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the Gymnasium: 

1. Advance reservations must be made with the church offic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2. When using,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A) General Rules: - 
2.1 Keep the place clean. Chewing gu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2.2 Only designated tables/chairs equipped with floor protection may be 

     used in the gym. 
2.3 The gym must be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state and equipment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location after use. 
2.4 Decoration materials, waste and garbage after the event must be  

     cleaned up by the users themselves 
2.5 All activities & sports that occur in the gymnasium must comply with all 

     other NTCAC Policies. 
2.6 All activities & sports that occur must result in minimal wear on the 

     floor.  
2.7 Equipment with sharp points is prohibited. This also include kids’ toys,  

     roller blades, scooters, bikes, skateboards etc. 
 

 (B)     Sporting events Rules: - 
 2.8    Only indoor non-marking shoes are to be worn in the gym for all sports 
                    activities. 
  2.9    Users must install and remove their own sports equipment after use (ie: 

     nets). 
3.0    All users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they mak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minimize any damage to the flooring; including the set up/tear  
         down of nets and other equipment. 

3. Users are requested to cherish gym as a communal property. Deliberate 
damage will not be tolerated and will result in full compensation by offending 
party to restore gym to original state.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體育館借用守則及須知 

1. 各單位擬借用時，須向辦公室申請。先到先得。 

2. 使用時，應遵守以下場地管理使用守則： 

(A) 一般使用守則:- 

2.1 請保持環境清潔，禁止嚼口香糖並將垃圾放入垃圾箱內。 

2.2 只能使用體育館內的桌椅。 

2.3          場地使用完畢必須將場地還原。 

    2.4          活動後的佈置材料、廢物、垃圾等必須由使用者自行清理。 

2.5 在體育館內進行的所有活動和運動必須遵守所有其他 NTCAC 政策。 

2.6 在體育館內進行的所有活動和運動必須確保不會對地板有任何損毁 

2.7 禁止使用任何有尖角的設備。包括兒童玩具、滾軸溜冰鞋/旱冰鞋 

             、踏板車、單車/自行車、滑板等。 

(B) 體育活動使用守則:- 

2.8        場館內只可使用不脫色之平底運動鞋進行所有運動。 

2.9        使用者須自行安裝和拆卸其使用的運動設備；設備使用完後必須回 

             復原狀及放回原處 

3.0       所有使用單位有責任盡量減少對地板的任何損壞；包括設置/拆除網 

            和其他設備。 

3. 請使用者愛惜公物，如蓄意破壞，需負完全賠償之責。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体育馆借用守则及须知 

1. 各单位拟借用时，须向办公室申请。先到先得。 

2. 使用时，应遵守以下场地管理使用守则： 

(A) 一般使用守则:- 

2.1 请保持环境清洁，禁止嚼口香糖并将垃圾放入垃圾箱内。 

2.2 只能使用体育馆内的桌椅。 

2.3 场地使用完毕必须将场地还原。 

2.4 活动後的佈置材料、废物、垃圾等必须由使用者自行清理。 

2.5 在体育馆内进行的所有活动和运动必须遵守所有其他 NTCAC 政策。 

2.6 在体育馆内进行的所有活动和运动必须确保不会对地板有任何损毁 

2.7 禁止使用任何有尖角的设备。包括儿童玩具、滚轴溜冰鞋/旱冰鞋 

             、踏板车、单车/自行车、滑板等。 

(B) 体育活动使用守则:- 

2.8        场馆内只可使用不脱色之平底运动鞋进行所有运动。 

2.9        使用者须自行安装和拆卸其使用的运动设备；设备使用完後必须回 

             复原状及放回原处 

3.0       所有使用单位有责任尽量减少对地板的任何损坏；包括设置/拆除网 

            和其他设备。 

3. 请使用者爱惜公物，如蓄意破坏，需负完全赔偿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