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伸手助人協會 

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津助性營期 訂營申請表 
 

＊填表前，請先細閱申請細則及注意事項＊ 

請用正楷請寫此表格，並於適當空格內加上 「✓」號 

(一) 申請者資料【團體申請者請填第 (1) 項、個人申請者請填第 (2) 項】 

 (1) 團體申請 

  團體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活動負責人姓名：       職位：    

身份證號碼（      ）：     XX(X)  聯絡電話：      

(2) 個人申請【必須為 i) 55 歲或以上 ii) 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之人士，中心會於入營時查閱申請

者之身份證明文件，如不符合申請資格將不能入營，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申請人必須留宿營內） 

  申請者姓名：       電話：       

  「耆趣俱樂部」會員號碼（如適用）：       

  非「耆趣俱樂部」會員請填寫以下資料： 

  年齡：    身份證號碼（      ）：     XX(X)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關係：    電話：      
 

(二) 擬訂營期 

□ 日 營（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 宿 營（下午 2:30 至翌日下午 1:30） 

□ 黃昏營（下午 2:30 至晚上 9:00） 

  第一選擇：     （星期  ） 至      （星期  ） 

  第二選擇：     （星期  ） 至      （星期  ） 
 

(三) 擬訂營位 

【1：4 比例（一位年滿 55 歲或殘疾人士，最多可攜同四位不足 55 歲或非殘疾人士入營）】 

 
(四) 交通費用 

【只限個人申請入營及離營，來回馬鞍山公園每位收費 $8】 

(1) 申請入營人數：       人 

(2) 營友類別： 長者 55 歲或以上     人 殘疾  殘疾人士     人 

  54 歲或以下     人 人士 非殘疾人士     人 

(3) 輪椅使用者    人（如適用） 

 飯桌以每 8 人一圍，輪椅桌每 6 人一圍，如有需要請註明：輪椅桌      圍 

宿營申請者請填寫第 (4) 項 

(4) 租用房間： 4 人房        間 

 2 人房        間（兩間 2 人房共用一個浴廁） 

 2 加床            間（只限於 4 人房加床，每房間只限加 1 張床） 

（請繼續填寫後頁） 
預訂人數：$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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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英文字母 
及其後 4 個數字 

請填寫英文字母 
及其後 4 個數字 

 



(五) 膳食服務【如欲將膳食更改為燒烤餐或另加小菜，請填寫此部份】 

 □  燒烤餐 （每人另加 $28）         人（最少 4 人） 

 □  加糖水 （每人另加 $8）          人 

 □  加小菜（以每圍計算，小菜類別請參閱膳食服務簡介）【*請刪去不適用者】 

    日期：     *午 ／ 晚 餐 菜名：      圍 

            *午 ／ 晚 餐 菜名：      圍 

            *午 ／ 晚 餐 菜名：      圍 
 
申請細則： 

1. 中心設有四人客房 26 間，二人客房 23 間，能容納營友 150 人，加床後（於四人客房內加床一張）最多能容納營友

176 人。 

2. 個人申請者必須為年滿 55 歲或以上，或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之香港居民。所有入營人士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身

份證。 

3. 中心必須執行 1：4 之人數比例，即一位年滿 55 歲或殘疾人士，最多可攜同四位不足 55 歲或非殘疾人士入營（1 歲

以下嬰兒不計算在內及免收費用，但需於入營時攜帶有效之證明文件）。如當日入營人數超出 1：4 之比例，中心有權

拒絕不足 55 歲或非殘疾人士入營，或向超出比例之不足 55 歲及非殘疾人士收取雙倍費用及行政費 $200
而不需另行通知。若入營人數較申請人數多，中心有權拒絕多出之人數入營，或向多出之人數收取雙倍營費及
行政費 $200。 

4. 申請人/團體可於 3 個月前申請，中心於 2 個月前抽籤；即如欲申請 8 月份營期，申請人/團體可於 5 月或之前遞交表

格，中心將於 6 月初抽籤，然後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申請人/團體申請成功與否。至於 2 個月內之營期，可致電中心查

詢，並將填妥之申請表傳真或電郵到中心；一星期內之營期恕不接受申請。 

5. 中心在處理編配及抽籤時，將會優先處理大部份參加者為 55 歲或以上長者的申請。 

6. 宿營申請最多可申請兩個星期，同時離營後方可再次申請新的宿營營期。 

7. 每一份申請表的兩個選擇必須在同一月份內，如在不同月份，請用另表申請。 

8. 請填妥本表格連同回郵信封（約 2310 厘米）寄回樟木頭北年華路，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收，或電郵

