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神託會靈基營
「心靈重整」教牧退修申請表
電話: 2691-1483 傳真: 2697-2169 電郵: shrc@stewards.hk

1.

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教會名稱︰

入營人數︰

電話︰(辦公室/住宅)

(手提)

傳真︰

通訊地址︰

營期︰由

電郵︰

年

月

日 (星期

/時間_______)

至 由

年

月

日 (星期

/時間_______)

(宿營入營時間為當日下午 3 時，而離營時間為當日下午 2 時，而客房鎖匙借還時間為入營當日下午 4 時至離營當日中午 12 時。)

2.

膳食安排

 輕宜早餐 ($25/位，取餐時間: 09:00–10:00)
主食(請選擇一款)

 燒賣(10 粒)

 馬拉盞(2 件)

 朱古力小蛋糕(2 件)

 牛油蛋糕(1 件)

配食(請選擇一款)

 燒賣(5 粒)

 馬拉盞(1 件)

 朱古力小蛋糕(1 件)

 曲奇餅(2 件)

熱飲(請選擇一款)

 咖啡

 奶茶

 朱古力

 茶包 (中式 / 西式)*

飲品升級

 紙包飲品(另加$2)

 支裝飲品(另加$5)

 罐裝咖啡(另加$6)

 膠囊咖啡(另加$10)

 粟米肉粒飯

 滑蛋肉片飯

 雜菌肉絲飯

*請刪去不適合者
 午餐飯盒 ($36/盒，取餐時間: 12:30–13:30)
午餐飯盒(請選擇一款)

 咖哩雞皇飯

a.

申請人必須年滿十八歲並能出席整個營期，所有營友必須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或旅遊證件。

b.

此申請只適用於本地註冊之教會牧師或傳道人，並需於申請表上填寫入住人士之全名及蓋上教會印鑑。

c.

此申請只適用於免費入住星期日晚之兩日一夜宿營(1/7 - 31/8 之星期日除外)，但房間數量有限，需視訂營情況而定，本營地接納
6 個月內的申請，請先致電／電郵留位，待職員答覆是否有足夠營位。

d.

只限入住二人房間，房間最多可入住兩位同性別或一對夫婦之牧師/傳道人。

e.

申請人須于留位日起計 3 天內，寄回、傳真或電郵填妥之申請表格，本中心收到申請表後，即會寄回、傳真或電郵「營期申請
結果通知書」
，請依通知書上的繳款日期繳交費用。申請人須于留位日起計 14 天內繳付全數營費。後加營費餘額請于入營前一個
月付清，否則本中心有權不予接受後加營位之申請。已繳交之費用，除非因颱風訊號影響，否則一律不會退回，亦不接受改期
或轉移使用。 若留位日相距營期不足 1 個月，申請人須于留位日起計 7 天內寄回、傳真或電郵申請表，並繳付全數營費及膳食
費。逾期未收到有關資料及全數費用，將作取消申請論，恕不另行通知。

f.

香港神託會靈基營保留修改條款及細則與終止申請之權利而不會另行通知。

g.

本營地保留營期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本人/本團體證明以上資料均屬正確，並願意遵守營地一切守則及指引，倘在營期內違反營規而導致任何意外，後果概由本人/本團體自
負。本人/本團體已閱讀並確認同意附上之「申請營期及膳食須知」及「營地守則」
。

申請人簽名︰

職位︰

Rev.00 (2017/09)

日期︰

教會印鑒

香港神託會靈基營
「心靈重整」教牧退修申請表
電話: 2691-1483 傳真: 2697-2169 電郵: shrc@stewards.hk

申請營期須知 :
1.

營地接納 6 個月內的宿營及 1 個月內的日/黃昏營留位。請先致電／電郵留位，待職員答覆是否有足夠營位。

2.

宿營入營時間為當日 16:00，而離營時間為當日 12:00。日營時間由 09:00 至 17:00，黃昏營時間由 14:00 至 22:00。

3.

