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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童軍總會  

九龍城區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 

活動目的：希望透過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加深女孩子對女童軍運動的認識、培養不同的興趣及接

受評核的挑戰。 

形式及章項： 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 

(實體形式) 

興趣章評核日 

(實體形式) 

興趣章評核日 

(ZOOM形式) 

組 

別 

小女童

軍組 
女童軍運動知識章(取消) 電腦章(取消) 語言章(英/普) 

(照常舉行) 

女童

軍組 

/ 電腦章(取消) 

烹飪章(取消) 

語言章(英/普) 

(照常舉行) 

課節日期  

及 

時間： 

2022年 1月 22日(六)及 

2022年 1月 23日(日) 

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 

  

/  

 

/ 

評核日期 

及 

時間： 

2022年 2月 20日 (日) 

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1時 30分 

2022年 2月 20日 (日) 

上午 9時 30分至 

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 葵涌和宜合道 308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女童軍興趣章中心 2 樓 

 

葵涌和宜合道 308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女童軍興趣章中心 

2 樓 (電腦章) 

3 樓 (烹飪章) 

 

             / 

對  象： 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城區屬下已宣誓之小女童軍或女童軍 

*參加研習班或評核日之小女童軍需達九歲或以上。 

服  飾： 整齊制服 

名  額： 每個章項設 15個名額(每隊最多 3人，後備 3名)，先報先得，每位參加者最多可參加 2

個興趣章(研習或評核)。 

費  用： 語言章：每位港幣 20 元正 

(包括興趣章證書及布章、課堂和評核用品等) 

*後備參加者暫時不用付款 

截止報名日

期: 

延期至 2022年 1月 26日 (星期三)  

報名方法及 

須知： 

1. 本活動接受資訊管理系統(GGMS)報名，請領袖登入網上系統為隊內女童軍報名。 

小女童軍組： 語言章 

   女童軍組： 語言章 

 

有關 GGMS登入方法及報名所需資料，請查看「GGMS登入及開設帳戶指引」。所有報名參加

活動的女童軍必須已有 GGMS帳戶（無論以 GGMS報名或郵寄/親身遞交報名表格）。 

 

2. 郵寄/親身遞交:請填妥報名表格及參加者費用的現金/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

更新版 

https://ggms.hkgga.org.hk/GGMS/OCRS_Course/courseForm/c660d20b-a892-4f8d-8c22-475734f29dce
https://ggms.hkgga.org.hk/GGMS/OCRS_Course/courseForm/333d3b6b-0ba9-495b-ab86-d7eec8878d0a
GGMS登入及開設帳戶指引_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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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九龍地域」，交到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加士居道 8號) 課程/活動登記處。 

 

付款方法(以 GGMS報名): 

信用卡： 
以 GGMS報名後，報名將由課程/活動登記處審批。獲批後將

收到電郵通知，可於限期前登入 GGMS內完成付款 

支票： 

以 GGMS報名後，24小時內通知課程登記處 (23596834)，並

於 4天內郵寄支票/親臨到香港女童軍總會課程/活動登記處

(九龍加士居道 8號)。支票抬頭如下「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

地域」；支票背面寫上隊號及活動名稱。 

現金： 
以 GGMS報名後，24小時內通知課程登記處 (23596834)，並

於 4天親臨到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加士居道 8號)遞交。 

 

3.本活動不接受電郵、電話及傳真報名，所有報名均以 GGMS系統為準。如報名資料不齊全，

報名將不會受理。 

4. 活動報名結果會透過 GGMS公佈，請自行瀏覽網頁。如不獲接納者，將不作另行通知。(透

過郵寄/親身遞交之報名表格：如參與女童軍未有 GGMS帳戶，名字將未能出現於參加者

名單上。) 

5. 報名一經接納，不得更改出席者名字，除因天氣惡劣或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外，所繳交

的款項不會退回。 

6. 當天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天氣報告有八號或以上之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教

局宣佈停課，此活動將會取消。天氣報告以香港天文台公佈之消息為準。（詳情請瀏覽: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備  註: 1. 興趣章評核內容請參考： 

小女童軍組- 

語言章：語言章.pdf (hkgga.org.hk) 

女童軍組-  

語言章： 語言章.pdf (hkgga.org.hk) 

2.以實體形式評核合格者可即時獲得有關興趣章證書及布章。 

3.通過 ZOOM評核合格者，本區將以郵寄方式發出興趣章證書及布章,請務必提供小女童軍/

女童軍全名及正確的郵寄地址。 

4. 實體活動當日，所有參加者必需填妥隊伍健康申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jIYyKxV8SNhKH-z4R-oa_Z_HQO6mZa7gg_MePAw00TfiZQ/viewform?usp=sf_link 

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所屬分區總監或致電 2359 6883 聯絡地域職員劉小姐。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basic_page/Programme/brownie/Syllabus_2021/Chi/%E8%AA%9E%E8%A8%80%E7%AB%A0.pdf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basic_page/Programme/guide/Language_0.pd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jIYyKxV8SNhKH-z4R-oa_Z_HQO6mZa7gg_MePAw00TfiZQ/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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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九龍城區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 (小女童軍組) 

 

請填妥以下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隊號：西九龍第_________ 小女童軍隊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日間）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所屬分區：* 何文田 / 紅磡 / 九龍仔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隊參加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之人數和費用如下： 

 姓名(中文） 宣誓日期  

(日/月/年) 

年齡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參加語言章評核者適用) 

語言章 

(英/普) 

1.        

2.        

3.        

後備 

1. 

       

後備 

2. 

       

後備 

3. 

       

如有退款，支票抬頭請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事處專用 回郵資料(領袖) 

活動編號：R;KLN:KC/22/KB;KG/Badg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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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之個人資料將只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的。香港女

童軍總會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不論是否總會成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及/或為與參

加活動有關的運作目的或任何其他目的而有需要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 

正選費用： 

$20 X _____名 

共：$________ 

*請剔上參加的章項，語言章須註明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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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九龍城區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 (女童軍組) 

 

請填妥以下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隊號：西九龍第_________ 女童軍隊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日間）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所屬分區：* 何文田 / 紅磡 / 九龍仔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隊參加興趣章研習班及評核日之人數和費用如下： 

 姓名(中文） 宣誓日期 

 (日/月/年) 

年齡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參加語言章評核者適用) 

語言章 

(英/普 

1.        

2.        

3.        

後備 

1. 

       

後備 

2. 

       

後備 

3. 

       

如有退款，支票抬頭請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事處專用 回郵資料(領袖) 

活動編號：R;KLN:KC/22/KB;KG/Badg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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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之個人資料將只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的。香港女

童軍總會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不論是否總會成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及/或為與參

加活動有關的運作目的或任何其他目的而有需要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 

正選費用： 

$20 X _____名 

共：$________ 

*請剔上參加的章項，語言章須註明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