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禮拜堂 
Chung Chi College Chap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界 沙田    Shatin, N.T. Hong Kong SAR 

電話：3943 6982  傳真：2603 5102   電郵：chaplaincy@cuhk.edu.hk   網頁：http://www.cuhk.edu.hk/ccc/chaplaincy 

本室之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 中午 1:00；下午 2:00 – 5:30（公眾假期除外）。 

 

借用手續及規則 (校內用途) 

本文件內容及條款於二○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場地費用由香港中文大學制定， 

按借用場地日收取（非申請日），並每年作出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一） 校內借用禮拜堂祇可用作以下用途： 

1. 基督教活動；  2. 音樂會；  3. 大學教育及有關之活動  

 

(二) 借用手續： 

1. 申請團體須最遲於借用日前三天辦理。遞交本表格時同時繳交清潔按金。校牧室會另行通知借用與否；本室 

   保留不予借出權利，並無需解釋理由。 

2. 將填妥的表格交回校牧室。 

3. 如學院有特別活動與借用日期相同，校方享有優先使用權。 

 

(三)  一般規則： 

1. 請緊守借用時間。 

2. 進堂人士及會者不得吸煙、飲食、展示不雅媒體或作非法活動。違例者，院方有權即時終止其使用權，沒收

清潔按金，並將來不接受該團體之申請。 

3. 禮拜堂乃屬莊嚴地方，進入禮拜堂人士，須衣履整齊，請保持安靜，不得喧嘩、嬉戲及追逐。 

4. 如有任何佈置、攝影、分發宣傳品及單張、在活動中籌款、收取奉獻及售賣物品事宜，須先徵得校牧室同意。

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之佈置及裝飾必需確保不損壞任何家具及牆壁，不准使用夾、膠紙、釘書機 / 釘

或有損壞家具及牆壁之用具及物品等。借用者不得任意加設任何電器用品。聖壇上及台前藍色地氈部份，須

保持整潔及莊重，不可有任何佈置。 

5. 任何食品、飲品（飲用清水除外）不得攜進禮拜堂內。 

6. 雨具不得攜進禮拜堂/活動中心/小禮拜堂/會議室內。 

7. 借用禮拜堂/活動中心（活動中心範圍不包括門外平台及草地）應以指定之場地為限。借用公物包括聖壇上

家具，未經許可，不得變動其原來位置，如有任何損壞，須負責賠償。 

8. 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請勿使用花瓣、樹葉、樹枝、金粉、豆米、紙屑、羽毛、氣球、泡沫、零碎/易

碎物及諸類物品。 

9. 校園內不可張貼宣傳活動之指示及路引等，一經發現，可沒收其清潔按金。 

10. 若使用完禮拜堂/活動中心後沒有把裝飾/佈置清除、有任何損毀或有破壞校園物件、生態環境之情況，學院

方面有權沒收清潔按金及追討賠償。 

11. 使用地方後，須自備垃圾袋清理場地及搬走所有垃圾到垃圾站。 

12. 禮拜堂在惡劣天氣下會有以下安排： 

i. 如在活動使用時段開始前 3 小時懸掛/發出 或 預料將在活動時間內懸掛/發出 

8 號颱風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 
取消活動 

ii. 若活動使用時段前 3 小時，8 號或以上之颱風警告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極端情況」已經取消 

照常舉行活動 

 

13. 若有違反以上規則，本院有權隨時終止使用禮拜堂/活動中心，一切已交費用/清潔按金概不退還。 

14. 校牧室保留修改本規則之權利。 

 

(四) 清潔按金： 

學生團體 HK$500。用畢後若無引致大學財產之任何損失，而禮拜堂/活動中心之一切擺設及環境清潔能回復借予時之

原狀，按金則可獲退還；否則，須按損毀程度及價值賠償。另若借用地方逾時不離開場地，本室也會扣除按金或追討

費用，以作罰款及補償工友逾時工作。清潔按金須於借用後一至四星期內往本辦公室領回，逾期將被沒收並撥入校牧

室基金。 
 
 
 
 
 
 
 
 
 
 
 



 