申請人及領隊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負責填報申請表格上有關資料。申請人或領隊必須跟隨入營，跟進一切秩序及活動，如有
任何改動，請通知本中心。

4.

申請人如以機構／團體名義申請，必須在申請表上蓋上團體印鑒，否則本中心有權不接受其申請。

5.

申請人須于留位日起計 3 天內，寄回、傳真或電郵填妥之申請表格，申請表格可於本中心網頁內下載 (http://highrock.stewards.org.hk)。
本中心收到申請表後，即會寄回、傳真或電郵「營期及膳食申請繳費通知書」
，請依通知書上的繳款日期繳交費用。申請人須于留
位日起計 14 天內繳付全數營費。後加營費餘額請于入營前一個月付清，否則本中心有權不予接受後加營位之申請。

6.

繳費作實後，除非因颱風訊號影響 (詳細情況請參閱「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下營地安排」)，如要取消、更改、縮短營期或縮減人
數，所繳費用概不發還；有關營期及營費，亦不可作其他用途。

7.

若留位日相距營期不足 1 個月，申請人須于留位日起計 7 天內寄回、傳真或電郵申請表，並繳付全數營費。逾期未收到有關資料
及全數費用，將作取消申請論，恕不另行通知。

8.

營費可以支票繳交，支票抬頭請填上「High Rock Christian Centre」
，並于背面清楚注明「營費申請」
、團體名稱及營期，寄回中心。
本營地保留營期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9.

日營或黃昏營人數最少為 16 人，若人數不足 16 人都會以 16 人費用計算。另外，預訂日營或黃昏營必須與活動室、偏廳或賀慧靈
紀念堂其中一項一同預訂。

10. 如申請者需租借超過一個活動室或以上，要視乎營地使用情況，並需于入營前一星期內方可額外申請。
11. 活動室以先到先得形式租借，額滿即止，本營地保留最終決定。
12. 所有活動室租借時間為 08:00 至 22:00。最少租借 1 小時，其後可有每半小時收費。租借戶外地方(如操場)，請先向營地查詢使用
情況，方可確定申請。如有超時使用，逾時 15 分鐘作半小時計，半小時作 1 小時計，本營地有權限制申請者超時使用。
13. 16 人以上之團體可優先租借活動室，惟營地會按人數及先後次序接受其申請，額滿即止，營地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若團體代表欲作營前探訪，請預先向本中心職員申請。探訪時間最多為 20 分鐘及 2 位探訪者為限。逗留中心超過 20 分鐘，須按
探營人數繳交日營費用，探營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09:00–17:00，假日及假日前夕不設探營服務。
15. 營地不供應肥皂、毛巾及其他個人用品，營友須自行帶備。
16. 本中心保留租借營地與否及增刪申請須知之權利，而無須聲明理由。對於以上守則，如有任何異議，本中心有最終決定權。
申請膳食須知 :
1.

膳食費與營費需分開繳付，並須于入營一個月前繳交，逾期繳付者，作取消膳食論，並不作另行通知。 已繳付之費用，一概不得
退回及不可撥作其他用途。

2.

膳食時間為 45 分鐘(請依時用膳，逾時不候)︰早餐(08:15)，午餐及糖水(12:30)*，晚餐及糖水(18:00)。午餐及晚餐均為四餸一湯，
糖水需要額外預訂並且數量需與用膳人數相同。*午餐時間會按當日情況而作出調整，營地職員會預先通知申請人。

3.

團體最少訂購 8 位方可申請膳食營餐；每張餐桌約坐 6 至 9 人，視乎營地當日情況作安排。

4.

餐具與訂餐數目相同，餐具將不會額外供應。如發現團體實際用膳人數比原先申請人數多，本營舍有權收取多出人數的膳食費。

5.

營地及餐廳範圍內嚴禁攜帶外來食品或飲品享用。營友亦不得于營地範圍內自行生火或煮食。

6.

所有已訂購之食物只供指定時段於餐廳或燒烤場享用，不設外帶或退款。

7.