至 bookcamp@helpinghand.org.hk。 

9. 中心不設泊車位。 

10. 本表格內所有資料，只作申請營期之用，除本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給其他人士。 

11. 中心有權增刪以上內容而不需另行通知，並保留一切執行之權利。 
 

繳費及增刪營期 注意事項： 

1. 繳交訂金：抽籤後，中心將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申請者中籤與否；申請者收到發票後，需於繳費限期前（繳費限期定為

開發票後 25 日）繳交 50%的訂金，逾期繳交者作放棄論。支票抬頭請寫：「伸手助人協會」。 

2. 繳交餘款：最遲於營期前 30 日繳交餘下的費用，逾期繳交者作放棄論，訂金將不獲退還。 

3. 延期繳費：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費，需以書面申請延期。 

4. 更改營期：需於營期前 30 日以書面申請。改期以一次為限，之後不能再作更改。 

5. 增加營位或更改膳食服務：最遲可於營期前 7 日增加營位或更改膳食服務，但以一次為限，之後任何更改則每次收取

行政費 $200，增加營位或膳食需即時繳費，並以繳費作實。 

6. 減少營位：需於營期前 30 日以書面申請，但以一次為限，所減少營位之訂金將不獲退還；如未能於 30 日前申請，則

不能減少營位，申請者必須全數繳交預訂營位費用。 

7. 取消營期：如參加者自行取消或缺席，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 

8. 若申請一個月內之營期，落實營位後不可減少，申請者需入營前 10 日繳交全費。逾期繳交者作放棄論。 
 

⚫ 本團體 ／ 本人證明以上資料均屬正確； 

⚫ 本團體 ／ 本人已詳閱本申請表內的「申請細則」及「繳費及增刪營期注意事項」，並清楚明白

其中內容及願意遵守。 

 

 

 

 

 

 

訂營申請表（續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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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印鑑 

負責人簽署：      

 

申請日期：      

中心填寫 

已安排營期： 

營費 $ 

膳費 $ 

交通費 $ 

 其他 $ 

合共 $ 

檔案編號： 

支票號碼： 

發票編號： 

收據編號： 

 



伸手助人協會 

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津助性營期 收費表 

 日營／黃昏營 宿營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星期日晚至星期五晚 星期六晚及公眾假期前夕 

