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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鲤  鱼鱼  门门  公公  园园  简简  介介     

市区中宁静的绿洲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鲤鱼门公园位于港岛柴湾区，遥望鲤鱼门海

峡，占地 22.97 公顷，是市区首个度假村，于

一九八八年开放给市民使用。公园四周遍植

树木，园林景色优美，环境恬静宜人，空气

清新，是调剂都市紧张生活的消闲好去处。 
(租用人士请注意︰度假营的营舍、活动设施和餐厅等分布于山坡上不同位置，以行人道相连。) 

 

方便快捷的交通 

 鲤鱼门公园位于港岛东区阿公岩与杏花邨之间。沿柴湾道经柴湾儿童

游乐场侧的一条小路可直达公园，路口对面为筲箕湾消

防局。如乘搭港铁，可在筲箕湾站下车，换乘的士或步

行约三十分钟。此外，还可选择乘搭往柴湾区的公共巴

士、专线小巴或公共小巴，在柴湾道下车后步行约十分

钟便可抵达，非常方便快捷。途经柴湾道的巴士路线有

A12、8、8H、8S、8X、9、14、49X、81、81A、82、

82S、780 和 780P 号，隧道巴士路线有 106、106P、118、606、606X、613A、

682、682A、682B、682P、694 和 976A 号，专线小巴路线则有 20、65、

65A、66 及 66A 号。 

 

极具特色的营舍 

 公园内六座营舍均属二十世纪初欧洲式建筑物，每座都有宽敞的露台，

极具特色，可供 282 人住宿。营舍中四座为家庭营舍，

两座为团体营舍。家庭营舍可供 232 人入住，营舍内设

有睡房、淋浴室及洗手间，在夏季(五至十月期间由

下午四时至翌日上午八时)各单位均冷气开放。

两座团体营舍共有 12 间睡房，分别可供 30 人

及 20 人入住，每座营舍均设公共淋浴室及洗手

间，并有冷热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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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元元化化的的设设施施  

 

室内设施 

 

 室内设施包括一座康乐馆，馆内设有多个康乐室，可进行

箭艺、舞蹈、地壶球、手工艺、门球、乒乓球、美

式桌球、运动攀登、棋艺游戏、气垫球及足球游戏

机等活动。此外，设有体感游戏机室、桌上足球室、

一个壁球场、一个儿童乐园、一座有六个课室的训练中心、一

间可容纳 400 人的餐厅、一间设有快餐亭的咖啡阁，

以及卡拉 OK 室、电视室及阅读室。 

 

户外设施 

 

  户外设施包括一个可进行足球、门球和集体游

戏活动的草地球场、一个网球场、两个羽毛球

场、一个可进行篮球、排球及单车活动的硬地

球场、一个绳网阵、四个儿童游乐场、两个烧

烤区和多个休憩处等。公园内还有一间骑术学

校。 

 

园艺设施 

 

  公园内设有多个园景区及园艺设施，包括芳香花园、

自然径、兰屋、非洲紫罗兰屋及示范苗圃等，为爱好大

自然及植物的人士提供好去处。此外，还有一座设有展

览厅的园艺馆，展出香港常见植物的图片及标本，供营

友观赏。公园亦不时举办一些教育与趣味并重的园艺讲

座，欢迎营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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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及体育活动      

 

1.  营友活动时间表 

宿营 

时间 
活   动   内   容 

﹝甲﹞入营日 ﹝乙﹞翌日至第四日 ﹝丙﹞出营日 

上午 8:15  早餐 早餐 

上午 9:00 至上午 11:00 康体活动 康体活动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自由活动(见备注 3) 
收拾行李 

(11:30 前交还营舍锁匙) 

中午 12:00 午膳 午膳 

下午 1:00 

自由活动(见备注 3) 

离营 

下午 2:30 至下午 3:00 入营 /自由活动(见备注 3)  

