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  

康體設施租訂程序  

 

本租訂程序適用於租訂收費設施，包括室內運動場、足球場、壁球場、乒乓球桌、網球場、保

齡球場、羽毛球場、練習場、舞蹈室及教學室。 

開放時間 

2. 康體設施會於指定時間開放給會員使用。至於設施使用時間則以每節、每小時或每半小時計

算。各類康體設施的開放時間及其有關節數的時段／時間一覽表載於附件 A。 

租訂類別 

3. 預訂康體設施可分為以下類別： 

 

(a) 紀律部門團體預訂； 

(b) 紀律部門的屬會預訂； 

(c) 個人在用場前七天內預訂；以及 

(d) 即場租用。 

 

4. 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保留權利，可拒絕接納任何申請或取消已覆實的預訂而無須事先通

知申請人／租用人。這項決定須由執行委員會作出，而有關決定和理由須妥為記錄。 

團體預訂 

5. 以下活動／機構可提出團體預訂申請： 

 

(a) 各政府紀律部門 

 

一般來說，七個政府紀律部門主辦的活動在預訂設施方面會獲最優先處理，最早可在用

場前 3 個月預訂康體設施。有關部門計為： 

(i) 香港海關 

(ii) 懲教署 

(iii) 消防處 

(iv) 政府飛行服務隊 

(v) 香港警務處 

(vi) 入境事務處 

(vii) 廉政公署 

 

 



(b) 各政府紀律部門的屬會 

 

七個政府紀律部門轄下的屬會所推廣或主辦的賽事、錦標賽、聯賽、訓練活動或任何其

他一般康體活動，最早可在用場前一個月預訂康體設施。所有屬會必須獲執行委員會同

意及批准，才可優先預訂設施。 

優先使用者 

6. 團體預訂康體設施安排的分配優先次序如下： 

 

(a) 七個政府紀律部門主辦的錦標賽、聯賽和訓練活動； 

 

(b) 各政府紀律部門的屬會主辦的錦標賽、聯賽和訓練活動； 

限額 

7. 處理團體預訂設施的申請時，一般須遵從下列條件： 

 

(a) 在繁忙時段(註 1 )，團體預訂的時數只可佔每日繁忙時段總時數的一半，而每個場地的團體

預訂設施數目，在任何時間都不應超過該項設施總數的一半。後者並不適用於場地內總

數只得一個的設施； 

 

(b) 在非繁忙時段(註 2 )，團體預訂設施的限額須由會所經理根據場地的使用模式釐定，而團體

預訂的設施數目，不應超過該類設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及 

 

(c) 如須租用整項同類設施(例如：整個主場館)舉辦活動，申請必須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如(i)

涉及在繁忙時段租用整項同類設施；或(ii)須連續長期租用設施，會所經理須徵詢執行委

員會的意見及／或提交其批准。行使酌情決定權的過程和理據須記錄在有關的租訂設施

檔案內。 

 

足球場： 

 

(d) 足球場通常每月有 156 節可供租用。 

 

(e) 會所經理可視乎草地情況和區內需求，酌情決定調整每月可供租用的節數。 

 

 

 

壁球場： 

 

(f) 團體預訂的節數通常並無限額。會所經理可視乎情況，全權酌情決定如何編配設施。 

 

8. 如遇需放寬繁忙時段團體預訂的限額（即超過每月總時數的一半）的情況，必須提供充分理

由，並由會所經理提交有關的申請予執行委員會批准。 

 

                                                 
註1  繁忙和非繁忙時段所指的時間以執行委員會當時所定為準，而有關定義可視乎需要修訂。 

 



9. 至於受歡迎的設施，如同一段節收到超過一份預訂申請，場地經理可參考以往的使用模式後，

決定是否需要就每名優先使用者設定租用有關設施／場地的限額。此舉可防止受歡迎的設施被

同一優先使用者壟斷。場地經理可與各有關的優先使用者磋商，釐定各方均可接受的限額，長

遠滿足他們的預訂需求。這類限額須記錄在有關的租訂設施檔案內。 

 

團體預訂的申請程序 

10. 申請人須填妥載於附件 B 的申請表，按下述預訂設施時間，在遞交申請的限期前，把團體預訂

康體設施的申請表送達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在特殊情況下，會所經理可酌情決定更改

遞交申請的最後限期。遞交申請的限期如下： 

 

(a) 各政府紀律部門的活動申請 

 

預訂申請須於三個月前提出（例如：預訂二零一八年七月的段節，須於同年四月一日至

三十日期間把申請送達有關訂場處），而申請人須在租用期開始前兩個月付款作實。 

 

