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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本年度嘉年華會所訂定的主題，是希望藉著活動，讓女童軍發揮潛能，成

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並團結在一起，一同創造美好的世界及傳承童軍服務他

人的精神。 

為了籌備上述嘉年華會，現招募快樂小蜜蜂、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

童軍及樂齡女童軍參與設計及主持攤位活動、表演、協助典禮及維持秩序等服務工

作。希望大家能踴躍報名參加！ 

嘉年華會詳情如下： 

 

日  期： 2018年 2月 4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九龍城賈炳達道足球場 

活動項目： 攤位服務 表演節目 大會服務 

活動內容： (詳 見 附 頁 1 - 2) 

活動時間： 10am – 5pm 10:30am - 4pm 10am – 5pm 

服    飾： 整齊/户外制服 不限/配合表演內容 整齊制服 

惡劣天氣 

安排： 

活動前兩小時，如天文台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信號或三號

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取消。天氣情況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

為準。 

備    註： 
 

1.有意參加者請填妥有關活動報名表格，於 2017年 12月 22日

（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總會 2782 7979。 

2. 取錄名單---領袖可瀏覽總會網頁

https://hkgga.org.hk/tc/events/20180204 (資料逢星期一

更新) 。 

3. 如有查詢，可致電所屬分區總監或總會職員余遠豪先生 

(電話：2359 6840)。 

 

 

 

 

 

 

 

 

 

 

https://hkgga.org.hk/tc/events/20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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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活動詳細資料及注意事項 

(1) 攤位活動（遊戲及手工）： 

a) 大會共設十四個遊戲攤位和兩個手工製作攤位。 

b) 各攤位的佈置及內容均要依照本年度之主題而設計。 

c) 每個攤位（遊戲及手工）將獲發$300津貼佈置之物料。 

d) 每個手工攤位將獲發製作材料津貼$1000，預算可製造約 400份小手工。 

e) 每個攤位（遊戲及手工）的佈置和手工物料費用均需憑單據於活動當天實報

實銷。（申報方法詳見附頁 2＜呈報單據指引＞）。 

f) 大會設有「最善用資源」及「最具創意」攤位設計冠亞季軍獎項，以示鼓勵。 

g) 每個遊戲攤位之獎品由大會提供。手工攤位不提供大會獎品。 

h) 大會將提供每個攤位五名工作人員之午膳飯盒。(如人數超出此限，請自行

安排。) 

i) 攤位(遊戲及手工)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表演節目： 

a) 每項表演節目人數至少五人。 

b) 每項表演節目將獲發$800之車馬費津貼。 

c) 是日不會提供午膳予表演者。 

d) 請在報名表格填寫表演聲明。 

e) 場地設帳篷作更衣或準備出場之用。 

f) 當天綵排時間由 11am至 1:30pm，表演時間由 2:30pm開始 

（綵排及出場次序請留意日後網上消息） 

 

(3) 大會服務： 

   a)招募服務女童軍協助場地佈置、典禮儀式、維持秩序等工作。 

b)服務女童軍不可與負責攤位之女童軍相同。 

   c)服務時間，共分三段時間：  

A段：10:00am至 5:00pm (提供膳食飯盒) 

B段：10:00am至 1:00pm (不提供膳食飯盒) 

C段：12:30pm至 5:00pm (不提供膳食飯盒) 

 (4) 全日活動程序： 

 

 

 

 

 

 

10:00am 隊伍報到、佈置攤位 

11:45am 午膳 

11:00am-1:30pm 綵排表演節目及司儀練習 

1:00pm 評判評審各攤位設計 

2:00pm-2:30pm 典禮儀式 

2:30pm-3:30pm 禮成，表演節目 

4:50pm 準備收拾及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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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呈報單據指引 

1. 所有呈報的單據必須是正單/正式單據。影印的單據不會被接納。 

2. 正規單據定義︰ 

2.1不得擅自修改收據內容及不可使用塗改液。 

 2.2不接受以信用咭付款的底單作單據。 

2.3應附有店名（現沽單應有公司印）、開單日期、貨品名稱內容，如屬經由收

銀機打出的單據，一般只有金額而沒有貨品的名稱，有關的經手人士需在

在其旁邊逐一列出所購買貨品的類別。 

2.4發票 (Invoice)不能視作正式收據。 

3. 白頭單/現沽單定義： 

3.1  凡欠店名、欠地址/電話、欠公司印等均屬白頭單，將不獲接納； 

3.2  單據必須蓋上公司名稱印鑑方可接納。 

(如單據上有公司印鑑但欠地址及電話號碼，煩請在空白地方手寫補上) 

4. 單據內貨名：  

4.1購買物品名稱應詳細列明細項。 

4.2如以 <文具> 作統稱的將不獲接納；<禮品> 應列明類別、數量； 

4.3 <影印> 應列明影印項目，如通告/講義/信件、數量等。 

5. 如單據為感熱紙（如超級市場機單），請先影印留底，以免單據褪色無效。 

6. 不認可單據：如有支出單據不符合上述要求及準則，該單據將不獲認可及款項

將不獲發還。 

7. 由於單據的尺碼大小不一，為便利保存及查閱，應將單據分別貼在 A4紙張上，

每張單據均須加上編號和列明該單據是與那一個支出項目有關。 

8. 所有單據之簽發（購買物品）日期必須在 2017年 11月 24日至 2018年 2月 4

日期間，方為有效。 

9. 請於嘉年華會當天（2018年 2月 4日）11am或前提交所有收據，並以實報實銷

形式取回已付之款項。若未能於當天依時提交有效單據，有關之款項將不獲發

還。 

 