下午 3:00 至下午 3:30 办理入营手续 

下午 3:30 至下午 6:00 康体活动 康体活动 

下午 6:00 至下午 6:30 自由活动(见备注 3) 自由活动(见备注 3) 

下午 6:30 晚膳 晚膳 

晚上 7:30 至晚上 10:00 康体活动 康体活动 

晚上 11:00 休息 休息 

 

备注 ： 1. 两日一夜宿营活动，请参阅时间表﹝甲﹞及﹝丙﹞。 

2. 三日两夜或以上的宿营活动，请参阅时间表﹝甲﹞、﹝乙﹞及﹝丙﹞。 

3. 营友可自由享受休闲设施包括电视室、儿童游乐场、咖啡阁、兰屋、园艺馆、自然

径、芳香园及其他休憩设施等。 

 

日营 

时间 活动内容 

上午 9:30 至上午 11:00 办理入营手续/自由活动(见上述备注 3) 

上午 11:00 至下午 12:45 康体活动 

下午 1:00 午膳 

下午 1:45 至下午 3:15 康体活动 

下午 3:15 至下午 4:30 离营/自由活动(见上述备注 3) 

 

黄昏营 

时间 内容 

下午 4:30 至下午 5:30 办理入营手续/自由活动(见上述备注 3) 

下午 5:30 至晚上 7:30 康体活动 

晚上 7:30 晚膳 

晚上 8:30 至晚上 10:00 康体活动 

晚上 10:00 至晚上 10:30 离营 

 

 

 

  活活  动动  指指  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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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乐活动时间     

日营 宿营 黄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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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活动项目并非全部开放，请留意公园简介和告示牌关于每日活动的内容和开放时间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办法 附注 

1. 棋艺、飞镖(成人)、

电子游戏机、报章及

杂志阅读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服务台 请到第 10 座康乐馆

地下服务台登记及

借用器材 

----- 

2. 篮球机及气垫球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篮球机及气

垫球室 

每节 30 分钟 

3. 儿童气垫球及小型

桌球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儿童气垫球

及小型桌球室 

4. 乒乓球 第 10 座康乐馆二楼乒乓球室 

5. 羽毛球 户外羽毛球场(第 10 座前面) 

6. 网球 网球场(第 18 座侧) 

7. 儿童乒乓球 第 17 座综合活动馆二楼 

8. 壁球 第 28 座壁球场(第 25 座营舍侧) 可于单车场或第 20

座卡拉 OK 室借用器

材 

每节 30 分钟 

(请穿着不脱色运动鞋) 

9. 篮球/排球 # 硬地球场(第 21 座侧) 
每节 30 分钟 

10. 足球 # 草地球场 

11. 室内运动攀登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 

室内运动攀登室 

请到活动场地登记

后参加 
----- 

12. 手工艺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手工艺室 

每节 30 分钟 
13. 室内门球 第 10 座康乐馆二楼室内门球室 

14. 美式桌球 第 10 座康乐馆二楼桌球室 

15. 地壶球 第 10 座康乐馆三楼地壶球室 

16. 体感游戏 第 18 座地下体感游戏机室 
----- 

17. 桌上足球 第 18 座二楼桌上足球室 

18. 绳网 * 绳网阵(第 6 座对面) 每节 45 至 60 分钟 

19. 儿童乐园 第 9 座(第 10 座对面) 每节 45 分钟 

欢迎 9 岁或以下营友

参加，需由成人陪同 

20. 单车 # 硬地球场(第 20 座侧) 每节 15 分钟 

21. 卡拉 OK 第 20 座 由公园职员操作 

影音播放 

22. 足球游戏机 第 17 座综合活动馆地下 自由参与 ----- 

23. 康乐棋 第 10 座康乐馆二楼康乐棋室 ----- 

24. 电视欣赏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电视室 ----- 

25. 室外儿童游乐场 咖啡阁外、第 10 座对面及第 25

座侧 

----- 

26. 营内定向游踪 * 营地内指定地点 请向节目组联络 ----- 

 