申請人須最遲在租用期開始前兩星期提交擬議活動的編排和詳情。 

 

(b) 各政府紀律部門的屬會的活動申請 

 

預訂申請須於一個月前提出（例如：預訂二零一八年五月的段節，須於同年四月一日至

三十日期間把申請送達有關訂場處），而申請人須在租用期開始前兩星期前付款作實。 

 

 

11. 一般來說，團體預訂申請會根據申請人的優先次序和相關申請時間表處理。如同一段節收到超

過一份預訂申請，而申請人的優先次序相同，可由會所主任安排申請人進行磋商。如未能通過

磋商／折衷辦法解決，則會在每月十號或該日之後的下一個工作天，以抽籤方式分配段節。抽

籤程序詳載於附件 C。 

 

批准申請 

12. 所有團體預訂申請必須經會所經理或更高職級的人員批准。 

個人預訂的申請程序 

13. 會員可以個人名義，預訂申請未有團體預訂的段節。 

 

(a)     用場前七天內預訂 

 

會員可於用場前七天內（包括預訂當天）預訂未有團體及個人預訂的段節（即於某月一

號可預訂當天至該月七號的段節）。預訂設施的人士可親身前往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

會的訂場處，或致電訂場處電話（電話：2830  7733）預訂設施。預訂申請以先到先得方式

處理。每名租用人每次只可預訂最多兩節同類設施(繁忙時間為一小時)。 

 

 

(i) 在訂場櫃檯預訂設施 



 

租用人在訂場處預訂設施時，必須親自出示有效會員證的正本，以及資格證明（如

有需要）。每名會員每日只可預訂最多兩個用場許可證及／或兩小時的設施(繁忙時

間為一小時)。 

 

(ii) 電話預訂 

 

每名租用人每次使用電話預訂，可預訂最多兩小時(繁忙時間為一小時)的設施。 

 

租用人最遲可在用場日期當日或之前付款，否則有關預訂會自動失效，而所預訂的

時間／段節會重新供其他人預訂。租用人必須親自在開放時間內，到訂場櫃檯，就

預訂時間／段節繳付租用費和領取用場許可證／確認通知書，以資作實。 

 

(iii)  租用人必須親自在使用設施時到訂場處取場。 

即場租用 

14. 未被預訂的段節／時間可供即場租用。 

付款方法 

15. 租用人如在訂場櫃檯預訂設施，必須即時在訂場處以現金付款作實。如屬團體預訂，須在用場

日期前至少十個工作天以現金付款作實，以便結算；如以電話預訂設施，最遲須在用場當日付

款。 

康體設施的其他用途 

16. 有關使用康體設施進行已指定／准許體育活動的申請，通常會獲優先處理。如屬多用途設施

（例如體育館的主場和活動室），則所有體育活動均視作指定用途，並無優次之分。至於使用

設施舉行非指定活動的申請，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在此情況下，須依據處理非指定用途申請

的程序辦理。 

租用費 

17. 使用康體設施均須預先繳付規定的租用費，而執行委員會會不時修訂這些收費。如租用人取消

已預訂的段節或沒有使用預訂的段節，所繳的租用費會被沒收。 

補場 

18. 在天文台發出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時，康體設施即會關閉。管理人員也可基於安全或運作理

由，在認為有關設施不宜開放給會員使用時，酌情決定關閉設施。為保持草地質素，草地足球

場會在下述情況下關閉： 

 

(a) 天文台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訊號； 

 

(b) 球場表面超過一半範圍積存雨水，而且積水未能於球場開放予會員使用前一小時內排

走； 



 

(c) 球場泥土外露部分超過一半範圍因大雨或持續下雨而變成泥濘，非常濕滑，危及使用者

的安全； 

 

(d) 有重要活動即將舉行，但時間不足以讓草地修復；以及 

 

(e) 場地主管人員實地詳細視察後，基於安全或草地保養理由，認為球場不宜使用。如遇此

情況，場地主管人員在關閉有關球場前，須先徵詢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意見並徵求其批

准。 

 

19. 在一般情況下，租用人如申請更改已覆實的預訂時間，將視作取消預訂，所繳費用會被沒收。

不過，如租用人提出充分理由，會所經理可行使酌情決定權，准許更改已覆實的預訂時間。儘

管有上述規定，如已覆實的預訂時間是在 8 號預警發出後的兩小時內，又或如管理人員基於惡

劣天氣或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而須取消已覆實的預訂，則會安排另一個雙方均接納的日期和時

間作補場，但補場日期必須在原本用場日期起計 15天內。 

 

