名，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报名办法： 

1. 欢迎市民由 2018 年 6 月 14 日起，星期一至五(公众假期除外) 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或星期六

(公众假期除外)上午 9 时至 11 时致电 2792 3828 / 2792 0046 查询公开余额或报名手续。 

2. 申请人须填妥「西贡户外康乐中心 -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报名表格及声明，递

交或邮寄回「新界西贡对面海区康健路 21 号西贡户外康乐中心」，信封面请注明「体适能

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候补余额)，或传真至本营地(传真号码：2792 0203) 。 

3. 每位申请人只限递交一份报名表格，重复递交，将被取消资格。 

4. 中心将发信通知各参加者。 

余额公开报名 

http://www.lcsd.gov.hk/sc/camp/p_skorc.php


 

 

5. 报名表格可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各分区康乐事务办事处、度假营派发，或可于西贡户

外康乐中心网址下载。 

6. 详情请浏览西贡户外康乐中心网页。网址：http://www.lcsd.gov.hk/sc/camp/p_skorc.php 

7. 查询电话 ： 2792 3828 / 2792 0046  

 

恶劣天气安排： 

 如活动当日上午七时天文台发出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当

日活动便告取消，申请人可凭活动收据正本于活动完结日期后起计 30 天内申请发还活动

费用。 

 「高」健康风险级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7) 

活动如期举行。环境保护署呼吁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如冠状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哮喘及慢性阻碍气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儿童和长者应减少户外体

力消耗，以及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特别在交通繁忙地方。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在参与体育活动前应咨询医生意见，在体能活动期间应多作歇息。由于空气污染对不同人

士的影响不一，如参加者有疑问或感到不适，应咨询医生的意见。 

 「甚高」健康风险级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8 至 10) 

活动如期举行。环境保护署呼吁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如冠状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哮喘及慢性阻碍气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儿童和长者应尽量减少户

外体力消耗，以及尽量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特别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应减少户

外体力消耗，以及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特别在交通繁忙地方。由于空气污染对不同人

士的影响不一，如参加者有疑问或感到不适，应咨询医生的意见。 

 「严重」健康风险级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10+) 

活动如期举行。环境保护署呼吁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如冠状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哮喘及慢性阻碍气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儿童和长者应避免户外体

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户外逗留，特别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应尽量减少户外体力消耗，

以及尽量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特别在交通繁忙地方。由于空气污染对不同人士的影响

不一，如参加者有疑问或感到不适，应咨询医生的意见。 

 

备注： 

 此活动会以广东话进行。 

 凡已缴交报名费但未能出席活动者，当作自动弃权论，其名额不可转让他人，所缴付之费

用亦不会退还。 

 入营时，须出示参加者的身分证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作为核实参加者资格及收费类别之用。 

本署保留权利随时修改而无需另行通知  

http://www.lcsd.gov.hk/tc/camp/p_skorc.php


 

 

更新数据    

如为更新数据而重复递交报名

表，请在空格内加上「」号 

 

康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康 体 活 动 报 名 表  

 

办事处专用 

全费 

_____人 
优惠收费 

______人 

申请人须知 

1. 报名表一经递交，即代表申请人、组员／未满 18 岁的组员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已细阅并同意遵守章程／报名表的各项细则。 

2. 申请人/参加者必须填写所有数据及签妥声明，并在适当空格内加上「」号。如填写数据不全、有误或重复递交报名表，申

请将不获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活动费用请参阅章程。缴费／领取许可证时须出示申请人及组员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便核实参加资格及／或享

有的优惠。 

4. 活动的报名费不包括膳食费，参加者如使用日营午膳服务，须另缴膳食费予营地餐厅「顺发美食」。 

5. 如以邮寄方式递交申请表格，投寄前请确保邮件上已贴上足够邮资。本署不会接收任何邮资不足的邮件，而此等邮件将由

香港邮政处理。有关邮费的计算，可参阅香港邮政网页 （http://www.hongkongpost.hk/s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6. 入营时必须出示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作为核实参加者资格及收费类别之用。 

7. 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只作本署处理康体活动报名事宜、公布中签名单、统计、日后联络及意见调查之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只限

获本署授权的人员查阅。如欲更正或查询已递交的个人资料，请于办公时间内联络中心办事处的柜台职员(电话：2792 3828)。 

活动名称：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  

I. 申请人数据(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岁)(必须填写有「*」标记的个人资料，否则申请恕不受理；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 (申请人/家长/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性别：男 女 

                                      （ 须与身份证明文件相同） 如非香港身份证持有人，请在空格内加上「」号。 

*出生日期：            *联络电话： （日）  （手提电话）  
             日      月        年 

#
紧急联络人姓名：                               

#
紧急联络人电话：                         

（注有「#」号栏目可选择填写与否；在填报紧急联络人的姓名及电话号码前，请考虑应否先征得其同意。） 
 
 
 
 
 
 
 
 
 
 
 
 
 
 
 
 

II. 参加者数据(请删去不适用数据，请在下列表格上正确填写中、英文姓名以供报名之用。各申请人/组员每人/家长/监护人均须填妥声明，声明在报名表背页） 

 

 

 

 

 

参加者 
*中文姓名 

（须与身份证明文件相同） 

*英文姓名 

 （须与身份证明文件相同）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如非香港身份证持有人， 

请在空格内加上「」号)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龄 #职业代码  *性别 

1. 

申请人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6.   
  

  男/女 

7.   
  

  男/女 

8.   
  

  男/女 

9.   
  

  男/女 

10.   
  

  男/女 

#职业代码： (1) 在职  (2) 主妇  (3) 学生  (4) 退休人士  (5) 其他  
 

III. 膳食安排(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本人及参加者需要营地餐厅安排膳食：是 不是 
 

请填妥下列回邮地址（必须填写传真号码或地址） 
 

姓  名：  

传真号码：  

地  址：  

  
 

 

姓  名：  

传真号码：  

地  址：  

  
  



 

 
声明(必须在适当的声明签署，否则申请恕不受理。由家长或监护人填写此声明，家长或监护人必须是年
满十八岁或以上人士。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表格)  
年满十八岁或以上的申请人须填写此栏 未满十八岁的参加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填写此栏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如本人因本身疏忽
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或死亡，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签署：                               

日期：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同意            (参加者姓
名)参加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并声明他／
她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上述活动。如参加者
因本身疏忽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
或死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署：                                 
日期：                                           

  
 
年满十八岁或以上的参加者须填写此栏 未满十八岁的参加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填写此栏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如本人因本身疏忽
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或死亡，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参加者姓名：                          

参加者签署：                               

日期：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同意            (参加者姓
名)参加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并声明他／
她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上述活动。如参加者
因本身疏忽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
或死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署：                                 
日期：                                           

  
 

年满十八岁或以上的参加者须填写此栏 未满十八岁的参加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填写此栏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如本人因本身疏忽
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或死亡，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参加者姓名：                          

参加者签署：                               

日期：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同意            (参加者姓
名)参加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并声明他／
她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上述活动。如参加者
因本身疏忽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
或死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署：                                 
日期：                                           

  
 

年满十八岁或以上的参加者须填写此栏 未满十八岁的参加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填写此栏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
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如本人因本身疏忽
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或死亡，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参加者姓名：                          

参加者签署：                               

日期：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同意            (参加者姓
名)参加体适能及康乐同乐夏令营 2018，并声明他／
她的健康及体能良好，适宜参加上述活动。如参加者
因本身疏忽或健康或体能欠佳，在参加此活动时受伤
或死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无须负责。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