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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 2021 
活動目的： 

為使油尖旺區內各隊女童軍隊伍對女童軍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促進團體合作精神，並增進

各隊伍之間的聯繫，本區將舉辦「油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 2021」。以女童軍隊伍/深資女童

軍隊伍為單位，以團隊合作活動考驗女童軍知識和技能，提昇女童軍的團隊合作能力和應變

能力。 

日    期 15/05/2021 (星期六) 

活動形式 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 

活動時間 9:00 a.m. - 1:00 p.m. 

報到時間 8:45 a.m. 

對    象  油尖旺區區內女童軍隊伍/深資女童軍隊伍 

 每一隊女童軍隊伍/深資女童軍隊伍，可派出不多於兩隊小隊參加 (以

下簡稱 A 小隊及 B 小隊) 

 A 小隊和 B 小隊的參加隊員不可以重覆，及於活動當日不可以互相調

換 

 每一小隊(A 小隊/ B 小隊)參加者正選 5 人，後備 1 人 

 參加隊員必須已宣誓 

服    飾 整齊戶外制服 

費    用 每一小隊(A 小隊/ B 小隊)：港幣 20 元正 

若女童軍隊伍/深資女童軍隊伍派出兩隊小隊，需付港幣 40 元正 

名    額 6 小隊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活動包派遞 活動包經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派遞 

（須提供順豐資料，詳情請參閱報名表格） 

活動簡介會 25/4/2021 (星期日) 10:00 a.m. 

參加隊伍之領袖須出席，簡介會將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 

報名方法 

 

本活動接受網上、寄或親身提交報名表格，方法如下： 

網上報名：https://ocrs.hkgga.org.hk/CourseDetail.aspx?id=14231 

領袖可登入網上系統申請及支付費用。 

1. 郵寄/親身遞交: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參加者同意書及參賽費用的劃

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地域」，背面請寫上隊號及活動名

稱一併交到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課程/活動登記處 

收）。 

2. 若女童軍隊伍/深資女童軍隊伍派出兩隊小隊，請領袖務必分開申請及

支付費用。 

3. 如隊伍派出 2 小隊，可填寫同一位領袖資料 

截止日期 9/4/2021 (星期五) 

 

https://ocrs.hkgga.org.hk/CourseDetail.aspx?id=1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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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電郵及傳真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支票為準。如報名資料不

齊全，報名將押後處理。所有報名，以課程/活動登記組收到報名表格及支票後作實，一經

接納，不得退款。 

2. 活動前一星期將會把 Zoom 連結及備忘電郵給領袖和參加者，請確保電郵地址正確，並按

時查閱。 

3. 領袖及參加者須到已選的地點取活動包，報名時請選擇兩個希望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

站的編號。有關資料請瀏覽： 

智能櫃：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順豐站：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SF_store_address/  

(因智能櫃或會爆滿以致延誤，建議選擇順豐站。) 

4. 如當天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此

活動將會取消。天氣報告以香港天文台公佈之消息為準。詳情請瀏覽：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5. 如有任何更改，以大會最後公佈為準。 

 

查 詢： 請與各分區總監聯絡，亦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359 6838 與地域職員陳小姐(Ashley)

聯絡。  

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SF_store_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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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 2021 

活動報名表 
本隊已知悉閣下之個人資料將只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香港女童軍總會可將閣

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參加活動有關的運作目的 或任何其他目的而有需要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人士。本隊將參加

「油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 2021」之活動，同意把個人活動照片刊登於本會刊物，並明白報名須知，知道將

不會收到有關活動之接納通知書及須要自行瀏覽總會網頁查閱取錄名單及備忘。 
 

以下資料必須填妥： 

隊號：___________________ (A 小隊/ B 小隊/不適用)* (請刪除不適用)所屬分區：大角咀/油尖/京士柏 

學校/贊助機構:                                 領袖姓名：    

# 資訊、活動備忘將透過電郵發放，請準確填寫電郵地址。 

參加者名單 (正選) 

 姓名(中文) #電郵地址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手提電話 與參加者關係 

1.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2.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3.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4.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5.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參加者名單 (後備) 

1.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領袖 (收取活動紀念品) 

1.      

 *欲提取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首選)____________  (次選) ____________ 

*請選擇兩個你希望提取活動包的順豐智能櫃或順豐站的編號 (因智能櫃或會爆滿以致延誤，建議選擇順豐站。) 

智能櫃：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順豐站：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SF_store_address/   

* 收件人將收到由順豐發出之手機短訊的一次性密碼領取活動包 

 
費用：每隊參加之女童軍隊隊伍/ 深資女童軍隊伍：港幣 20 元正 

如有退款，支票抬頭請寫：                                   
 

負責領袖簽署：                              日期：                                          
 

辦事處專用 

活動編號：R/YTM/21/KGR/Fun/19 

現金/支票 HK$_________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接納/不接納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款批准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款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https://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SF_store_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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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 2021 

家長同意書  
 

18 歲以下參加者適用 (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西九龍第______女童軍隊/ ______ 深資女童軍隊]參與「油

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2021」。本人已從通告知悉活動詳情，並當督促其準時出席全部活動。茲証明其身體健

康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參加者不遵照大會指示參與活動而發生意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 

<照片發佈聲明> 

在此本人 同意 香港女童軍總會(HKGGA)以任何所需形式（包括電視和電子媒體）使用在「油尖旺分會 會

長盃童樂日2021」中涉及參加者的錄影帶、照片及影片。 

 

備註：上列資料屬個人私隱，只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日期：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辦事處)                (手提)                    

電郵地址：                                 傳真：                                     

 

18 歲以下參加者適用 (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西九龍第______女童軍隊/ ______ 深資女童軍隊]參與「油

尖旺分會 會長盃童樂日2021」。本人已從通告知悉活動詳情，並當督促其準時出席全部活動。茲証明其身體健

康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參加者不遵照大會指示參與活動而發生意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 

<照片發佈聲明> 

在此本人 同意 香港女童軍總會(HKGGA)以任何所需形式（包括電視和電子媒體）使用在「油尖旺分會 會

長盃童樂日2021」中涉及參加者的錄影帶、照片及影片。 

 

備註：上列資料屬個人私隱，只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日期：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辦事處)                (手提)                    

電郵地址：                                 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