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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活動報名表 
 

目的： 

讓參加者享受小女童軍生活，並提升小女童軍的技能、知識及提升考取小女童軍度假營章及榮譽

小棕仙之信心和興趣。同時，透過活動加深領袖對帶領度假營的知識及日後帶領隊伍參與度假營

的信心。 

 

活動詳情： 

活動內容： 3 日 2 夜的度假營活動，營內會進行營燈會、營地追蹤、原野烹飪體驗、繩網、

團隊合作遊戲等活動 

日    期：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 （星期三至五） 

時    間：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 時 30 分 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 時 

地    點： 新德倫山莊（地址：黃泥涌峽道 141 號） 

對    象： 屯門區已宣誓及年滿 9 歲以上的小女童軍隊員及其領袖 

費    用： 小女童軍–每位港幣$120 

領袖–免費（每隊需至少有 1 位領袖參加） 

*部份費用由女童軍優化活動計劃及香港女童軍屯門分會津貼 

名    額： 20 人（每隊最多 4 人參加，不包括領袖） 

*每隊需至少有 1 位領袖參加 

服    飾： 小女童軍入營需穿著整齊制服 

準備會議： 參與隊伍的領袖必須出席 （會議日期待定） 

報名辦法： 本活動接受郵寄或親身提交報名表格，請將填妥的報名表、家長／監護人同意

書及劃線支票寄交：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活動課程登記處 收】 

*支票抬頭為「香港女童軍總會新界地域」，背面請寫上隊號及活動名稱 

備    註 : 每名參加者均必須填妥「家長／監護人同意書」（見附件，可自行複印） 

截止日期：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 

 

報名須知： 

1. 活動不接受電話、傳真、電郵或即場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支票為準。如報名資料

及費用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如報名人數過多，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 

2. 報名一經接納，除因天氣惡劣或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外，所有費用，概不發還；一經取錄，

未經大會許可，名額不得轉讓，亦不設退款。 

3. 活動報名結果會透過網上公佈，請自行瀏覽總會網頁（https://hkgga.org.hk），網頁逢星期三及

五更新。如不獲接納者，將不作另行通知。 

4. 惡劣天氣應變措施：如當天活動前兩小時，天文台仍懸掛一號風球，活動將照常舉行；黃色、

紅色、黑色暴雨警告及三號風球或以上，活動將會延期或取消。若活動正在進行中，將安排

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天氣消息以香港天文台發出之天氣報告為準。詳情請

參閱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Safety%20Rules%20Chines

e%20Version%20201708.pdf 

 

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所屬分區總監或致電與地域職員梁小姐聯絡（電話: 2359 6821）。 

https://hkgga.org.hk/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Safety%20Rules%20Chinese%20Version%20201708.pdf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Safety%20Rules%20Chinese%20Version%20201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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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活動報名表 
  

本隊已知悉大會於活動當天會進行拍攝工作，並同意把涉及本隊的照片刊登於本會刊物及

網頁。本隊將參加「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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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資料必須填妥： 

隊號：新界第      小女童軍隊   所屬分區：*屯門東/ 屯門南 /屯門西/ 屯門北 *請刪除不適用者 

學校／機構名稱：                                                                                                

負責領袖姓名：                           電郵：                                         

聯絡電話    ：                         （辦事處）                            （手提）            

參加者及隨隊領袖資料： 

參加者姓名（中文） 年齡 宣誓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1.   姓名：         （聯絡電話：             ） 

2.   姓名：         （聯絡電話：             ） 

3.   姓名：         （聯絡電話：             ） 

4.   姓名：         （聯絡電話：             ） 

隨隊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1.  

2.  

3.  

*註：每隊必須有至少 1 位領袖參加 

 

共席總人數  ： 

領袖人數    ：         人  （免費）        小女童軍人數：        人 （每位港幣$120） 

共繳費用    ：$120  x           人 ＝ $            

如有退款，支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                        日期：                                          

 

辦事處專用 回郵資料(領袖) 

活動編號：R/TM/18/Ocam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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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https://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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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小女（小女童軍姓名）                  （隊號：                    ）參與

2017年12月27至29日於新德倫山莊舉辦之「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茲證明她的健康狀況： 

   健康良好，適合參加是項活動 

   需要特別照顧，請列明：                   （如食物敏感、藥物敏感、需定時食藥或其他） 

     如需定時食藥必須填寫 “藥物使用委託書”於活動當日報到時交予負責領袖。    請剔選 

家長聲明 

本人為上述女童軍之家長/監護人，現謹証明上述資料正確無誤。如若小女在營期期間不遵

照大會指示而發生意外，活動安全主任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同時，小女如有任

何身體不適，本人願意即時接回家中，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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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小女（小女童軍姓名）                  （隊號：                     ）參與

2017年12月27至29日於新德倫山莊舉辦之「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茲證明她的健康狀況： 

   健康良好，適合參加是項活動 

   需要特別照顧，請列明：                   （如食物敏感、藥物敏感、需定時食藥或其他） 

     如需定時食藥必須填寫 “藥物使用委託書”於活動當日報到時交予負責領袖。    請剔選 

家長聲明 

本人為上述女童軍之家長/監護人，現謹証明上述資料正確無誤。如若小女在營期期間不遵

照大會指示而發生意外，活動安全主任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同時，小女如有任

何身體不適，本人願意即時接回家中，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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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格必須於連同 

活動報名表郵寄或親身交

至香港女童軍總會 

此表格必須於連同 

活動報名表郵寄或親身交

至香港女童軍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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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藥物使用委託書 
 

 

小女童軍姓名： 隊號：   

 

服藥原因： * 需要/不需要 冷藏藥物 

 

服藥後的反應及注意事項：   

 

最近一次在家服藥時間： 

*有 / 無服藥，*昨晚 / 今晨(時間)_______________  ，攜帶藥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活動安全主任報告 

在營內服藥紀錄如下： 

服藥時間 

日 期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報告事項：   

                                                                                   

 

活動安全主任簽署： 日期：   

 

備註：本會只接受由發出日期計一個月內，由同一註冊西醫或醫院處方之藥物，並只依據容

器上之指示安排服藥，故請家長填寫清楚女童軍姓名及服法，以確保無誤。 

家長聲明 

本人為上述女童軍之家長/監護人，現謹証明以有關服用藥物之安排正確無誤，並同意

委託活動安全主任之指示安排服藥，如若小女在營期期間不遵照指示服藥而發生意外，

活動安全主任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同時，小女如有任何身體不適，本人

願意即時接回家中，以策安全。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電話：（住宅）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家長／監護人*簽署：                                                             

請於有需要時填寫

並於活動當日報到

時交予負責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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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活動當日報到

時交予負責領袖 

 

 

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體溫紀錄表 
 

活動名稱  ：香港女童軍總會 「屯門區—小女童軍小隊長訓練」 

日期      ：                                              

參加者姓名：                                              

隊號      ：                                              

 

由 *家長 / 監護人量度體溫，如下：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請刪去不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