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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鯉  魚魚  門門  公公  園園  簡簡  介介     

市區中寧靜的綠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鯉魚門公園位於港島柴灣區，遙望鯉魚門海

峽，佔地 22.97 公頃，是市區首個度假村，於

一九八八年開放給市民使用。公園四周遍植

樹木，園林景色優美，環境恬靜宜人，空氣

清新，是調劑都市緊張生活的消閒好去處。 
(租用人士請注意︰度假營的營舍、活動設施和餐廳等分布於山坡上不同位置，以行人道相連。) 

 

方便快捷的交通 

 鯉魚門公園位於港島東區阿公岩與杏花邨之間。沿柴灣道經柴灣兒童

遊樂場側的一條小路可直達公園，路口對面為筲箕灣消

防局。如乘搭港鐵，可在筲箕灣站下車，轉乘的士或步

行約三十分鐘。此外，還可選擇乘搭往柴灣區的公共巴

士、專線小巴或公共小巴，在柴灣道下車後步行約十分

鐘便可抵達，非常方便快捷。途經柴灣道的巴士路線有

A12、8、8H、8S、8X、9、14、49X、81、81A、82、

82S、780 和 780P號，隧道巴士路線有 106、106P、118、606、606X、613A、

682、682A、682B、682P、694和 976A號，專線小巴路線則有 20、65、

65A、66及 66A號。 

 

極具特色的營舍 

 公園內六座營舍均屬二十世紀初歐洲式建築物，每座都有寬敞的露

台，極具特色，可供 282 人住宿。營舍中四座為家庭營

舍，兩座為團體營舍。家庭營舍可供 232 人入住，營舍

內設有睡房、淋浴室及洗手間，在夏季(五至十月期

間由下午四時至翌日上午八時)各單位均冷氣

開放。兩座團體營舍共有 12 間睡房，分別可供

30 人及 20 人入住，每座營舍均設公共淋浴室及

洗手間，並有冷熱水供應。 
 

2023年 5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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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元元化化的的設設施施  

 

室內設施 

 

 室內設施包括一座康樂館，館內設有多個康樂室，可進行

箭藝、舞蹈、地壺球、手工藝、門球、乒乓球、美

式桌球、運動攀登、棋藝遊戲、氣墊球及足球遊戲

機等活動。此外，設有體感遊戲機室、桌上足球室、

一個壁球場、一個兒童樂園、一座有六個課室的訓練中心、一

間可容納 400 人的餐廳、一間設有快餐亭的咖啡

閣，以及卡拉 OK室、電視室及閱讀室。 

 

戶外設施 

 

  戶外設施包括一個可進行足球、門球和集體遊

戲活動的草地球場、一個網球場、兩個羽毛球

場、一個可進行籃球、排球及單車活動的硬地

球場、一個繩網陣、四個兒童遊樂場、兩個燒

烤區和多個休憩處等。公園內還有一間騎術學

校。 

 

園藝設施 

 

  公園內設有多個園景區及園藝設施，包括芳香花園、

自然徑、蘭屋、非洲紫羅蘭屋及示範苗圃等，為愛好大

自然及植物的人士提供好去處。此外，還有一座設有展

覽廳的園藝館，展出香港常見植物的圖片及標本，供營

友觀賞。公園亦不時舉辦一些教育與趣味並重的園藝講

座，歡迎營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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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體育活動      

 

1.  營友活動時間表 

宿營 

時間 
活   動   內   容 

﹝甲﹞入營日 ﹝乙﹞翌日至第四日 ﹝丙﹞出營日 

上午 8:15  早餐 早餐 

上午 9:00 至上午 11:00 康體活動 康體活動 

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自由活動(見備註 3) 
收拾行李 

(11:30 前交還營舍鎖匙) 

中午 12:00 午膳 午膳 

下午 1:00 

自由活動(見備註 3) 

離營 

下午 2:30 至下午 3:00 入營 /自由活動(見備註 3)  

下午 3:00 至下午 3:30 辦理入營手續 

下午 3:30 至下午 6:00 康體活動 康體活動 

下午 6:00 至下午 6:30 自由活動(見備註 3) 自由活動(見備註 3) 

