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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區總監

致 ：各沙田北區幼童軍團 STN/2019/C/04
知會：沙田北區各區幹部職員 2019年 3 月 13日

金紫荊考驗營暨體驗營（戶外及挑戰）

沙田北區幼童軍支部將於 2019年 4月份舉行上述活動，茲請詳情臚列如下：敬希垂注。

(一)日 期：

項 目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簡介會 2019年 4月 9日 五 晚上 7時 30分 待定

考驗營暨體驗營 2019年 4月 20至 21日 星期六至日 下午2時正至翌日下午5時正 洞梓童軍中心

（二）參加資格： 1.區內已宣誓之幼童軍成員

2. 金紫荊考驗營參加者

a. 必須於 2019年 4年 20日前滿 9歲半或以上及已完成幼童軍歷奇章

b. 必須完成「高級歷奇章」內的「戶外活動」部份

c. 必須已呈交開展通知書

3. 金紫荊體驗營參加者

a. 參加體驗營之成員年滿 8歲或以上

b. 已完成「幼童軍獎章」將獲先考慮

（三）費 用： 每人 150元（包括行政費、事工設備、營費、營內膳食及交通）

（四）內 容： 原野烹飪、運動攀登、黑夜歷程、紮作起營及簡單先鋒工程

（五）名 額： 考驗營 30名
體驗營 10名
（如人數超過名額，將按比例分配）

（六）報名辦法： 備妥下列各項及連同有關證書副本，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馬鞍山郵

政局郵箱 165號（郵寄請於信封註明活動名稱），逾期恕不受理

1. 填妥夾附表格（以旅團為單位）

2. 已填妥之 PT/46家長同意書

3.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

（七）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4日
（八）備 註： 1. 取錄與否，均以書面或電話通知旅團負責領袖

2. 參加者不得遲到或早退

3.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9223 6929與文麗儀聯絡

區總監：蔡學富

（文麗儀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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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資 料：

活 動 名 稱： 金紫荊考驗營（戶外及挑戰） 通告編號： STN/2019/C/04

旅 團 編 號：

負責領袖姓名： 領袖職位：

領袖電郵地址： 領袖聯絡電話：

參加者資料：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會員証號碼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電話號碼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6 男/女

7 男/女

8 男/女

9 男/女

10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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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資料只作本區處理本表格

的申請及有關用途，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區可能會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六個月銷毀。
3. PT46 Form【可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 下載】。

聲明：
本人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並知悉一經緻交，不可更改。
亦知悉收取及保存各參賽成員的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同意書。

團長/團負責領袖簽署：

正楷：
日期：

團/旅印：

********************************************************************
區會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銀行名 收據號碼 收表人簽署 經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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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資 料：

活 動 名 稱： 金紫荊體驗營（戶外及挑戰） 通告編號： STN/2019/C/04

旅 團 編 號：

負責領袖姓名： 領袖職位：

領袖電郵地址： 領袖聯絡電話：

參加者資料：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會員証號碼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電話號碼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6 男/女

7 男/女

8 男/女

9 男/女

10 男/女

備註：
2.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作本區處理本表格

的申請及有關用途，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區可能會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六個月銷毀。
3. PT46 Form【可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 下載】。

聲明：
本人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並知悉一經緻交，不可更改。
亦知悉收取及保存各參賽成員的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同意書。

團長/團負責領袖簽署：

正楷：
日期：

團/旅印：

********************************************************************
區會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銀行名 收據號碼 收表人簽署 經手人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