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 9 至至至至 11 樓樓樓樓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借用借用借用借用 

    

      

  新修訂之「香港童軍中心 9 至 11 樓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將於 

2015 年 5 月 1 日實施，並同時推出自助飲品套包服務。有關詳情可參閱夾

附之「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童軍單位）」及「場地借用收費」。 

  此外，適用於不同單位／機構的「香港童軍中心 9 至 11 樓場地借用條

款 及 使 用 守 則 」 及 「 場 地 借 用 收 費 」 亦 已 上 載 於 本 會 網 頁

http://www.scout.org.hk，以供參閱。倘有查詢，請致電 2957 6380 與產業署

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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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 9 至至至至 11 樓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樓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樓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樓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童軍單位童軍單位童軍單位童軍單位））））    
 

（（（（一一一一））））須知須知須知須知    
(1) 場地開放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特定假日暫停借用） 

(2) 申請查詢：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1025 室香港童軍總會產業署 

   電話：2957 6380  傳真：2302 1006 

(3) 提交蓋上童軍單位印章的借用場地申請表[EST-01]予產業署，本署收到申請後回覆是否接受借用申請。 

(4) 借用者如需改動傢俬位置，須於使用場地 7 天前向產業署提交有關平面圖。 

 

（（（（二二二二））））繳費繳費繳費繳費 

(1) 單位須於申請獲批准後 14 天內繳交場地借用費的 50%作訂金，餘款亦須於使用場地日的
30 天前繳清。如未能如期繳付訂金及／或餘款，有關申請會被作廢，已繳付之訂金及╱或餘款將不獲退還，毋須另行通知。 

(2) 如使用場地的首日與申請獲批准的日期相隔不足 44 天，單位須於申請獲批准後兩天內親臨產業署清繳所有費用。 

(3) 取消借用場地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視乎通知日期以釐定可退回之金額及╱或罰款，撮要如下： 通知取消借用場地* 罰款 餘額（如有） 多於 60 天前 不適用 可申請退款 

31 至 60 天前 訂金之 50% 少於 31 天前 
全數款額 （包括訂金及餘額） 

－ 
  * 以使用場地首日計 地域及區舉辦之訓練班如因報名人數不足及於使用場地首日前的 31 至 60 天內提出取消借用場地，並提交相關資料，可獲考慮豁免罰款。    

(4) 如以劃線支票繳費，抬頭請寫「香港童軍總會」。(註：不接受期票) 

(5) 如因天氣惡劣即香港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以致場地關閉，有關安排請參閱借用場地的惡劣天氣指引。 

(6) 本會在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有權取消任何已接受之借用申請，有關已繳之款額將全數退還借用者，本會毋須承擔因取消借用場地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7) 如借用者及使用者未能遵守本會所訂之條款及借用守則，本會有權終止其借用，已繳之款額概不退還。 

 

（（（（三三三三））））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1) 不得分借或轉借予其他機構、團體或人士。 

(2) 不可作為非法用途，須按批准之用途使用場地。 

(3) 如塗污或損毀場地、傢俬或設施等，須賠償還原之費用。 

(4) 使用人數不得超出場地設施之限定人數。 

(5) 未經許可不得隨處擺放或張貼指示、通告或任何宣傳單張等，如有發現將被移除不另通知。 

(6) 本會概不負責借用者及使用者於使用場地期間所引致的身體損傷或財物損失。 （續下頁）  

應用於 2015年 5月 1日起接受之申請 



  (version 15/4/2015 w.e.f. 1/5/2015) 

  

 （接上頁）  
（（（（三三三三））））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守則守則守則守則（續） 

(7) 借用者及使用者不得將本會之地址及電話作為通訊、聯絡、註冊及詢問之用途。 

(8) 各單位不可用其單位名義代其他單位或外界機構預留場地。 

(9) 本會有權進入任何正舉行活動之借用場地，了解該活動之用途，若發現與借用場地申請表所述用途不符（例如以童軍單位名義借用場地作非童軍活動），本會有權終止借用場地及╱或向借用者徵收有關之額外收費差額。 

 

（（（（四四四四））））飲食飲食飲食飲食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1) 

 

