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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G 報名表 11.2021 

 

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青年歷奇輔導特訓 (CPG) - 申請表 

本活動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渡宿及歷奇活動體驗，技術指導員及教練培訓班。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頁。 

 

申請團體名稱： 電話： 

聯絡地址： 

申請人姓名： 性別： 職位： 

手機號碼： 傳真： 電郵： 

 
請在  以表示所需的選擇，可選擇多項 

所有獲資助的參加者必須介乎 8-30 歲 

    
1. 1 團體類別: 小學 中學 大專院校 宗教團體 非牟利機構 其他(請註明)

   

 

2.  申請營期: 選擇一：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選擇二：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3.  對象及人數: 領隊及工作人員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小學

  年級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中學

  年級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大專

院校   年級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總人數 (包括領隊及工作人員)  共:  人  

                  

4.  參加者特質:   

    

    
 

備註：(1)參加團體需提交活動大合照一張 (2)認識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及 (3)填寫問卷 

 

聲明：以上資料均屬正確無誤，並同意及願意遵守『訂營須知及守則』。倘在營期內違反守則，一切後果由申請人及 

團體負責。各項條款以本中心之《申請須知》為準，詳情請參考中心網址 www.donboscocamp.org.hk 

 

團體負責人 / 申請人簽署及蓋印                  

日期: 
 

: 

: 

: 

其他(請註明)

: 



  1  16-11-2019 
 

類別 入營時間 退房時間 離營時間 

宿營 15：30 12：00 前 13：00 

日營 10：00  16：00 

黃昏營 15：00 21：00 

 

       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  
Jockey Club Cheung Chau Don Bosco Youth Centre 

 

  申 請 須 知 
為確保申請團體與本中心雙方之利益及有效地使用本中心設施，敬請申請人細閱下列條款： 

1.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及持有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如該團之領隊未能隨團入營或負責人有所更改，須與本中心接洽。 

2. 收到繳費通知書後十四天內繳交訂金（全費之一半），餘數於營期三十天前繳付。 

3. 若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繳付全數，須通知本中心作延期付款安排，其繳交的訂金概不退還。 

4. 三十天內的訂營申請，必須一次過繳清全數；凡繳付的訂金、營費及訓練費，概不退還。 

5. 本中心有權取消已租借之營期，已繳交之費用必獲發還。 

6. 本中心為持牌賓館，根據旅館業條例(第 349章)簽發的牌照。 

7. 本中心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及團體活動個人意外保險。 

8. 各團體須申報個別參加者之健康狀況，以便中心作出安排。 

9. 更改申請 

9.1  如要更改營期，必須於入營前三十天或之前提出，否則需繳付額外行政費： 

9.1.1在營期十四天前所提出的更改，額外行政費為營費總額的 10%； 

9.1.2在營期十四天或之內所提出的更改，額外行政費為營費總額的 20%。 

9.2  如要增加人數，必須獲本中心職員確認及批核，並需即時繳付差額。 

9.3如要減少人數，必須於入營前三十天或之前提出，否則所繳之費用概不退還，必須支付申請表所申報人數之營

費，本中心並會按實際入營人數編配房間及安排膳食，以免浪費。 

9.4  如要更改活動項目，必須於入營前三十天或之前提出，否則除繳付相關之訓練費外，還需繳付額外行政費： 

9.4.1在營期十四天前所提出的更改，額外行政費為訓練費的 10%； 

9.4.2在營期十四天或之內所提出的更改，額外行政費為訓練費的 20%。 

9.5  批核與否、一切由本中心決定。 

10.惡劣天氣安排 

10.1 如入營前三小時，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或以上之訊號；又或三號颱風或以上之訊號，則該次營期予以取消， 

  申請人/團體可於兩星期內致電本中心辦理六個月內的延期手續； 

10.2   如入營前三小時，天文台卸下紅色、黑色暴雨及/或 8號颱風訊號，申請人/團體必須照常入營，否則作自動放 

  棄，已交的費用概不退還； 

10.3   活動進行期間，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黃色暴雨或以上訊號，並且正影響活動地區；又或發出三號颱風或以 

    上之訊號，營友必須停止一切戶外活動，留在室內安全的地方，並遵守本中心所作出的指示； 

10.4 當 3號颱風訊號生效，天文台預測將改發更高颱風訊號時，所有團體必須離營。因特別情況(如外地交流團)仍 

      留在營地，本中心恕難提供膳食，一切安全由申請人/團體負責，另必須填寫同意書； 

10.5 船上歷奇訓練因遇上惡劣天氣或船長因應當時海上情況而不能進行，本中心將會退還該項目總額的 50%費用 

     或改為其他訓練項目取代，申請人/團體亦可申請延期。取消與否，一概由船長決定，有關退款詳情可致電本 

     中心查詢。 

11.入營時間及手續 

11.1 
 
 

 

 

 

11.2  若所填報的資料與實際情況不相符，本中心有權不辦理入營手續，或作出合理的處理，如：補交營費差額外、 

   收取行政費等； 
11.3    凡參加水上歷奇項目，入營前，請將領隊及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傳真或電郵至本中心。 

12.營舍守則 

12.1 除特別安排外，飯堂膳食時間：早餐 8:30am、午餐 12:00noon、晚餐 6:00pm，愈時不候，敬請準時； 

12.2 營友於膳食後需清理餐具及場地等之工作； 

12.3 所有團體活動必須於晚上 10：00 pm 停止，並請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人仕； 

12.4 在本中心範圍內，營友必須衣著整齊，禁止不雅之行為； 

12.5 請保護環境，愛惜公物，小心防火，保持地方清潔，節約用電；每次離開房間或活動場地，須關掉所有電燈、 

風扇及冷氣機等電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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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營友之財物及自身安全應自行負責；一切天災或人為之疏忽，或未獲本中心指示和批准下所進行的一切活動 

所造成之傷亡，本中心恕不負責； 

12.7 嚴禁在本中心內進行違法之行為，如屢勸不聽，本中心有權要求該等營友或團體離營，又或交由警方處理； 

12.8 宿舍分男、女房間，休息期間，營友需留在所屬的房間內； 

12.9 若有探訪者到訪，必須獲中心批准，方可在營地內逗留； 

12.10 在訓練中，本中心會進行拍攝或攝錄，並會上載於網頁及 facebook 以供參加者欣賞，如不同意請向當值教練 

示意。所獲的相片，絕不作商業用途； 

12.11 本中心保留『申請須知』的增刪修訂及最終解釋權而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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