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2 學年為「戶外教育營計劃」提供服務的營舍: 資料及費用表_(2022 年 1 月 3 日)
甲、

由非政府機構辦理的營舍

編號

營舍

營位數
目

每位營費 (括 號內是夏季營費)
聯絡資料
五日營

三日營

A1

^ 明愛賽馬會明暉營
https://www.caritas.org.hk/

150

$604

$313

A2

^ 明愛賽馬會愛暉營
https://www.caritas.org.hk/

N.A.

N.A

N.A

A3

明愛賽馬會小塘營
https://www.caritas.org.hk/

62

不適用

$290 (中學)

A4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烏溪沙青年新村
https://wks.ymca.org.hk

1,140

A5

^ 聯青社 - 青年會黃宜洲青年營
https://www.wyc.ymca.org.hk/

136

A6

^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
獅子會 - 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
https://jbc.ymca.org.hk

114

A7

^ 救世軍白普理營
https://www.salvationarmy.org.hk/ssd/bc/hk

108

A8

^ 救世軍馬灣青年營
https://www.salvationarmy.org.hk/ssd/mwc/hk

$984

全年

全年
$350

$664 ($724)

$332 ($362)

聯絡人: 黃秀華女士
電話: 2981 7872 傳真: 2981 8554
電郵: camp@caritas.org.hk

聯絡人: 陳嘉恩女士
電話: 2642 9420 傳真: 2640 1033
電郵: kayanchan@ymca.org.hk

$492

$700

因進行大維修，未能提供服
務。

https://wks.ymca.org.hk/zhhant/content/%E6%88%B6%
E5%A4%96%E6%95%99%
E8%82%B2%E7%87%9F

聯絡人: 湛國榮先生
電話: 2792 4516 傳真: 2792 3085
電郵: wyccamp@ymca.org.hk
聯絡人: 周浩華先生
電話: 2702 7292 傳真: 2701 9989
電郵: jbcamp@ymca.org.hk

4-10月

聯絡人: 何兆萍女士
電話: 2981 0383 傳真: 2986 8250
電郵: cscb.yfc@hkm.salvationarmy.org

40

A9

^ 大潭童軍中心
https://www.scout.org.hk

88

$860

$430

4-10月

聯絡人: 黎妙琳女士
電話: 2813 8150 傳真: 2813 7391
電郵: ttm@scout.org.hk

A10

^ 香港童軍總會洞梓童軍中心
https://www.scout.org.hk/tc/scout-units/campsites-facilities/camp-sites-activitycentres/index.html?id=2&sid=1

108

$620

$310

4-10月

聯絡人: 林業正先生
電話: 2665 8082 傳真: 2666 6191
電郵: ttz@scout.org.hk

A11

#^ 香港童軍總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https://www.scout.org.hk/chi

全年

聯絡人: 利致茵女士
電話: 2719 8979 傳真: 2358 2177
電郵: psw@scout.org.hk

68

營舍資料

冷氣開放

$288

$144

不適用

2021/22 學年為「戶外教育營計劃」提供服務的營舍: 資料及費用表_(2022 年 1 月 3 日)
A12

A13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
https://cmp.ywca.org.hk
^ 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
http://www.donboscocamp.org.hk

A14

^ 香港小童群益會 (白普理營)
https://camp.bgca.org.hk

A15

^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https://otc.hkfyg.org.hk

176

$788 ($880)

$394 ($440)

4-10月

聯絡人: 黃慕貞女士
電話: 2980 2321 傳真: 2980 2163
電郵: cmp@ywca.org.hk

126

$960 ($1,008)

$504 ($480)

4-10月

聯絡人: 劉惠玲女士
電話: 2981 0403 傳真: 2981 9813
電郵: info@donboscocamp.org.hk

4-10月

聯絡人: 陳浩基先生 / 楊嘉琪女士
電話: 2792 1409 / 2527 9121 (內線216)
傳真: 2792 6516
電郵: camp.info@bgca.org.hk

5-10月
(免費時
段15300800)

聯絡人: 林浩斌先生
電話: 2792 2727 / 2395 5676
傳真: 2792 6363
電郵: pan.lam@hkfyg.org.hk

144

$888 ($968)

$444 ($484)

$490 (中/小學)
460

$980
$630 (特殊學校)

* 香港青年協會南丫青年營
https://lyc.hkfyg.org.hk

30

不適用

$581 (中/小學)

不適用

聯絡人: 黃天華先生
電話: 2982 1929 傳真: 2664 4776
電郵: lyc@hkfyg.org.hk /
camp@hkfyg.org.hk

A17

宣道園
http://www.sdc.org.hk

18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A18

# ^ (大埔)YHA 白普理賽馬會大美督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70

A19

# ^ (大嶼山)YHA 昂平戴維斯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31

A20

# ^ (西貢)YHA 白沙澳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112

A21

# ^ (荃灣)YHA 施樂園大帽山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76

A22

# ^ (西貢)YHA 白普理堂赤徑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84

A23

# ^ (香港島)YHA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105

16

$584

暫停提供服務

$292

聯絡人: 葉達昌先生
全年
$440

$220

644

322

電話: 3728 3533

傳真: 3755 4383

電郵: group@y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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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葉達昌先生
A24

# ^ (九龍深水埗)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
https://www.yha.org.hk

80

$836

$418

全年

電話: 3728 3533

傳真: 3755 4383

電郵: group@yha.org.hk
A25

突破青年村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

180

不適用

$715

4-10月

聯絡人: 李智恆先生
電話: 2632 0248 傳真: 2632 0888
電郵: site@breakthrough.org.hk

A26

^ 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http://www.shaolincc.org.hk