* 由于场地并无泛光灯照明，该项活动／设施晚上暂停开放。 

# 该项活动／设施暂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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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练指导的康体活动时间        

  
日营 宿营 黄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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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办法 附注 

1. 舞蹈 第 10 座康乐馆地下舞蹈室 请到活动场地

登记后参加 

每节 30 分钟 

2. 射箭 第 10 座康乐馆三楼箭艺室 
每节 30 分钟 

欢迎 8 岁或以上营友参加 

3. 绳网 * 绳网阵(第 6 座侧) 

每节 45 至 60 分钟 

欢迎身高 1.2 米或以上营友参加; 

本署有权要求参加者接受摸高测试。 

* 由于场地并无泛光灯照明，该项活动／设施晚上暂停开放。  

 

 

4. 园艺活动(只限日间)：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办法 附注 

1. 苗圃参观 第 23 座示范苗圃 自由参观 ----- 

2. 兰花参观 
第 6 座兰屋及 

第 6A 座紫罗兰屋 
自由参观 

开放时间：上午 9 时 30 分 

        至下午 6 时 

3. 园艺馆 第 18 座二楼展览馆 自由参观 
开放时间：上午 9 时 30 分 

         至晚上 10 时 

4. 自然径 由第 10 座往第 6 座之小径 自由参观 ----- 

5. 芳香园 第 5 座侧 自由参观 ----- 

 

备注： ★ 节目组将视乎营友的活动兴趣、当天的营友人数及天气情况等因素，决定于营期内提

供的活动；营友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参加。 

★ 参加者应穿着合适的运动服装，部分活动如单车、绳网、门球及运动攀登等不适宜穿

着高跟鞋、凉鞋或拖鞋的人士参与。 

 

◇ 如遇恶劣天气或突发事故，当天活动及场地的借用时段可能会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请留意当日营地简介及宣布。 

◇ 如对上述活动安排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2568 7380 与节目组职员联络。 

◇ 有关膳食查询、订餐及缴费等事宜，请于入营前一星期前致电 9299 2902，传真至    

2219 9003 或电邮致(kittykitehen.hkg@gmail.com)自行与本公园的膳食承办商联络，详

情请参阅「膳食安排数据」。  
 
 

 

mailto:kittykitehen.hkg@gmail.com


6 

 

 

5. 特别康体活动（请在入营前联络节目组以便安排）： 

 

(1) 鲤鱼门公众骑术学校展览讲座 (逢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 15 分至  

中午 12 时正及下午 2 时 15 分至 5 时正，于第 4 座 A 号活动室举行) 

 

(2) 骑马活动（鲤鱼门公众骑术学校）(暂停开放) 

时  间： 逢星期三、五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逢星期二至五 下午 3 时至 4 时 

 逢星期六 下午 4 时至 5 时 

 逢星期日、一 活动暂停 

 (以上时间只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年龄及重量限制： 1. 参加者年龄需在 6 岁或以上，体重 150 磅以下。 

2. 骑大马者：体重 150 磅以下。 

3. 骑小马者：体重 105 磅以下。 

 

活动形式： 1. 个人试骑： 每位参加者可在教练指导下于 30 分钟内策

骑一匹马。 

2. 小组试骑： 每组 2 至 3 人可在 30 分钟内轮流策骑一匹

马。 

  

每节费用： 

 

星期二至五 

(9 月至 6 月) 

星期二至五 

(7 月至 8 月) 

星期六及 

公众假期 

           31.5 元 60 元 60 元 

 ※每节 30 分钟※ 

（营费并不包括骑马活动所需费用） 

备  注： 1. 参加者须穿着合适的运动服装，如有袖上衣、长裤及低

踭鞋或靴。 

2. 活动由教练以粤语指导，英语指导则需事先预约。 

3. 平日上午骑马活动每节最多提供三匹马；下午骑马活动 

每节最多提供四匹马，星期六下午骑马活动每节最多提

供三匹马，可策骑的马匹数目会按鲤鱼门公众骑术学校

实际供应数目而调整。 

  