費用 每位 $46 每位 $57 每位 $133 每位 $160 

入營及離營 

時間 

日 營：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黃昏營：下午 2:30 至晚上 9:00 

第一日下午 2:30 至翌日下午 1:30 

膳食 日營費用包括午餐 

黃昏營費用包括晚餐 

費用包括第一天晚餐及第二天早、午餐 

備註  1. 每房間所入住的人數不得超出房間床位數目 

2. 若入住房間人數少於房間床數，需補回差價 

3. 每個床位 平日：$ 75  假日：$ 102 
   

車費 

只限個人申請：入營及離營 

馬鞍山公園正門前 ←→ 度假中心 

每位來回車費 $8，大小同價 

 入營車輛開出時間 離營車輛開出時間 

日營 上午 10:00 下午 4:15 

宿營 下午 2:00 下午 1:45 
 

膳食服務簡介 

(1) 中心自設飯堂，供應營友所需膳食，午餐、晚餐均提供四餸一湯，每 8 人一圍，輪椅桌則是 6 人

一圍。中心亦設有糖水及燒烤，營友必需在訂營時一併申請。膳食時間將會按照當日入營人數而

安排。 

 中心內人數少於 120 人 

 早餐 午餐 晚餐 燒烤 糖水 

只需一輪 8:00 12:30 18:00 11:30 或 17:30 20:30 

 中心內人數超過 120 人 

 早餐 午餐 晚餐 燒烤 糖水 

第一輪 

第二輪 

8:00 

8:45 

11:30 

12:30 

17:30 

18:30 

11:30 或 17:30 20:30 

21:00 
 

(2) 午餐及晚餐設有另加小菜服務，如需預訂，請填報在「訂營申請表」內（最遲需於入營前一星期

預訂，中心會視乎當日情況，方能決定是否安排），收費如下： 
 

冬菇生菜 

羅漢上素 

干燒雜菌 

雜菜煲 

清蒸龍脷 

每碟 $70 

每碟 $70 

每碟 $80 

每煲 $80 

每條 $80 

粟米魚塊 

檸檬蒸烏頭 

京都骨 

燒鴨 

白切雞／豉油雞 

每碟 $90 

每條 $90 

每碟 $90 

半隻 $100（最少兩圍） 

每隻 $110 
 

(3) 中心設有小食部提供小食，包括春卷、多士、碗麵、爆谷、茶葉蛋、雞翼、冷熱飲品等。 

(4) 燒烤包：腸仔 2 條、丸類、粟米半條、番薯半個、雞全翼 2 只、豬扒 1 件、麵包 1 塊、罐裝飲品

1 罐及燒烤用品等（預訂燒烤，需最少 4 人）。日營的燒烤時間為上午 11:30 至下午 2:30，黃昏營

及宿營的燒烤時間為下午 5:30 至晚上 8:30。 

(5) 營友不得在中心範圍自備爐具生火煮食或燒烤。 

(6) 營友不得自攜熟食或燒烤食物、含酒精成份飲品入營。 

(7) 中心備有多款特別餐宴供團體選擇，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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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手助人協會 

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服務宗旨】 

伸手助人協會成立於一九七八年，為政府認可並專門提供長者服務的慈善團體。本會深信長者過去對社會貢獻良多，故應

受人尊重，樂享豐盛晚年。本會的宗旨乃盡量設法並迅速有效地滿足本港長者對住宿、護理及其他方面的需求。西貢樟木

頭老人度假中心乃由政府紀念金幣基金撥款八千萬港元興建，由伸手助人協會籌劃及管理，中心於一九九三年九月正式啟

用，每年經費由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中心座落於環境優美的西貢區，是專為本港長者而設的度假勝地。 

 

【服務目標】 

度假中心服務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寧靜舒適的地方，讓長者得以遠離繁囂，歡度假期。度假中心的具體服務目標是 

(1) 促進長者身心健康 

 透過不同主題活動，讓長者寓學習於娛樂、發揮潛能、提昇自我形象。 

(2) 發展成為體適能場地 

 利用營地設施為營友提供安全及有效的運動計劃，推動健康的生活模式。 

(3) 建立和諧共融社區 

 推廣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及接納，培養和諧共融的公民意識。 

(4) 推廣自然教育工作 

 利用中心的園林花草及週遭自然生態，加深營友對環保的認識 

及關注大自然的保育。 

(5) 發展成為護老支援站 

 透過適切的教育及訓練，提高社區人士及護老者對痴呆症的認識，並提供 

日間護理服務以紓緩護老者的壓力。 
 

【申請手續及細則】 請參閱「訂營申請表」 
 

【退出服務手續】 

(1) 所有訂營申請，如抽籤不中籤或不獲接納，中心將會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申請人/團體。申請人/團體可循正式的申請手

續再次申請。 

(2) 如因特殊情況，中心未能於營期當天安排已訂營位的申請人/團體入營，申請人/團體將獲退款或更改營期。 

(3) 如因颱風或暴雨警告信號懸掛而令營友不能入營，退款手續請參閱「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一項。 

 

【颱風及暴雨警告措施】 

(1) 日營入營措施 

如天文台在當天上午七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營友則毋須入營，所繳費用，中心將予

以發還；若懸掛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入營團體/長者可選擇延期，唯必須於上午九時正前通知中心，如收不到通知，

則作入營論。在上午七時前，以上風球或警告信號已除下，中心則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營，則作自動放棄論，所

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2) 黃昏營／宿營入營措施 

如天文台在當天正午十二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營友則毋須入營，所繳費用，中心將

予以發還；若懸掛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入營團體/長者可選擇延期，唯必須於正午十二時正前通知中心，如收不到通

知，則作入營論。如在正午十二時前，以上風球或警告信號已除下，中心則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營，則作自動放

棄論，所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3) 營友在入營後，如遇天文台宣佈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營友必須離營，當天費用將會實報

實銷。此外，如遇天氣變化，影響中心之正常運作，中心職員可根據當時情況而決定營友是否須離營。 

 

電話：2640 8810   傳真：2640 7990   網址：http://www.holidaycentre.org   電郵：bookcamp@helpinghan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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