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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童軍親子儕探 SDGs 
編號：KT/04/23 

2023年 1月 1日 

 
為讓小童軍及幼童軍成員能好好享受大自然，地域將於 2023年 3月舉行「小幼童軍親子儕探

SDGs」，透過不同的遊戲，讓各成員學習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及環境保育。歡迎地域轄各小幼童
軍及其家長踴躍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資料 ：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2023年 2月 15日（簡介會） 三 19:30 – 21:00 九龍地域總部大堂 

  
2023年 3月 5日 日 

（A組）09:00 – 14:00 

（B組）11:00 – 16:00 
大棠有機生態園 

  
   
   

活動內容 ： 1. 小幼童軍 SDGs親子網上自習； 

2. 小幼童軍親子營探 SDGs活動體驗；及 

3. 小幼童軍親子營探 SDGs KOL大賽。 
   

參加資格 ： 本地域轄下之小童軍或幼童軍成員及其家庭成員（以家庭為參加單位，必須由一名童

軍成員及一位家庭成員組成。） 
   
名 額 ： 每組各 500人 

（先到先得，滿額即止。如所選組別已滿額，將獲安排另一未滿額組別。） 
   
費 用 ： 每位童軍成員或家庭成員港幣 40元正（費用包括由香港童軍中心往來活動場地之交

通、紀念章及獎狀等，不包括午膳費用） 

隨團領袖 1位：免費（包括由香港童軍中心往來活動場地之交通及紀念章） 

＊須以劃線支票（一團一票）方式付款，並書明「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為收 

  款人。 
 
表 格 ： 夾附之報名表格 

   
報名辦法 ： 請參閱「活動／課程之報名須知」 
   
截止日期 ： 2023年 2月 6日（星期一） 
   
查 詢 ： 請致電 2957 6486或電郵至 offd@krscout.org 與地域發展幹事邱綺華小姐聯絡 
   
其 他 ： 1. 有關防疫指引，請留意總會網頁公布的最新消息（例如：每次參與童軍活動前進

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必須於活動其間佩戴口罩）； 

2. 所有參加者於報到時必須持有童軍成員編號； 

3.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通知； 

4. 如活動前 1星期尚未接獲通知，請與地域發展幹事聯絡； 

5. 各團必須派出 1名負責領袖出席活動前簡介會；  

6. 參加者必須穿著所屬單位之活動制服及旅巾出席。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吳翠珊          代行） 

 
 

修  訂 

mailto:enquiry@krscou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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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4120/Intstructions_2020M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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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童軍親子儕探 SDGs 

報 名 表 格 

（截止日期：2023 年 2月 6日） 

九龍第    旅（               區） 

負責領袖姓名（中文）：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隨團領袖資料： 

中文姓名 性別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參加者資料： 

編號 中文姓名 
請以「」選擇 

童軍身份 

童軍成員編號 

Scout ID 

家庭成員 

姓名 
聯絡電話 備註 

1  □小童軍  □幼童軍     

2  □小童軍  □幼童軍     

3  □小童軍  □幼童軍     

4  □小童軍  □幼童軍     

5  □小童軍  □幼童軍     

6  □小童軍  □幼童軍     

7  □小童軍  □幼童軍     

7  □小童軍  □幼童軍     

8  □小童軍  □幼童軍     

9  □小童軍  □幼童軍     

10  □小童軍  □幼童軍     

11  □小童軍  □幼童軍     

12  □小童軍  □幼童軍     
 

******************************************以上資料必須塡寫***************************************** 

請  貴團選擇參加之組別（每個團只能選擇一個組別）：□ A組 09:00－14:00 或 □ B組 11:00－16:00 

本團參加人數：（小童軍成員或幼童軍成員及家庭成員合共    人）x每位港幣＄40 = 合共港幣＄     __ 

（請以一團一票方式遞交） 
 
負責領袖簽署：  旅／團印鑑： 

日        期：  
 
備註︰ 

1.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

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3. 凡在本活動安排及／或獲取的文稿、相片、錄像、聲軌之全部或其部分屬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所有，並保留其刊登、出版、廣播、轉載、

刪剪、修改、展覽或作宣傳用途而不另行通知及付酬；文章及／或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地域即有權透過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網頁）

轉載被刊登的文章及／或相片。如有異議，請先表明。 
 

地域專用 

收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 

 編號：KT/04/23 

2023年 1 月 1日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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