下午 6:30 晚膳 晚膳 

晚上 7:30 至晚上 10:00 康體活動 康體活動 

晚上 11:00 休息 休息 

 

備註 ： 1. 兩日一夜宿營活動，請參閱時間表﹝甲﹞及﹝丙﹞。 

2. 三日兩夜或以上的宿營活動，請參閱時間表﹝甲﹞、﹝乙﹞及﹝丙﹞。 

3. 營友可自由享受休閒設施包括電視室、兒童遊樂場、咖啡閣、蘭屋、園藝館、自然

徑、芳香園及其他休憩設施等。 

 

日營 

時間 活動內容 

上午 9:30 至上午 11:00 辦理入營手續/自由活動(見上述備註 3) 

上午 11:00 至下午 12:45 康體活動 

下午 1:00 午膳 

下午 1:45 至下午 3:15 康體活動 

下午 3:15 至下午 4:30 離營/自由活動(見上述備註 3) 

 

黃昏營 

時間 內容 

下午 4:30 至下午 5:30 辦理入營手續/自由活動(見上述備註 3) 

下午 5:30 至晚上 7:30 康體活動 

晚上 7:30 晚膳 

晚上 8:30 至晚上 10:00 康體活動 

晚上 10:00 至晚上 10:30 離營 

 

 

 

  活活  動動  指指  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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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樂活動時間     

日營 宿營 黃昏營 

上午 11:00  -  下午 12:45 下午 3:30  -   6:00 下午 5:30  -   7:30 

下午 1:45    -  3:15 晚上 7:30  -  10:00 晚上 8:30  -  10:00 

 翌日上午 9:00  -  11:00  

 

下列活動項目並非全部開放，請留意公園簡介和告示牌關於每日活動的內容和開放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參加辦法 附註 

1. 棋藝、飛鏢(成人)、

電子遊戲機、報章及

雜誌閱讀 

第 10座康樂館地下服務台 請到第 10 座康樂館

地下服務台登記及

借用器材 

----- 

2. 籃球機及氣墊球 第 10 座康樂館地下籃球機及氣

墊球室 

每節 30分鐘 

3. 兒童氣墊球及小型

桌球 

第 10 座康樂館地下兒童氣墊球

及小型桌球室 

4. 乒乓球 第 10座康樂館二樓乒乓球室 

5. 羽毛球 戶外羽毛球場(第 10座前面) 

6. 網球 網球場(第 18座側) 

7. 兒童乒乓球 第 17座綜合活動館二樓 

8. 壁球 第 28座壁球場(第 25座營舍側) 可於單車場或第 20

座卡拉 OK 室借用器

材 

每節 30分鐘 

(請穿著不脫色運動鞋) 

9. 籃球/排球 # 硬地球場(第 21座側) 
每節 30分鐘 

10. 足球 # 草地球場 

11. 室內運動攀登 第 10座康樂館地下 

室內運動攀登室 

請到活動場地登記

後參加 
----- 

12. 手工藝 第 10座康樂館地下手工藝室 

每節 30分鐘 
13. 室內門球 第 10座康樂館二樓室內門球室 

14. 美式桌球 第 10座康樂館二樓桌球室 

15. 地壺球 第 10座康樂館三樓地壺球室 

16. 體感遊戲 第 18座地下體感遊戲機室 
----- 

17. 桌上足球 第 18座二樓桌上足球室 

18. 繩網 * 繩網陣(第 6座對面) 每節 45至 60分鐘 

19. 兒童樂園 第 9座(第 10座對面) 每節 45分鐘 

歡迎 9歲或以下營友

參加，需由成人陪同 

20. 單車 # 硬地球場(第 20座側) 每節 15分鐘 

21. 卡拉 OK 第 20座 由公園職員操作 

影音播放 

22. 足球遊戲機 第 17座綜合活動館地下 自由參與 ----- 

23. 康樂棋 第 10座康樂館二樓康樂棋室 ----- 

24. 電視欣賞 第 10座康樂館地下電視室 ----- 

25. 室外兒童遊樂場 咖啡閣外、第 10 座對面及第 25

座側 

----- 

26. 營內定向遊蹤 * 營地內指定地點 請向節目組聯絡 ----- 

 

