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村花園俱樂部 
 
 

供合資格認可團體租用的康體設施目錄 
 

項目 康體設施 一般預訂時間 優先預訂時間 收費 
65 歲或以上人士 

優惠收費 備註 

1. 羽毛球場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逢星期四及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逢星期四及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場 每小時 $59  

(最多 4人)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場 每小時 $47  

(最多 4人) 

2. 壁球場 
(a)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15 (包括公眾假期)；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15 - 1345 (公眾假期除外) 

(a)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15 (包括公眾假期）；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15 - 1345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 45 分鐘 $40 

(最多 2人)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 45 分鐘 $32 

(最多 2人) 

3. 網球場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場 每小時 $42  

(最多 4人)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場 每小時 $33  

(最多 4人) 

4. 乒乓球室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a)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0700 - 0900 (公眾假期除外)；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1200 - 14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枱 每小時 $21  

(最多 4人)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枱 每小時 $16  

(最多 4人) 

5. 桌球室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枱 每小時 $42 

(最多 4人)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枱 每小時 $33 

(最多 4人) 

6. 
高爾夫球 

練習場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36 

(最多 2人)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28 

(最多 2人) 

7. 推桿果嶺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20 

(最多 2人)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16 

(最多 2人) 

8. 小型足球場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 - 0900 (包括公眾假期)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55 

(最多 6人) 

週日、週末及公眾假期：

每場 每小時 $44 

(最多 6人) 

9. 健身室 星期一至星期四 1300 - 1500 (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一至星期四 1300 - 15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人 每小時 $17 

(最多 10 人)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人 每小時 $13 

(最多 10 人) 

10. 室外游泳池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0700 - 0800 (公眾假期除外)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0700 - 08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人 $19 

(最多 10 人)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人 $15 

(最多 10 人) 

租用設施 (高爾夫球練習場、 

健身室及室外游泳池除外) 的 

團體，當中若有任何一人 

達 65 歲或以上，該團體 

可享優惠收費。 

 

65 歲或以上人士租用 

高爾夫球練習場、健身室及 

室外游泳池可享優惠收費。 

 

 



11. 

綜合活動室 

( 只適用於瑜

珈、跆拳道及

普拉提健體課

程 )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0700 - 0800 (公眾假期除外)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0700 - 0800 (公眾假期除外） 

週日(公眾假期除外)： 

每間房 每小時 $75 

(最多 10 人) 

週日 (公眾假期除外)： 

每間房 每小時 $60 

(最多 1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