(3) 团体参观鲤鱼门公众骑术学校 (暂停开放) 

 由骑术学校安排专人带领参观校内的各项设施，藉此了解马匹的生活及认

识马房的运作。 

  

 日期及时间： 逢星期三、四 上午 11:15-11:45 

参加资格： 长者或残疾人士团体 

参加名额： 20 人（包括工作人员或义工） 

费  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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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免  费费  穿穿  梭梭  巴巴  士士  服服  务务     

 鲤鱼门公园于下列时间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接载营友往返筲箕湾港铁站： 
 

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 

鲤鱼门公园开 
筲箕湾港铁站开 

(望隆街近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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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巴士贴有「鲤鱼门公园」标记，营友请凭收据登车。由于坐位有限，未能登车

的营友需自费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前往或离开本公园。 

穿梭巴士站位置图 

 

 

注：  1) 穿梭巴士站位于望隆街邮政局对面，营友可按照上图所示由筲箕湾港铁站 B1

或 C 出口前往。  

  2) 营友须自费安排交通往返本公园。由本公园免费提供的穿梭巴士服务，服务

时间／班次或载客人数会因应实际情况而改动，恕不另行通知。如有查询请

于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星期六上午 8 时 30 分

至中午 12 时，公众假期除外 )致电 2568 7455，或于活动当日致电 2568 7380

与本公园职员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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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服务。星期日及公众假期则安排 24-55 座位巴士提供服务。  

 

C  

望隆街  Mong Lung Street 

邮局 Post Office 

筲箕湾东大街 Shau Kei Wan Main Street East 

  望隆街休憩处 

Mong Lung Street Sitting-out Area 

广信楼 

Kwong 
Shun 
Building 

 

景辉 

大厦 

King Fai  

Building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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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恶  劣劣  天天  气气  下下  的的  安安  排排     

 

1. 日营 

如入营当日上午七时天文台发出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号，当日的日营便告取消，营友可申请发还有关的营费。如在上午七时前上述
热带气旋或警告信号已除下或取消，则公园照常开放，营友如不入营将视为弃
权，所缴费用恕不退还。 

 

2. 宿营及黄昏营 

如入营当日正午十二时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
效，当日的宿营及黄昏营亦告取消，营友可申请发还有关的营费。如在正午十
二时前上述热带气旋或警告信号已除下或取消，则公园照常开放，营友如不入
营将视为弃权，所缴费用恕不退还。 

 

3. 已入营的营友 

如营友在入营后，天文台发出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信号，营友必须离营，当天
营费将会根据《度假营一般使用条件》予以退还。如因天气恶劣而影响公园的
正常运作，本公园职员会根据当时情况决定营友是否需要离营。 

 

4. 申请发还营费 

营友如因恶劣天气而被取消营期或应要求离营，可在原定入营日起计 30 天内凭
本署发出的营费收据，申请发还部分或全部营费。 

 

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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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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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营友有疑问
或感到不适，应征询医生的意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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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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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营友有疑问或
感到不适，应征询医生的意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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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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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营友有疑问或感到不
适，应征询医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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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营友注意事项及一般守则 

1. 申请人(负责人)及同行营友或团体需办妥正式手续才可进入公园，申请人(负责人)必须为所订营期的营友

之一。入营期间，申请人(负责人)将代表该组营友，个别营友的要求可能不受理。 

2. 如在入营前或营期中需更换负责人，请尽早向公园提出申请，且须有充分理据支持；同时须指派一位年

满 18 岁而本身为香港居民的同行营友担任替补人员，并提交其个人资料。公园会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 

3. 入营期间，营友资格不能随意转让。 

4. 营友请依照预先安排的时间入营及离营，并请带备身分证明文件，以供公园职员查阅。 

5. 若参加人数及身分与申请表上不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权向申请人(负责人)或团体追讨有关营费的差