(a) 如租用人使用設施的時間少於所預訂時間／段節的一半，而設施又因未能預見的情況

（例如惡劣天氣）而須暫時關閉，租用人才會獲安排補場。如租用人使用設施超過半節

的時間，則不會獲安排補場。 

 

(b) 租用人須親自或委派代表到訂場櫃檯辦理補場手續，並出示用場許可證和租用人的身份

證明文件資料。在原本用場日期 15天後提出的申請概不受理。  

 

(c) 如原本預訂的時間／段節屬非繁忙時段(註 2)，須安排在同一場地其他日期的非繁忙時段補

場。如原本預訂的時間／段節屬繁忙時段，則可安排在繁忙或非繁忙時段補場。 

 

(d) 如未能安排雙方同意的補場日期和時間，租用人可申請全數退還款項。租用人須在 30 天

內（包括原本用場當天）申請退款。 

退款 

20. 在下述情況下，退款申請通常會獲考慮： 

 

(a) 全數退還款項（適用於完全沒有使用預訂設施／段節的情況） 

 

(i) 場地因惡劣天氣而關閉； 

(ii) 預訂的時間／段節在 8 號預警發出後兩小時內； 

(iii) 場地因緊急維修保養而關閉； 

(iv) 因會所出錯而導致雙重預訂； 

(v) 未能安排補場；以及 

(vi) 會所經理認為可接納的任何其他充分理由。 

 

(b) 退還部分款項 

 

(i) 因補場安排而導致租用費有差異； 

(ii) 預訂的時間／段節在發出 8 號預警後兩小時內；以及 

(iii) 會所經理認為可接納的任何其他充分理由。 

                                                 
註 2
  繁忙和非繁忙時段所指的時間以當時所定為準，而有關定義可視乎需要修訂。 

 



取消預訂 

21. 除非實屬必要，而租用人又提出有力和充分的理由，否則團體預訂的租用人不得取消已覆實的

預訂。如要取消預訂，必須在用場日期前最少 20天通知會所主任。 

 

22. 個人預訂的租用人如未能使用預訂段節，必須在用場日期前最少一天通知會所取消預訂，並不

接受轉換其他會員號碼。 

一般使用條件 

23. 所有康體設施的使用者均須遵守載於附件 D的「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設施使用條件」。 

優先使用者違反使用條件 

24. 如任何優先使用者未能遵守或履行本租訂程序所載的使用條件的任何規定，場地主管人員可拒

絕讓其使用設施，或無須發出任何通知而取消已覆實的預訂，或即時終止已租訂設施的全部或

部分租用權。優先使用者已向會所繳付的任何費用可能不獲發還，會所有權就因該違規事項而

蒙受的任何損失，從優先使用者已繳付的費用中扣取所涉及的款項或向其提出申索。 

 

25. 除非有合理解釋，否則，如優先使用者違反本租訂程序所載使用條件的任何規定，本會所將向

其發出違規通知書。任何優先使用者如在第一封違規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 12個月內，兩次接獲

違規通知書，其優先預訂康體設施的資格會被暫停六個月。在優先訂場資格暫停期間，有關的

優先使用者提出的團體預訂申請將不獲接納。會所經理須把暫停優先訂場資格的個案提交執行

委員會批准。 

 

26. 優先使用者如對所受的懲處有異議，可在懲處通知發出日期起計 14 天內，就會所的決定以書

面提出上訴，並詳述理由。執行委員會會在審議上訴個案後提交建議，由執行委員會主席作最

終決定。 

其他租用人違反使用條件 

27. 如任何人士違反設施使用條件，場地主管人員可拒絕讓其使用有關設施。如有爭議，場地主管

人員須向執行委員會主席徵詢意見，以決定將採取的行動。 

 

 

 

 

 

 

 

 

 

 

 

 

 

 

二零一八年九月 

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附件D 

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 

康樂及體育設施使用條件 

一般條件 

1. 所有租用人／使用者均須遵守設施管理人員給予的任何指示。 

2. 用場許可證／批准信不得轉讓。租用人必須於所租訂段節在場使用設施。使用設施前，租用人必須

在登記櫃檯出示有效的用場許可證／批准信，以及租訂設施時登記用的身份證明文件的正本和認可資

格證明（如有需要），以供查核和登記。一般而言，租用人可在租訂段節開始前15分鐘登記取場，並

可一次過登記所有已租訂的相連段節。場地管理人員可視乎運作需要和實際情況而調整登記時間。如

證實租用人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或可暫停其租訂體育設施資格。 

3. 認可身份證明文件包括會員證（唯普通會員、家屬會員及退休會員方可預訂設施）。 

4. 除非事先獲得管理人員批准，否則所租訂設施只可作其指定用途。申請人如擬使用設施進行其他活

動，須在租訂設施前徵詢場地管理人員的意見，並徵得其同意。未經事先同意，管理人員可拒絕租用

人在用場時把設施作其他用途。 

5. 所有使用者均須穿着合適的服裝和運動鞋，並須使用合適的器材、所需保護裝備，以及遵守有關運

動／活動的所有安全規則和使用條件。 

6. 在租訂段節內，租用人須應場地管理人員的要求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7. 活動範圍內不准飲食，體育場地內嚴禁吸煙。 