(五)  費用（必須於一個月前繳清［逾期作放棄借用論］，由校牧室代收，交香港中文大學）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予外借，星期六最少申請時間為三小時） 

 

UGC 活動 

1. 禮拜堂（每兩小時）    免費 

（包括冷氣、基本音響：2 支講台咪及 3 支無線咪）   

2. 禮拜堂投影機（四小時內）   $500 

（須部門安排同事拉起螢幕） 

3.  風琴       免費 

4.  風琴司       $900 

（司琴必須為中大音樂系學生） 

5.  活動中心（每兩小時）    免費 

6.  一樓會議室 / 小禮拜堂（每兩小時） 免費 

7.  職工服務費（兩位員工計） 

辦公日：上午 9:00-5:00    免費 

下午 5:00 開始   每小時$360 

下午 6:00 開始   首三小時$1,440，之後每小時$360 

星期六       首三小時$1,440，之後每小時$360 

 

 

Non-UGC 活動     只有中大主辦  與非牟利機構合辦  與牟利機構合辦 

1. 禮拜堂（每兩小時）        $1,345   $3,025    $4,035 

（包括冷氣、基本音響：2 支講台咪及 3 支無線咪）   

2. 禮拜堂投影機（四小時內）     $500    $500     $500 

（須部門安排同事拉起螢幕） 

3.  風琴        $650    $650      $650 

4.  風琴司        $900    $900     $900 

（司琴必須為中大音樂系學生） 

5.  活動中心（每兩小時）     $360    $810    $1,080 

6.  一樓會議室 / 小禮拜堂（每兩小時）  $255    $565     $765 

 

7.  職工服務費（兩位員工計） 

辦公日：上午 9:00-5:00        每小時$320 

下午 5:00 開始       每小時$360 

下午 6:00 開始     首三小時$1,440，之後每小時$360 

星期六         首三小時$1,440，之後每小時$360 

 

 

 

 

 

 

 

 

 

 

 

 

 

 

 

 

 

 

 



申請崇基學院禮拜堂注意事項  
 

（崇基學院禮拜堂，下列簡稱「禮拜堂」） 

 

１.請勿擅自在禮拜堂活動中心外平台、草地上或停車場設置茶點，否則會被即時制止，有關清潔按金亦會被扣

除。已申請於活動中心設置茶點之團體，請謹記自行安排處理剩餘飲料（包括杯內），請勿倒進洗手間洗手盆、

厠內、雨水渠或草叢內。 

 

２.請聯絡人進場時全場走一趟，確保禮拜堂提供清潔整齊的場地，禮拜堂亦要求申請團體交還清潔整齊的場地。

請清理所有自行及賓客帶來之物品及垃圾(請自備垃圾袋)，紮好及搬到禮拜堂對面露天停車場後之垃圾站（教

職員聯誼會右側斜路入）。請注意：請勿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包括新娘房，一經發現，所付的清潔按

金將會被扣除。 

 
 

常 見 問 題 
 
（一）申請手續方面 
 

1. 問：我可以參觀禮拜堂嗎？ 

答：可以，禮拜堂只會安排一次的參觀。 
 
 

（二）場地方面 
 

1. 問：我訂了某個時段，可否提早進場？ 

答：貴團體申請的時段為使用時間，禮拜堂（包括場內設施）只會於使用時間開放使用，禮拜堂會準時開

門， 貴團體必須準時交還場地及場內設施。所有賓客及工作人員亦須準時離開禮拜堂。 
 

2. 問：我可否於禮拜堂內飲食呢？ 

答：不可以，使用禮拜堂規則—不可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一經發現，會被沒收清潔按金。 
 

3. 問：我可否以糖果或食品作為賓客紀念品送給與會人士？ 

答：使用禮拜堂規則—不可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禮拜堂，如 貴團體以糖果或食品作為紀念品，只可以