额。 

6. 请佩戴营友证于身上当眼处。如有遗失，请立即通知节目组职员。 

7. 请勿在住宿单位内煮食或于活动室内进食。 

8. 车辆未经批准不得停泊在公园内。凡残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必须于营期最少 10 天

前向公园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获批后，车辆在进入公园后须立即在指定位置停泊。为顾及

营友安全，严禁有关车辆在公园内其他地方行驶或停泊。详情请向公园办事处/节目组查询。 

9. 请使用单层旅游巴士接载营友。 

10. 营友需经公园餐厅承办商预先安排才可进行烧烤活动。 

11. 儿童在公园游玩时，必须由家长或成人陪同及照顾。 

12. 请爱护花草树木，并保持公园整洁。 

13. 公园内的场地及设备，如不宜进行活动时，公园经理有权暂时停止或取消该项活动。 

14. 请勿携带贵重物品进入公园。如有损失或毁坏，公园恕不负责。 

15. 请勿携带犬只及宠物进入公园。 

16. 公园的设备及借出的用品，如有遗失或故意损坏，营友须负责赔偿。 

17. 为保持公园环境宁静，营友请勿喧哗嘈吵。收音机、录音机及其他音响器材，只能在不妨碍别人安宁的

原则下使用。 

18. 请勿在公众地方赤体或穿着睡衣裤。 

19. 请勿走近山坡及草丛，未经许可请勿走进非营友活动范围，例如骑术学校。 

20. 未经许可，请勿张贴宣传海报、悬挂横额或旗帜。 

21. 公园内可能有工程车辆来往，请营友小心。 

22. 晚上 11 时后，营友请留在营舍内并保持安静。 

23. 一切违反香港法律或扰乱公安之任何活动，例如没有停车熄匙、酗酒、聚赌及吸毒等，

均在严禁之列，违者报警查办，所缴的费用亦不予发还。 

24. 凡不遵守公园守则人士，本公园职员均有权请其立刻离营，所缴一切费用，概不发还。 

25. 营费一经缴付，除因特别情况外，将不获发还。 
 

乙. 更改数据 

营友如须增加入营人数，请于入营前七个工作天致电 2568 7455 与公园职员联络。所有修改事项均必须以

书面申请，公园职员会按实际情况审批，经批准后方可作实，否则不予接纳。 
 

丙. 查询及联络方法 

(i) 入营前查询 

a. 营友在入营前如需查询有关营舍数据、活动及其他安排，可于办公时间内，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及星期六上午 8 时 30 分至中午 12 时﹝公众假期除外﹞致电：2568 7455/ 2568 7380 与公

园职员联络。 

b. 如需查询膳食安排，请于入营前一星期前致 9299 2902 ，传真至 2219 9003 或电邮致

(kittykitehen.hkg@gmail.com)自行与本公园的膳食承办商联络，详情请参阅「膳食安排数据」。 

(ii) 入营后查询 

a. 营友在入营后若有任何查询或意见，欢迎到公园办事处/节目组与当值经理洽谈。 

b. 宿营营友晚上 11 时后，若有紧急或突发事故需要协助，可以利用以下办法联络当值经理： 

 前往公园闸口通知当值护卫；或 

 按设于每座营舍地下的「紧急电话」与当值职员联络。 

(iii) 如需查询其他活动、借用活动室、穿梭巴士服务或恶劣天气等安排，可致电 2568 7380 与节目组职员联络。 

****  租用人士请注意︰公园的营舍、活动设施和餐厅等分布于山坡上不同位置，以行人道相连。 ****

公公  园园  使使  用用  守守  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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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鲤鱼鱼门门公公园园营营舍舍分分区区     

  

  

Park Office 

公园办事处 

Family Hostel  

(Block 30) 

家庭营舍(30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1) 

家庭营舍 (31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2) 

家庭营舍 (32 座) 

Family Hostel  

(Block 34) 

家庭营舍 (34 座) 

Group Hostel  

(Block 25A) 

家庭营舍 (25 座) 

Group Hostel  

(Block 25A) 

家庭营舍 (25A 座) 

营舍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