8. 所租訂段節／時間結束後，所有使用者必須離開活動範圍，並須同時交還一切租用／借用的器材。 

9. 在天文台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後，康樂及體育設施即會關閉。管理人員如認為基於安全或運

作理由不宜開放設施以供使用，亦可酌情關閉有關設施。 

10. 如租訂設施的團體沒有取場或充分使用設施而又未能提供合理解釋，並曾違反設施的租訂安排和

使用條件，會所可向其發出違規通知書，並且保留權利，可拒絕該團體日後的租訂申請及取消該團體

所有已租訂的段節。 

11. 租用人如無法取場，須於用場日期前最少一天通知會取消預訂。不論是取消預訂還是沒有取場，

租用人已繳的費用均會被沒收。 

12. 在一般情況下，如租用人申請更改已作實的租訂時間，將視作取消租訂，已繳費用會被沒收。 

 

13. 如管理人員根據使用條件第9條的規定，基於惡劣天氣或任何無法預知的情況而取消已作實的租

訂，租用人可申請補場或就未能使用的段節申請退款。不過，管理人員並不保證有合適段節可供補場

之用，原因包括但不限於須進行已預先安排的維修工程、有關設施當時的訂場情況或任何其他情況。

如沒有合適段節可供補場，管理人員會安排退款。租用人須在30天內（包括原本用場當日）申請退

款。在取消段節並安排補場之後，已取消的段節不得再供預訂。 

14. 使用設施期間，如設施遭到任何損壞，租用人須負責支付修理費用；如有任何設備、器具、裝置

或其他財物遭到損壞或損毀（正常損耗除外）、偷竊或被移走，租用人亦須支付修理、修復或重新購

置有關物品的費用。 

15. 如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受傷，或有設施遭到損壞，必須即時向管理人員報告。 



16. 除非獲得會所書面批准，否則，申請人無論是活動的唯一主辦人還是合辦人，均須負責活動的所

有行政工作（包括招收參加者、報名、宣傳、收費、招聘員工等），才可享有優先租訂的權利。 

17. 如租用人或獲其授權的任何人士在使用康樂及體育設施時，因租用人本身或獲其授權人士的疏忽

而引起或引致任何人士死亡、受傷、蒙受損失或損害，以致有關人士向會所提出訴訟、申索及要求，

租用人須對會所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有關彌償負上全責。 

18. 如任何人士不遵守使用條件，會所可拒絕其使用有關設施。 

19. 視乎場地用途／活動性質，管理人員可基於公眾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考慮因素，規定所租訂設施的

使用者人數上限。 

20. 會所保留權利，可拒絕／取消租訂安排而無須事先通知申請人／租用人，並可限制進入場地的使

用者及／或觀眾的人數，或以衛生理由或任何其他理由拒絕任何人進場，以及／或加入其他有關使用

康樂及體育設施的條件。 

 

適用於特定設施的其他條件 

舞蹈室／活動室 

21. 鑑於活動室可作多種用途，申請人在租訂活動室前，須就擬舉行的高安全風險活動（例如自由搏

擊或有激烈身體接觸的運動）、可能損壞設施的活動，以及需要設置任何臨時構築物等活動，徵得場

地管理人員的同意。 

 

戶外設施 

22. 如屬團體預訂，租用人必須確保活動所產生的噪音維持在合理的低水平，以免對鄰近居民造成不

必要的騷擾。如場地在租用人所租用的時段內產生的噪音滋擾引起任何索償和法律責任，租用人須對

會所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有關彌償負上全責。為盡量減低噪音對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影響，建

議採取以下措施： 

 

(a) 舞台(或揚聲器)不應面向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b) 使用一組小功率揚聲器代替數個大功率揚聲器； 

(c) 使用導向揚聲器，其安裝位置應面向觀眾並遠離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以及 

(d) 提供有專人接聽的投訴熱線(不得使用電話錄音)，一旦接獲附近居民的投訴或由其他各方轉達的投

訴，可立即採取行動減低噪音。 

23. 如租用人沒有遵守或依從使用條件第22條的規定或會所請其減低活動所發出的噪音的勸喻，會所

可考慮日後不再接納該租用人預訂同類設施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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