沒有預訂膳食之入營人士請勿入場用膳，否則本中心有權向該團體收取膳食費及額外附加費 30%，亦不會即時安排用膳。

8.

支票抬頭請注明「High Rock Christian Centre」
，於背面注明「膳食申請」
，寫上團體名稱及營期，並寄回營地。(地址︰新界沙田沙
田頭村 102 號。)

9.

營地保留膳食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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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守則:
1.

必須遵守《營地守則》及《申請營期及膳食須知》
。

2.

營地會根據申請者所填報的房間數目預留客房,請營友自行編配入住，未經許可，不得與其他團體擅自更換。若入營人數超越原
先獲配允許的參加人數，必須于入營前獲得營地同意，並需另繳費用。

3.

請入營人士或團體先到營地辦公室辦理入營手續，入營當日住宿房間於 4:00pm 後方可進入。

4.

入營人士于辦理入營手續時獲派入營證，日營及黃昏營人士的入營證上只顯示數目編號，而宿營入士的入營證編號是按照當晚
入住的房間編號而分配給營友，請營友于營地範圍內隨身攜帶，以便營地職員查閱。入營證乃屬靈基營擁有，因此如有遺失或
損壞，需賠償港幣$10 元正。

5.

被鋪及枕頭等床上用品切勿放於地上(日式房除外)或搬至其他房間。房間之隔被單(粉藍色)是給營友在睡覺時把被隔開之用。

6.

房間內床鋪上備有布袋，內有床套、隔被單及枕頭袋，供營友自行配上。

7.

房間冷氣開放時間由 16:00 至翌日 09:00，如需額外開啟房屋冷氣，須繳付每間宿舍每小時$40 元之額外冷氣費。

8.

營地各房間已設有洗手間及浴室，若不夠用時請往樓下之公眾浴室。營地內熱水供應時間為 07:00-09:00 及 16:00–23:00。

9.

入營人士或團體須依安排入住房間及使用活動室，未得本營地許可，不得擅自調動。

10.

晚上 22:00 後各活動室或偏廳之活動必須停止，而各活動室或偏廳之用品必須交還辦公室/保安人員。

11.

晚上 22:30 後營友須回房間休息，請勿在戶外逗留，以免打擾他人。

12.

男女不可入住同一房間，敬請守禮自重。

13.

若房間垃圾桶太滿，可拿往操場之大垃圾桶清理。

14.

出營當日 9:00am 前，請將用過的床套、隔被單(粉藍色)及枕頭袋放於操場之黃色收集車內，而布袋則于辦理退房手續時一併交還，
如有損壞或遺失，需付賠償費用為$100 一個。

15.

宿營人士或團體須于離營當日 12:00 或之前交還房間鎖匙，活動室、偏廳及營地等戶外地方則可繼續使用至 14:00，逾時須加收
附加費。而附加費則以每小時計，每位$20 元。

16.

房間不設加床服務，請勿超額住宿。

17.

如發現入營人數多於已訂之營位，本中心有權向該團體收取額外營費或即時請未有預訂之入營人士離開。

18.

離營前請負責人點交房間鎖匙及入營證，並把所有借用物品歸還，辦妥離營手續，方可離營。

19.

活動室內已備有電子琴、投影機、投影幕、音響、光碟播放機、白板、有線咪及咪架。

20.

活動室配有一盒用品箱，箱內有白板專用筆、白板刷、投影機遙控器、光碟播放機遙控器、音響線、VGA 線，請團體負責人到
辦公室借取。在離營前要如數交還，如有任何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

21.

活動室內之設備，如有任何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

22.

活動室內之音響嚴禁自行調校，如有需要請聯絡辦公室職員。

23.

離開房間及活動室前，必須關掉所有電源。

24.

若本營地同工發現房間或活動室內清潔情況惡劣，本營地會向 貴團體收取額外清潔費為宿費之 30%。

25.