如自備茶點及／或使用到會服務，有關單位須在借用場地申請表 [EST-01] 之「飲食欄」內註明（包括飲食承辦商名稱）。 

 如茶點及／或到會服務須在中心範圍內進行加熱或加工，有關單位必須在借用場地申請表 

[EST-01] 之「飲食欄」內詳列有關資料包括加熱／加工方式以作申請，經本署審核及批准後方可進行。 

(2) 不可在場地飲用含酒精的飲品。如因活動內容（例如調酒班、典禮之祝酒儀式等）或其他特別理由而須牽涉酒精飲品，必須在借用場地申請表 [EST-01] 之「其他需求欄」內列明需求、原因及安排等資料，本會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及審批。 

(3) 如在場地獲審批後才就飲食安排提出申請，將不予以考慮。 

(4) 如需使用 1105 及 1106 室外空地，必須事先申請。 

(5) 只可在經批准的場地內進行飲食。 

(6) 如茶點或到會服務須預早在借用場地內安排／放置，其所需時間必須包括在借用時段之內。 

(7) 須按批准使用時間準時交還場地，單位在交還場地時必須已妥善清理場地，把垃圾放入垃圾箱及／或垃圾袋內，並搬走帶來的物資。如場地整潔不符理想，本署會按情況向有關單位收取清潔費用。 

(8) 如有違反上述守則，本署有權即時停止有關飲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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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香港童軍中心 9 至至至至 11 樓場地借用收費樓場地借用收費樓場地借用收費樓場地借用收費（（（（童軍單位童軍單位童軍單位童軍單位））））        
((((一一一一))))     場地設施收費場地設施收費場地設施收費場地設施收費    

房號房號房號房號    
最高容納最高容納最高容納最高容納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    

每小時收費每小時收費每小時收費每小時收費    (HK$)    特惠特惠特惠特惠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HK$)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    非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    

901 40 780 140 100 700 

902 30 470 90 60 450 

924 60 930 150 110 750 

1030 70 1,150 200 140 1,000 

1101 30 560 100 70 500 

1104 70 1,800 310 210 1,550 

1105 60 900 150 110 750 

1106 150 1,800 310 210 1,550 

1107 40 700 130 90 650 

1109 70 1,060 230 160 1,150 

1114 70 1,000 220 150 1,100 

 

房間房間房間房間    
最高容納最高容納最高容納最高容納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HKHKHKHK$)$)$)$)    

個別時段個別時段個別時段個別時段    相連時段相連時段相連時段相連時段

(1)    

相連時段相連時段相連時段相連時段

(2)    

全日全日全日全日    

1031 
(10樓會議廳) 

26 1,500 

0830-1230 4,500 
7,000 

 

12,000 1230-1730 4,500 
9,000 

1830-2230 6,500   
    
((((二二二二))))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及附加及附加及附加及附加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套每套每套每套））））    3小時或以上定額收費小時或以上定額收費小時或以上定額收費小時或以上定額收費（（（（每套每套每套每套））））    

液晶體投射機 HK$100 HK$300 

實物投影機 HK$100 HK$300 

自助飲品套包(每套) HK$300 

 

註： (1) 非繁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0800-1800）及星期六（0800-1300）；公眾假期除外  (2) 每次借用最少收取 2 小時收費;童軍特惠收費供連續 8 小時使用  (3) 最高容納人數以講座擺設計算（10 樓會議廳以會議型式擺設）  (4) 1104 室為訓練中心，內設 1 間職員室及 4 間小組討論室  (5) 1105 室及 1106 室（集會堂）可相連使用  (6) 10 樓會議廳另設影音控制室及配備即時傳譯系統  (7) 場地收費為照明及空調費用，已包括基本器材：擴音系統、活頁板、白板、冷熱水機 
註： (1) 器材借用時間與場地借用時間一致  (2) 借用液晶體投射機時，需要自備手提電腦  (3) 實物投影機需配合液晶體投射機運用，有關收費不包括使用液晶體投射機  (4) 每套自助飲品套包內包括 3 合 1 咖啡(20 包)、3 合 1 奶茶(20 包)及中國茶(25 包)    

應用於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接受之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