於散會後，在禮拜堂外，與會人士離開禮拜堂時派發。 
 

4. 問：我可否選擇禮拜堂聖圍顏色？ 

答：不可以。禮拜堂聖圍顏色是分教會節期所用，有白色、紫色、紅色及綠色。 
 

5. 問：禮拜堂可容納多少人？ 

答：最多一千二百人，主要區域可容納 500人。 
 

6. 問：我的賓客可以坐樓上閣樓嗎？ 

答：樓下全層坐滿後，將按實際情況開放閣樓。 
 

7.     問：使用禮拜堂或活動中心後，禮拜堂會否提供垃圾袋或清理服務？ 

答：禮拜堂只收取職員當值費用，當值職員負責場地準備、查詢、監察及善後工作，禮拜堂沒有額外收取

清潔費用，故使用禮拜堂或活動中心後，須自備垃圾袋清理場地及搬走所有垃圾到垃圾站（垃圾站設

於禮拜堂對面教職員聯誼會側露天停車場後）。若有任何損毀或違規，禮拜堂會按程度追討賠償或扣

除清潔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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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佈置方面 
 

1. 問：我可以於禮拜堂內佈置嗎？ 

答：請 貴團體提供佈置構思，一切佈置需經禮拜堂同意。 

 

2. 問：禮拜堂對出斜路旁欄杆可以佈置嗎？ 

答：可以。但只限絲帶或繩子捆綁，不可使用膠紙。 
 

3. 問：我見到禮拜堂有我所需的物資，可否使用？ 

答：借用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學生中心範圍不包括門外平台及草地）應以指定之場地為限。借用 

  公物包括聖壇上之家具，未經許可，不得變動其原來位置，如有任何損壞，應負責賠償。 
 

4. 問：有甚麼器材可供使用？ 

答：１. 左右各１支講台固定咪，另可借出最多三支無線咪 2. 三角鋼琴   

  ３. 譜架一個  ４. 2張枱作接待處用（２尺ｘ６尺） 
 

5. 問：我可否於使用禮拜堂前或後於禮拜堂內擺放物資？ 

答：不可以。 
 

6.  問：禮拜堂內，有甚麼地方可以佈置呢？直柱或橫樑可以佈置嗎？有甚麼地方需注意呢？ 

答：禮堂拜已超過五十年歷史，禮拜堂會嚴格執行使用細則，亦希望各位使用者保護禮拜堂設施，減低損

耗。 

使用者必須確保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之佈置及裝飾不會損壞任何家具及牆壁，膠紙、夾、釘書

機/釘或可損壞家具及牆壁之用具及物品等一概不准使用。 

1. 佈置地方主要為長走廊的木椅，禮拜堂建議用塑膠 S鈎（濶口最少 1.5吋）掛在木椅側，既快捷又

能減低損耗。 

2. 台上不可加添任何飾物於聖壇、咪、詩班席、講台等地方。 
 

7.   問：禮拜堂內可否用氣球、泡沫及羽毛佈置？ 

答：不可以，以及樹枝、細葉類的、零碎或易碎的，無論新鮮或乾的，都不可以在禮拜堂內外及休息室內

外、草地使用。 

 

 

（四）程序方面 
 

1. 問：我可否帶樂隊，用鼓、電結他、電子琴等，甚至把樂器連接禮拜堂的音響系統？ 

答：貴單位可帶樂隊，用鼓、電結他、電子琴等，但不可以把樂器連接禮拜堂的音響系統等，並要   

  提供樂器清單及使用電量。 
 

2. 問：我可否自行控制禮拜堂的音響？ 

答：不可以。如需要調較大細聲，請通知禮拜堂當值的工作人員。禮拜堂沒有專業操作員，只提供基本音

響及操作—如咪及咪的音量。 
 

3. 問：我可否播放 CD？ 

答：不可以。 
 

4. 問：禮拜堂有沒有錄影服務？ 

答：沒有。 
 

5. 問：會否有工作人員程序其間協助放咪及收咪？ 

 答：請 貴單位自行安排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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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琴方面 
 

1. 問：我朋友是風琴師，非中大音樂系學生，可否使用禮拜堂的管風琴呢？ 

答：不可以，禮拜堂內的管風琴屬中大音樂系所有，只有中大音樂系學生主修管風琴才允許使用。 
 

2. 問：我朋友多年前是中大音樂系學生，他可以使用禮拜堂內的管風琴嗎？ 

答：由禮拜堂確定。 

 