* 由於場地並無泛光燈照明，該項活動／設施晚上暫停開放。 

# 該項活動／設施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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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練指導的康體活動時間        

  
日營 宿營 黃昏營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下午 3:30  -   5:30 晚上 6:00  -  7:00 

下午 1:45   -   3:15 晚上 7:30  -  10:00 晚上 8:30  -  10:00 

 翌日上午 9:30  -  11:00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參加辦法 附註 

1. 舞蹈 第 10座康樂館地下舞蹈室 請到活動場地

登記後參加 

每節 30分鐘 

2. 射箭 第 10座康樂館三樓箭藝室 
每節 30分鐘 

歡迎 8歲或以上營友參加 

3. 繩網 * 繩網陣(第 6座側) 

每節 45至 60分鐘 

歡迎身高 1.2 米或以上營友參加; 

本署有權要求參加者接受摸高測試。 

* 由於場地並無泛光燈照明，該項活動／設施晚上暫停開放。  

 

 

4. 園藝活動(只限日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參加辦法 附註 

1. 苗圃參觀 第 23座示範苗圃 自由參觀 ----- 

2. 蘭花參觀 
第 6座蘭屋及 

第 6A座紫羅蘭屋 
自由參觀 

開放時間：上午 9時 30分 

        至下午 6時 

3. 園藝館 第 18座二樓展覽館 自由參觀 
開放時間：上午 9時 30分 

         至晚上 10時 

4. 自然徑 由第 10 座往第 6座之小徑 自由參觀 ----- 

5. 芳香園 第 5座側 自由參觀 ----- 

 

備註： ★ 節目組將視乎營友的活動興趣、當天的營友人數及天氣情況等因素，決定於營期內提

供的活動；營友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參加。 

★ 參加者應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部分活動如單車、繩網、門球及運動攀登等不適宜穿

著高跟鞋、涼鞋或拖鞋的人士參與。 

 

◇ 如遇惡劣天氣或突發事故，當天活動及場地的借用時段可能會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請留意當日營地簡介及宣布。 

◇ 如對上述活動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68 7380 與節目組職員聯絡。 

◇ 有關膳食查詢、訂餐及繳費等事宜，請於入營前一星期前致電 9299 2902，傳真至    

2219 9003或電郵致(kittykitehen.hkg@gmail.com)自行與本公園的膳食承辦商聯絡，詳

情請參閱「膳食安排資料」。  
 
 

 

mailto:kittykitehen.hk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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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別康體活動（請在入營前聯絡節目組以便安排）： 

 

(1) 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展覽講座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9時 15分至  

中午 12時正及下午 2時 15分至 5時正，於第 4座 A號活動室舉行) 

 

(2) 騎馬活動（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暫停開放) 

時  間： 逢星期三、五 上午 10時至 11時 

 逢星期二至五 下午 3時至 4時 

 逢星期六 下午 4時至 5時 

 逢星期日、一 活動暫停 

 (以上時間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年齡及重量限制： 1. 參加者年齡需在 6歲或以上，體重 150磅以下。 

2. 騎大馬者：體重 150磅以下。 

3. 騎小馬者：體重 105磅以下。 

 

活動形式： 1. 個人試騎： 每位參加者可在教練指導下於 30分鐘內策

騎一匹馬。 

2. 小組試騎： 每組 2至 3人可在 30分鐘內輪流策騎一匹

馬。 

  

每節費用： 

 

星期二至五 

(9月至 6月) 

星期二至五 

(7月至 8月) 

星期六及 

公眾假期 

           31.5元 60元 60元 

 ※每節 30分鐘※ 

（營費並不包括騎馬活動所需費用） 

備  註： 1.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如有袖上衣、長褲及低

踭鞋或靴。 

2. 活動由教練以粵語指導，英語指導則需事先預約。 

3. 平日上午騎馬活動每節最多提供三匹馬；下午騎馬活動 

每節最多提供四匹馬，星期六下午騎馬活動每節最多提

供三匹馬，可策騎的馬匹數目會按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

實際供應數目而調整。 

  

(3) 團體參觀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 (暫停開放) 

