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心家庭運動 

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防災應急及家居安全嘉年華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支持推出「開心家庭運動」系列活動，將於 2022 年 2 月舉辦「慶祝香

港童軍 110 周年—防災應急及家居安全嘉年華」，活動包括︰攤位遊戲、防災活動、急救實踐及專題講

座，以推廣防災應變意識及家居安全的重要性。歡迎童軍成員與家庭成員一同參與，透過活動促進家

庭成員互相關心，達至家庭融洽相處。活動詳情如下： 

 

（一） 日  期：  

 日  期 星 期 時 間（2 選 1） 地 點 

 

2022 年 2 月 13 日 日 

上午：1100－1400 

或 

下午：1400－1700 

黃大仙嘉諾撒小學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親仁街 5 號） 

 

   

（三） 參加資格： 各支部童軍及其家庭成員（以家庭為參加單位，由最少一名童軍成員及其家庭成

員組成。歡迎參加者與父母、兄弟姊妹和祖父母一同參與。） 

   

（四） 費  用： 每人港幣 10 元（包括紀念品），費用必須以「一旅一表一票」方式付款，劃線支

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請於支票背面填寫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五） 名  額： 900 人（每節約 450 人） 

   

（六） 報名辦法： 請填妥專用報名表格【可於香港童軍總會網頁下載︰本會網頁→通告及表格→通

告→選擇「發展及領袖資源署」】，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

（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填妥家長同意書，並由負責領袖保存至

活動完結後銷毀），於截止日期前連同劃線支票，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七） 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八） 備  註： 1. 報名結果及活動資料將以電郵通知聯絡人（必須於報名表上填寫電郵地址）。 

2. 逾期遞交的申請將不獲處理。申請一經接納，所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 

3. 負責領袖必須確保參加成員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是次活動。 

4. 參加者必須穿着由活動負責人指定的服裝出席活動。 

5. 活動安排將會按照香港童軍總會「童軍活動安排」指引以及活動時適用的政府

規定作出調整。 

6. 如當天活動前三小時，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或以上訊號、紅色或黑色

暴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取消。 

7. 聯絡人如在活動舉行前 7 天仍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與署理助理執行幹事

（發展及領袖資源）張麒璧小姐聯絡（電話：2957 6376）。 

 

發展及領袖資源總監 

 （黃文輝      代行）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發展及領袖資源通告第 28/2021 號 

電話：2957 6377  傳真：3010 8502                    2021 年 12 月 15 日 
 

贊助機構：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https://www.scout.org.hk/tc/whats-new/index.html?id=54


香港童軍總會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開心家庭運動 

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 - 防災應急及家居安全嘉年華 
報 名 表 

（截止日期︰2022年1月17日） 
 

地域／署：  區：  旅：   

負責領袖姓名：   童軍職位：   

聯絡電話：  （手提）  （日間）  

電郵地址：   （請以正階填寫）  

參加時段：  上午：1100－1400 ∕  下午：1400－1700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全旅必須選擇同一時段，二選一。） 

 

 

活動以家庭為參加單位，由最少1名童軍成員及其家庭成員組成。歡迎參加者與父母、兄弟姊妹和祖父母一同參與。 

 

 童軍成員 
姓名 年齡 支部 

同行 
家庭成員人

數 
 

 童軍成員 
姓名 年齡 支部 

同行 
家庭成員

人數 

1.      10.     

2.      11.     

3.      12.     

4.      13.     

5.      14.     

6.      15.     

7.      16.     

8.      17.     

9.      18.     
 
 

參加費用 

童軍成員       人 及 家庭成員       人 = 合共       人 

參加人數（包括童軍成員及家庭成員）       人 × $10 = 總額 $      

現附上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隨隊領袖       人（費用全免） 
 請以「一旅一表一票」方式付款，劃線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 
 請將報名表連同支票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10樓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負責領袖簽署：    

日       期：  單位印鑑：  

備註： 

1. 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童軍成員填妥同意書，
並由負責領袖保存，待活動完結後銷毀。 

2. 報名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會處理申請上述活動及有關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
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3. 在一般情況下，報名表格將於活動完結後 6 個月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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