（六）茶點方面 
 

1. 問：我不想擺茶點，只想於門外提供飲品，可以嗎？ 

答：不可以。 
 

2. 問：我訂的食品公司須要時間擺放食品，如果早到可以提早使用場地嗎？ 

答：不可以。 
 

3. 問：我可否於禮拜堂正門外或草地上擺放飲品？ 

答：不可以。如閣下想設會後茶點，場地主要為禮拜堂地下的活動中心室內，如閣下想把食物擺出活動中

心門外平台（階磚位），只可靠近玻璃門一條直線，要預留空間，不可阻塞通道。 
 

4. 問：我可以借用活動中心門外草地嗎？ 

答：不可以，門外草地乃開放給公眾人士，不可預訂或攔阻其他人士使用。 
 

5. 問：我可否佈置活動中心的玻璃門及牆壁呢？ 

答：不可以。 
 

6. 問：我可否於活動中心門外平台或草地擺放佈置？ 

答：原則上茶會地區屬活動中心室內，如閣下於門外階磚位擺放拱門，而不會阻塞通道，禮拜堂可酌情接

受。而草地上及石屎路上則不可擺放任何物品，如展板、拱門、太陽傘、枱或椅等。 
 

7. 問：我可否於活動中心門外放氣球？ 

  答：不可以。禮拜堂內外及活動中心內外請勿使用花瓣、樹葉、樹枝、金粉、豆米、紙屑、羽毛、氣球、 

         泡沫、零碎/易碎物及諸類等物。 

 

8. 問：食物種類有沒有限制？ 

 答：不可以安排雪糕、甜筒、爆谷及有竹籤類的食品（如串燒）等。 

 

9.  問：有多少張枱可用？枱的尺寸？ 

 答：有八張枱，尺寸為 2尺 x 6尺，請緊記一定要使用枱布，枱布自行預備。 
 

10.  問：我可以攜帶電器來嗎？ 

        答：「申請細則」的三．４申明「借用者不得任意加設任何電器用品」，禮拜堂只提供一個 13A蘇頭，電

力不可超 2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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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借用校牧室設施申請表（校內用途）  2020年 7月 1日 

借用場地：禮拜堂：□ 講台咪 2 支，無線咪_____支（最多三支） □ 鋼琴  □ 投影機  □ 其它：________ 

活動中心 (沒有音響設備) □ 枱_______張 （最多八張） ∕ □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UGC 活動 

□ Non-UGC  活動：□ 只有中大主辦  □ 與非牟利機構合辦  □ 與牟利機構合辦 

中大主辦團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辦團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無茶點或聚餐（只限活動中心），形式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用日期：禮拜堂：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活動中心：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小禮堂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會議室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 

參加人數：___________人；校內教職員___________人；校內其他人士___________人；非中大人士___________人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賬單及其他資料可以/不可以電傳給本人，請註明）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印： 

【輔導處專用：學生團體必須填寫】 

茲証明上述團體為本校註冊之學生團體， 

敬祈批准借用崇基學院禮拜堂之場地。 

所屬學院輔導處∕中大學生事務處批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牧室專用】 

茲批准上述團體於上述日期借用禮拜堂之場地。 

           批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欄由崇基校牧室填寫及交回申請團體作實】 

茲批准 於 _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 __________日，時間 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 

借用崇基學院禮拜堂之場地。請於__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前，把應繳費用 HK$___________ + 風琴 HK$650 

(請分_____張支票 / 校內部門轉帳表)，寄到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室，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或用校內部門轉帳表 “Interdepartmental Transfer Form” (請 貴部門預備表格)。 
 

收費細明：  1. 禮拜堂              = $＿＿＿＿ 

  2. 禮拜堂投影機         = $＿＿＿＿ 

  3. 風琴司           = $＿＿＿＿ 

  4. 活動中心                = $＿＿＿＿ 

  5. 一樓會議室          = $＿＿＿＿ 

  6. 一樓小禮拜堂         = $＿＿＿＿ 

  7. 職工服務費—辦公時間以內         = $＿＿＿＿ 

  8. 職工服務費—辦公時間以外         = $＿＿＿＿ 

 9.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        = $＿＿＿＿ 

   總數  = $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清潔按金現金 $___________       崇基學院校牧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