 由騎術學校安排專人帶領參觀校內的各項設施，藉此了解馬匹的生活及認

識馬房的運作。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三、四 上午 11:15-11:45 

參加資格： 長者或殘疾人士團體 

參加名額： 20人（包括工作人員或義工） 

費  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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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免  費費  穿穿  梭梭  巴巴  士士  服服  務務     

 鯉魚門公園於下列時間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接載營友往返筲箕灣港鐵站：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 

鯉魚門公園開 
筲箕灣港鐵站開 

(望隆街近地鐵站 B1或 C出口) 

(1) 下午  1:00 (1) 上午  9:30 

(2) 下午  1:30 (2) 上午  10:00 

(3) 下午  2:00 (3) 上午  10:30 

(4) 下午  2:30 (4) 下午  1:15 

(5) 下午  3:00 (5) 下午  1:45 

(6) 下午  3:30 (6) 下午  2:15 

(7) 下午  4:00 (7) 下午  2:45 

(8) 下午  4:30 (8) 下午  4:45 

穿梭巴士貼有「鯉魚門公園」標記，營友請憑收據登車。由於坐位有限，未能登車

的營友需自費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前往或離開本公園。 

穿梭巴士站位置圖 

 

 

註：  1) 穿梭巴士站位於望隆街郵政局對面，營友可按照上圖所示由筲箕灣港鐵站 B1

或 C 出口前往。  

  2) 營友須自費安排交通往返本公園。由本公園免費提供的穿梭巴士服務，服務

時間／班次或載客人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改動，恕不另行通知。如有查詢請

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

至中午 12 時，公眾假期除外 )致電 2568 7455，或於活動當日致電 2568 7380

與本公園職員聯絡。  

  3) 本公園逢星期一至五 (全日 )及星期六上午 (全日 )安排 16 座位或 24 座位巴士提

供服務。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則安排 24-55 座位巴士提供服務。  

 

C  

望隆街  Mong Lung Street 

郵局 Post Office 

筲箕灣東大街 Shau Kei Wan Main Street East 

  望隆街休憩處 

Mong Lung Street Sitting-out Area 

廣信樓 

Kwong 
Shun 
Building 

 

景輝 

大廈 

King Fai  

Building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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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惡  劣劣  天天  氣氣  下下  的的  安安  排排     

 

1. 日營 

如入營當日上午七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當日的日營便告取消，營友可申請發還有關的營費。如在上午七時前上述
熱帶氣旋或警告信號已除下或取消，則公園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營將視為棄
權，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2. 宿營及黃昏營 

如入營當日正午十二時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
效，當日的宿營及黃昏營亦告取消，營友可申請發還有關的營費。如在正午十
二時前上述熱帶氣旋或警告信號已除下或取消，則公園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
營將視為棄權，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3. 已入營的營友 

如營友在入營後，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營友必須離營，當天
營費將會根據《度假營一般使用條件》予以退還。如因天氣惡劣而影響公園的
正常運作，本公園職員會根據當時情況決定營友是否需要離營。 

 

4. 申請發還營費 

營友如因惡劣天氣而被取消營期或應要求離營，可在原定入營日起計 30天內憑
本署發出的營費收據，申請發還部分或全部營費。 

 

5.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i) 「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
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的患者、
兒童和長者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
忙地方。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在參與體育活動前應諮詢醫生意見，在體
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
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ii) 「甚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至 10）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
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的患者、
兒童和長者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
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
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或
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iii) 「嚴重」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0+）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
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的患者、
兒童和長者應避免戶外體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
一般市民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
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或感到不
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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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營友注意事項及一般守則 

1. 申請人(負責人)及同行營友或團體需辦妥正式手續才可進入公園，申請人(負責人)必須為所訂營期的營友

之一。入營期間，申請人(負責人)將代表該組營友，個別營友的要求可能不受理。 

2. 如在入營前或營期中需更換負責人，請盡早向公園提出申請，且須有充分理據支持；同時須指派一位年

滿 18 歲而本身為香港居民的同行營友擔任替補人員，並提交其個人資料。公園會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 

3. 入營期間，營友資格不能隨意轉讓。 

4. 營友請依照預先安排的時間入營及離營，並請帶備身分證明文件，以供公園職員查閱。 

5. 若參加人數及身分與申請表上不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權向申請人(負責人)或團體追討有關營費的差