R/KCDA/18/FunD/01 

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 

報名表格---遊戲攤位 

＊請於 2017 年 12月 22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782 7979＊ 
 

本隊已知悉大會於活動日當天會進行拍攝工作，並同意涉及本隊的活動照片刊
登於本會刊物 及網頁。本隊將參加「2018 嘉年華會」之活動及明白報名須
知，現提供以下資料作處理申請及參加有關活動之用途。我們明白將不會收到
有關活動之接納通知書並會自行瀏覽總會網頁（https://hkgga.org.hk）內之 

取錄名單及活動資料。 

活動主題：「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 □  本隊有意參加設計及主持遊戲攤位：     個。  ( #請在方格內加) 

隊號：西九龍第＿＿＿＊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樂齡女童軍 隊 

九龍第_______快樂小蜜蜂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分區：＊九龍仔／何文田／紅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_________  （夜）＿＿＿＿＿＿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遊戲攤位資料： 

基本物資：大會提供一張長桌，三張椅子。 

如需加添，請註明：_____張長桌，_____張椅子，其他：___________ 

攤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遊戲攤位內容：(簡單介紹玩法、規則……)  (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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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 

報名表格---手工攤位 

＊請於 2017 年 12月 22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782 7979＊ 

       

本隊已知悉大會於活動日當天會進行拍攝工作，並同意涉及本隊的活動照片刊
登於本會刊物 及網頁。本隊將參加「2018 嘉年華會」之活動及明白報名須
知，現提供以下資料作處理申請及參加有關活動之用途。我們明白將不會收到
有關活動之接納通知書並會自行瀏覽總會網頁（https://hkgga.org.hk）內之 

取錄名單及活動資料。 

活動主題：「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 □ 本隊有意參加設計及主持手工攤位：     個。( #請在方格內加) 

隊號：西九龍第＿＿＿＊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樂齡女童軍 隊 

九龍第_______快樂小蜜蜂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分區：＊九龍仔／何文田／紅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_________  （夜）＿＿＿＿＿＿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工攤位資料： 

基本物資：大會提供一張長桌，三張椅子。 

如需加添，請註明：_____張長桌，_____張椅子，其他：___________ 

攤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需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工內容：(簡述製作步驟) (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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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報名表格---表演節目 

＊請於 2017年 12月 22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782 7979＊ 
 

本隊已知悉大會於活動日當天會進行拍攝工作，並同意涉及本隊的活動照片刊
登於本會刊物 及網頁。本隊將參加「2018 嘉年華會」之活動及明白報名須
知，現提供以下資料作處理申請及參加有關活動之用途。我們明白將不會收到
有關活動之接納通知書並會自行瀏覽總會網頁（https://hkgga.org.hk）內之 

取錄名單及活動資料。 

□ * 本隊 / 本單位將會參加表演節目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請刪去不適用者) 

隊號：西九龍第＿＿＿＊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樂齡女童軍 隊 

九龍第________ 快樂小蜜蜂隊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區：＊九龍仔／何文田／紅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         （夜）＿＿＿＿＿＿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項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類別：□唱歌  □跳舞  □武術  □話劇  □樂隊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人數：__________人(至少 5人)           表演時間：__________分鐘 

所需物資：□自備 CD/USB播放音樂/歌曲 □自備道具 □自備樂器 □咪___個 

□企咪___個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聲明： 

 本單位明白現場歌曲或音樂表演，如表演同時涉及播放或放映歌曲或音樂 

的聲音，需向擁有有關紀錄的版權擁有人或其代表他的版權特許機構申請 

特許，或自行支付有關費用。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內容簡介：（提供予司儀介紹，50-100字）(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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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童軍九龍城分會丶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聯合舉辦 

2018 嘉年華會---「妳」想世界 龍城傳承 

報名表格---服務女童軍 

＊請於 2017年 12月 22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782 7979＊ 

(#請在方格內□加〝〞  *請刪去不適用者) 

 

# □ 本隊將派出服務女童軍協助當天大會之工作 (請填隊伍資料及甲部) 

□ 本隊將派出女童軍擔任大會司儀之工作 (請填隊伍資料及乙部) 

隊伍資料： 

隊號：西九龍第＿＿＿＊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樂齡女童軍 隊 

分區：＊九龍仔／何文田／紅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       （夜）＿＿＿＿＿＿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天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女童軍職位： ＊領袖 / 隊長 / 隊副 / 隊員     

甲) 服務時間： 

□ A：10:00am至 5:00pm (大會提供午膳飯盒) ，人數共_______人。 

□ B：10:00am至 1:00pm (大會不提供午膳飯盒) ，人數共_______人。 

□ C：12:30pm至 5:00pm (大會不提供午膳飯盒) ，人數共_______人。 

乙) 司儀服務：(大會提供午膳飯盒) 

1. 典禮：(最多 2人，可以同時為表演環節擔任司儀) 

時間：10:00am至 3:00pm    人數：共_______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表演節目：(最多 2人，可以同時為典禮環節擔任司儀) 

時間：10:00am-1:30pm、2:30pm-4:30pm     人數：共_______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