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園會員」申請簡介

由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本園宿營服務只限會員申請租用，以提供更
佳之宿營服務；其他日營服務不受影響。

本園之服務向來深受教會、學校及機構之歡迎，至今約近 595 個團體
成為「會員」。為答謝使用者，本園推出「買一得二」的優惠計劃，凡申
請成為會員一年，即同時享有第二年的會員資格。

如有任何查詢，請以電郵 info@sdc.org.hk 或致電 2669 8218 與行
政部聯絡。

會員章則

(2013 年 4 月修訂)

1. 名稱
會員名稱為：「宣道園會員」。以下簡稱為「會員」。
2. 園址
本園地址：香港 新界 粉嶺 龍躍頭新屋村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粉嶺郵箱 22 號
3. 宗旨
甲、 為愛好營會活動人士，提供優質宿營活動及住宿環境。
乙、 為參與宿營人士，安排優質之營會活動，以建立個人之靈性及生命成長。
丙、 為參與宿營團體，設計特別之營會活動，以建立成員之互助、互愛、互諒
精神，並透過宗教活動，建立其人生目標。
丁、 利用營會環境，提供各類營會訓練，以促進營會事工之交流及改進宿營活
動設計。
4. 機構
會員乃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屬機構－宣道園之會員。
5. 申請辦法
甲、 凡重視營會事工，願意透過宿營活動建立生命，認同本園宗旨之團體，皆
可申請加入成為會員。
乙、 申請團體，均須填寫申請表及繳交會費，並獲發會員證。
丙、 所有申請，接納與否，概由本園決定，而無需申明理由。
6. 類別
6.1.
6.2.

7. 權利
7.1.
7.2.
8. 義務
8.1.
8.2.

基本會員：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及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所屬
堂會、機構、學校，均為基本會員。
會
員： 凡於香港註冊之教會、機構、學校、社團、公司，經填寫申請
表及繳交會費，獲本園接納後，即成為會員。

會員可優先參加本園主辦之各類活動。
會員可申請租用本園之所有設施。

會員必須遵守本園之各項營規。
會員應對本園抱有熱愛之心，並積極參與、支持本園之發展，及協助營會
事工之推動。

9. 守則
9.1.
9.2.
9.3.

所有會員必須履行會員守則。
會員在未得到本園許可下，不得擅自以本園之名義在外參與任何活動、舉
行活動或進行籌募活動。
會員如有損害本園之利益或聲譽之行為，經本園決議，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已繳之會費不予退回。

10. 會費
10.1. 會員在遞交申請表時，需連同會費以支票一併繳交，支票抬頭請寫「宣道
園」或“Suen Douh Camp”。如申請未獲接納，本園定當退回申請人。
10.2. 會員費以年費收取，1 月至 6 月申請者，有效期到翌年 6 月 30 日；7 月至
12 月申請者，有效期到翌年 12 月 31 日。
10.3. 凡會員續會，必須在期滿後三十日內辦理續會，否則作放棄會員資格論，
如再入會，必須重新申請。
10.4. 獲本園發出會員證後，已繳之會費在任何情況下概不發還，會籍亦不得轉
讓。
11. 費用
基本會員：免費。
會
員：每年會費$200。
12. 會員證
12.1. 會員有責任妥善保存會員證，並預備作租營之用；如有需要，請出示會員
證，以確認會員身份。
12.2. 會員證只限會員所屬成員使用，不得轉借。
12.3. 遺失或補領會員證，均需繳付行政費$50。
13. 其他
13.1. 本園有權隨時修訂會員章則及運作，無需先向會員通告。
13.2. 本園有權隨時終止任何會員資格而無需申明理由。
13.3. 如有任何查詢，請以電郵 info@sdc.org.hk 或致電 2669 8218 聯絡行政
部。
13.4. 必須向本園提供正確真實資料，所有會員資料將用於寄發本園收據及資
訊。
13.5. 會員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必須盡快以書面通知本園行政部辦理更改手續。

會員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1.

團體資料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及在中以表示)Applicant Information (Please  in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團體名稱 (中文) Name of Organization (Chinese)
團體名稱 (英文) Name of Organization (English)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電話 Tel :

傳真 Fax :

電郵 Email :

網址 Web Site︰

類別 Nature：  學校 School  基督教教會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團體 Christian Organization

 其他團體 Others
註冊類別 Registration:

 公司註冊證書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商業登記 Business Registration

 其他註冊證明(請提供副本證明) Others(Please provide supporting copy)
負責人姓名 Person In-Charge：

職位 Position：

2.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姓名 Name:

職位 Position:

電話 Mobile No. :

電郵 Email:

傳真 Fax︰
 會員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必須盡快通知本園行政部辦理更改手續。

團體印鑑 Organization chop

Member must report any changes of Member’s information in writing to Camp as soon as possible.
 本團體認同宣道園會員之目的，願接受對會員之要求，並承諾相關義務，直到會員資格停止。

Our group agrees with the beliefs of Suen Douh Camp, and agrees to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and obligations
associated until the end and / or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所有會員資料將用於寄發收據及本園資訊，請在以下選項中以表示選擇收取宣傳資料方式，如不欲收取本
園之宣傳資料，請選擇不願意。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mber will be used for receiving information and receipts from Camp. Please  in the
appropriate box select the promotion delivering method, or select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promotion details.



不願意收到宣道園資訊及推廣資料。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promotion details.

 除作上述用途之外，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閣下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根據《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 information that you provide will
not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without your permitted or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always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or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

請填妥申請表格，連同支票寄回本園，支票抬頭「宣道園」
，入會費用爲港幣$200。郵寄地址: 粉嶺郵箱 22 號。
Please complete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return with the payable cheque to “Suen Douh Camp”, membership fee is HK$200. Mailing
address : P.O. Box 22 Fanling, N.T.

負責人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日期 Date︰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669 8218 與行政部聯絡。Any quir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2669 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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