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安排: 當三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營地及餐廳會關閉，未入營之營友不得入營，營友可選擇
取消或更改營期；已入營之營友須立即停止所有活動，並按職員指示於兩小時內盡快離開營地，營友不得異議。若天文台於中
午 12 時前改掛一號或除下所有風球，當日宿營及黃昏營如常進行。若不入營者，當作自動取消論，所繳一切費用概不退回。若
天文台於早上 7 時前改掛一號或除下所有風球，當日日營如常進行。若不入營者，當作自動取消論，所繳一切費用概不退回。若
營友選擇更改營期，須於一星期內自行致電營地查詢營期，宿營申請只限半年內使用，而非住宿營申請則限一個月內使用。若
選擇取消營期及退款，未入營之營友可退回所繳之營費，而膳食只可退回 50%；已入營之營友只可退回未使用之活動室及投影機
費(宿費不能退回)，而未使用之膳食亦可退回 50%。(詳情請參閱「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安排」)

26.

營地設有餐廳及小食部提供膳食服務，嚴禁自攜食物或飲料於營地內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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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每日之用膳時間皆已編定，請務必準時用膳。逾時恕不供應，所繳之膳費亦不發還。
早餐

08:15-09:00

午餐

12:30-13:15

晚餐

18:00-18:45

燒烤

11:00-15:00 或 17:00-21:00

28.

當聽到飯堂鐘聲響起後，請往飯堂並根據檯面寫上之團體名稱及人數入座用膳。

29.

用膳時間只供已預訂膳食之營友享用。飯堂職員有權要求沒有預訂膳食之團體或營友于用膳時間暫時離開飯堂，並且不設外帶
或退款。

30.

所有飯堂用品，包括：椅子、桌子、餐具和調味料等等，在未經職員同意下，不可取離飯堂。

31.

用膳完畢後必須收拾餐具及將剩餘餸菜放於餐車上及抹台。

32.

飯堂門外設有 24 小時冷熱自助飲水機，杯子用後請洗淨放回原處。

33.

飯堂外之洗手盆設有洗潔精，可供營友清潔用品之用。

34.

所有營地活動須在營地認可教練督導下方可進行。

35.

若發現入營人士或團體遺失、損毀或塗鴉本營地物品及設施，須照價賠償外，另加手續費。

36.

保持營地範圍整潔，切勿隨處拋棄垃圾。營地範圍內之花木不得砍伐及採摘，以保存大自然優美之環境。

37.

營友攜來之物品無論貴重與否皆須自行保存，如有遺失，本營地概不負責。

38.

如有遺下物品，請儘快致電查詢；如拾獲日期一個月內未有認領，本營地將自行處理。

39.

未經許可，不得在營地範圍內進行佈置、懸掛旗幟及張貼 Label、Sticker、宣傳海報、標語、告示。

40.

未經許可，不得引用營地之電源，電線及電掣；切勿擅自接駁及更換。

41.

請節省用水，營地供應之水喉水祇供沖洗之用。

42.

營地範圍均禁止吸煙及飲酒。

43.

禁止在室內或室外燃點任何火種及蚊香。

44.

公眾地方請勿赤體、僅穿內褲或睡衣褲。營友與探訪者皆需自律，以免導致其他人士不便。

45.

不得擅自進入職員專用/私人範圍。

46.

室內之家俬台椅切勿搬出室外。

47.

辦公時間後如遇緊急事故，請按辦公室門外之緊急聯絡電話，聯絡當值職員/保安人員。

48.

進入營地範圍之任何人士，如發生傷亡、意外，一概由申請人或領隊負責，一切均與本營地無關。

49.

營友必須遵守以上守則，倘在營期內違反營規而導致任何意外，後果概由營友/團體自負，而營地職員有權即時終止 貴營友/團
體之使用權，所有費用概不發還。

50.

一切違反本港法律或擾亂公安之任何活動：如酗酒、賭博、打架及吸毒等，均在嚴禁之列。如發現有任何團體進行違反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例之行徑，本中心職員有權隨時中止該團體營期，已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並送官究治。

51.

本營地保留隨時增刪『營地守則』條款之權利，而不另行通知。

Rev.00 (201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