64

$1,440

$760

全年

聯絡人: 彭一斐女士
電話: 2985 8338
傳真: 2517 0832
電郵: info@hkca.org.hk

A27

^ 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涌營
https://camp.hkpa.hk/camp/

30

A28

^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銀礦灣營
https://camp.hkpa.hk/camp

180

$1,176

$588

全年

聯絡人: 羅詠恩女士
電話: 2984 7847 傳真: 2984 7886
電郵: wingyanlaw@hkpa.hk

A29

^ 賽馬會傷健營
https://jcpc.hkphab.org.hk

124

$1,276

$638

全年

聯絡人: 何國裕先生
電話: 2551 4209 傳真: 2550 2384
電郵: jerryho@hkphab.org.hk

A30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https://www.poleungkuk.org.hk/camp.html

442
4-11月

聯絡人: 方秀英女士
電話: 6151 9304 傳真: 2882 3391
電郵: ada.fong@poleungkuk.org.hk

https://www.poleungkuk.org.
hk/service/campsites/outdoor
-educational-camp

全年

聯絡人: 陳智健先生
電話: 2674 0620 傳真: 2659 0181
電郵: info@camphkba.org

http://www.camphkba.org/tra
ining/2/types

全年

聯絡人: 葉俊均先生
電話: 3919 5522 傳真: 2169 0603
電郵: kwan.ip@leadershipintstitute.hk

https://leadershipinstitute
.hk/zh/event/outdooreduc
ationcamp
https://www.ayp.org.hk/outdo
or-education-camp/
https://www.hkbuddhist.org/z
h/page.php?cid=5&&scid=17
&sscid=99

$590 (中學/特殊學校)
$1,100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https://www.poleungkuk.org.hk/camp.html

全年

$550(小學)

$434 (中學)
$784

A31

聯絡人: 李春暉先生 / 羅傑熊先生

$392 (小學)
440
$487(中學)

32

^ 香港浸會園
http://www.camphkba.org

368

$938

$469(小學)
$542 (特殊學校)

電話: 2988 1389 傳真: 2957 8965
電郵: tuc@hkpa.hk

A33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https://leadershipinstitute.hk/

A3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https://www.ayp.org.hk

177

$1,290

$645

全年

聯絡人: 梁仲豪先生
電話: 2627 2030 傳真: 2627 0700
電郵: henryleung@ayp.org.hk

A35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https://www.hkbuddhist.org/camp

86

$1,380

$690

全年

聯絡人: 詹文銳先生
電話: 2988 8411 傳真: 2988 8145
電郵: Camp@hkbuddhist.org

85

不適用

$750

2021/22 學年為「戶外教育營計劃」提供服務的營舍: 資料及費用表_(2022 年 1 月 3 日)
注：
1.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學校需於訂營前向有關營舍查詢收費及其他詳情。
2. 營舍名單或於學年期間適時更新，敬請學校留意最新資料。
3. 「^」 號為提供特殊學校教育營服務的營舍，詳情請與營地負責人聯絡。
4. 「#」 號營費只包括住宿，如需要膳食或學習活動，請與營地負責人聯絡。
5. 「*」 號營費3日營只包括每人住宿、早餐及晚餐各2個和午餐1個。

乙、由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辦理的營舍
每位營費(括 號內是夏季營費)
編號

營舍

營位數目

282
B1

^ 鯉魚門公園
https://www.lcsd.gov.hk/tc/camp/p_lymp.php

(50團體營舍)
(232家庭營舍)

B2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https://www.lcsd.gov.hk/b5/forms_lcs45.php

B3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https://www.lcsd.gov.hk/tc/camp/p_tktorc.php

B4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https://www.lcsd.gov.hk/tc/camp/p_lmhv.php

240 (5-10月)
248 (11-4月)

240

268

聯絡資料
五日營

三日營

團體營舍

團體營舍

$398.4 ($432.4)

$199.2 ($216.2)

家庭營舍

家庭營舍

$418.4 ($450.4)

$209.2 ($225.2)

$399.2 ($433.2)

$396 ($430)

$396 ($430)

$199.6 ($216.6)

營舍資料

冷氣開放
聯絡人: 朱佩雯女士
訂營專線: 2652 2492 一般查詢: 2568 7858 / 2568 7455
傳真: 2568 8304
電郵 lymp@lcsd.gov.hk

5-10月

聯絡人: 鄧蕳芳女士
訂營專線: 2994 3691 一般查詢: 2994 3691
傳真: 2792 0203
電郵: skorc@lcsd.gov.hk

$198 ($215)

聯絡人: 黃善詩女士
訂營專線: 2854 9326 一般查詢: 2854 9326
傳真: 2492 4436
電郵: tktorc@lcsd.gov.hk

$198 ($215)

聯絡人: 劉映雯女士
訂營專線: 2967 5633 一般查詢: 2967 5633
傳真: 2792 0254
電郵: lmhv@lcsd.gov.hk

注：
1.
2.
3.
4.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學校需於訂營前向有關營舍查詢收費及其他詳情。
營舍名單或於學年期間適時更新，敬請學校留意最新資料。
「^」 號為提供特殊學校教育營服務的營舍，詳情請與營地負責人聯絡。
因 應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情 況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營舍暫 停 提 供 營 舍 服 務 ， 未 能 按 原 定 計 劃 於 2 0 2 1 年 5 月 接 受 學 校 以 電 話 預 訂 2 0 2 1 / 2 2 學 年 的 營 位 ， 直 至 另 行 通 告 。 康 文 署 會 透 過 有 關
營地網頁提供最新資訊，敬請留意。當康文署營舍恢復接受學校訂營時，將以專線電話以處理「戶外教育營計劃」事宜。透過專線電話預訂「戶外教育營計劃」的營位將會被錄
音，以作內部參考之用。如對以上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與康文署康樂事務經理(營舍)聯絡，電話：2601 8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