額。 

6. 請佩戴營友證於身上當眼處。如有遺失，請立即通知節目組職員。 

7. 請勿在住宿單位內煮食或於活動室內進食。 

8. 車輛未經批准不得停泊在公園內。凡殘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必須於營期最少 10

天前向公園提出書面申請。申請獲批後，車輛在進入公園後須立即在指定位置停泊。為顧

及營友安全，嚴禁有關車輛在公園內其他地方行駛或停泊。詳情請向公園辦事處/節目組查

詢。 

9. 請使用單層旅遊巴士接載營友。 

10. 營友需經公園餐廳承辦商預先安排才可進行燒烤活動。 

11. 兒童在公園遊玩時，必須由家長或成人陪同及照顧。 

12. 請愛護花草樹木，並保持公園整潔。 

13. 公園內的場地及設備，如不宜進行活動時，公園經理有權暫時停止或取消該項活動。 

14.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進入公園。如有損失或毀壞，公園恕不負責。 

15. 請勿攜帶犬隻及寵物進入公園。 

16. 公園的設備及借出的用品，如有遺失或故意損壞，營友須負責賠償。 

17. 為保持公園環境寧靜，營友請勿喧嘩嘈吵。收音機、錄音機及其他音響器材，只能在不妨礙別人安寧的

原則下使用。 

18. 請勿在公眾地方赤體或穿著睡衣褲。 

19. 請勿走近山坡及草叢，未經許可請勿走進非營友活動範圍，例如騎術學校。 

20. 未經許可，請勿張貼宣傳海報、懸掛橫額或旗幟。 

21. 公園內可能有工程車輛來往，請營友小心。 

22. 晚上 11時後，營友請留在營舍內並保持安靜。 

23. 一切違反香港法律或擾亂公安之任何活動，例如沒有停車熄匙、酗酒、聚賭及吸毒等，均在嚴禁之列，

違者報警查辦，所繳的費用亦不予發還。 

24. 凡不遵守公園守則人士，本公園職員均有權請其立刻離營，所繳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25. 營費一經繳付，除因特別情況外，將不獲發還。 
 

乙. 更改資料 

營友如須增加入營人數，請於入營前七個工作天致電 2568 7455 與公園職員聯絡。所有修改事項均必須以

書面申請，公園職員會按實際情況審批，經批准後方可作實，否則不予接納。 
 

丙. 查詢及聯絡方法 

(i) 入營前查詢 

a. 營友在入營前如需查詢有關營舍資料、活動及其他安排，可於辦公時間內，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時及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公眾假期除外﹞致電：2568 7455/ 2568 7380 與公

園職員聯絡。 

b. 如需查詢膳食安排，請於入營前一星期前致 9299 2902，傳真至 2219 9003 或電郵致

(kittykitehen.hkg@gmail.com)自行與本公園的膳食承辦商聯絡，詳情請參閱「膳食安排資料」。 

(ii) 入營後查詢 

a. 營友在入營後若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到公園辦事處/節目組與當值經理洽談。 

b. 宿營營友晚上 11時後，若有緊急或突發事故需要協助，可以利用以下辦法聯絡當值經理： 

 前往公園閘口通知當值護衛；或 

 按設於每座營舍地下的「緊急電話」與當值職員聯絡。 

(iii) 如需查詢其他活動、借用活動室、穿梭巴士服務或惡劣天氣等安排，可致電 2568 7380 與節目組職員聯絡。 

****  租用人士請注意︰公園的營舍、活動設施和餐廳等分布於山坡上不同位置，以行人道相連。 ****

公公  園園  使使  用用  守守  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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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鯉魚魚門門公公園園營營舍舍分分區區     

  

  

Park Office 

公園辦事處 

Family Hostel  

(Block 30) 

家庭營舍(30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1) 

家庭營舍 (31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2) 

家庭營舍 (32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4) 

家庭營舍 (34 座) 

Group Hostel  

(Block 25A) 

家庭營舍 (25 座) 

Group Hostel  

(Block 25A) 

家庭營舍 (25A 座) 

營舍地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