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六年至一八年度執行委員 

 

榮譽會長 ：張玉泉先生 

會  長 ：何國榮先生 

副 會 長 ：吳德偉先生 

謝偉年先生 

名譽會長 ：楊孫西博士 GBM GBS JP 

名譽副會長：黃帆風議員 MH 

廖聖瑜先生 

譚月冰女士 

葉浩然先生 

郭必錚先生 MH 

馮美雲女士 MH 

潘進源先生 MH 

陳華裕議員 MH JP 

陳國華先生 

鄧咏駿先生 

主  席 ：林建華博士 BBS MH 

副 主 席 ：雷穎儀女士 

張偉賢先生 

義務秘書 ：駱瑞萍女士 

義務司庫 ：劉惠珍女士 

義務稽核 ：林峰律師 

執行委員 ：梁雁群先生 

盧壽柱先生 

黎樹濠先生 BBS MH JP 

陳永健先生 

李淑媚女士 

金永添先生 

蕭慧芬女士 

蘇麗珍議員 MH JP 

聘任委員 ：張順華先生 

張培剛先生 

洪錦鉉先生 

張琪騰先生 

馬軼超先生 

金 堅女士 

區 總 監 ：林麗霞女士 

助理區總監：鍾穎群女士 

何穎明女士 

分區總監 ：賴敬慈女士 (順利) 

梁曦敏女士 (牛頭角) 

邱仲欣女士 (九龍灣) 

李思慧女士 (秀茂坪) 

巫家宜女士 (油塘) 

香港女童軍 

觀塘分會成立 35周年慶祝活動 2017 

觀塘分會歌唱比賽 

 

各隊伍領袖 / 贊助機構負責人： 

 

    為慶祝香港女童軍觀塘分會成立 35周年﹐將舉辦歌唱比賽﹐以凝聚區內

女童軍﹐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2017年 3月 26日(星期日) 

地點：福建中學附屬學校(九龍油塘村第二期) 

時間：下午 1:30 – 4:30 

對象：觀塘區各組別女童軍(快樂小蜜蜂隊/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        

      樂齡女童軍隊)及領袖 

比賽形式：1. 獨唱；2. 合唱(2至 20人)； 

(每隊在每項目最多可派出兩組：即 2名獨唱和 2組合唱) 

歌曲內容：營火歌 / 題材正面的歌曲 

伴奏音樂：光碟 / USB / 現場以鋼琴伴奏 

費用：全免 

服飾：整齊制服或戶外制服 

獎項：獨唱和合唱組各設冠、亞、季獎項，每名參加者均獲參與證書，以茲 

      鼓勵 

報名方法： 填妥表格，郵寄或於辦公時間親身遞交到九龍牛頭角上邨安善 

道聖公會基顯小學，並於信封註明「觀塘分會歌唱比賽」；或電 

郵 keihin@skhkeihin.edu.hk 

截止日期：2017年 2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 

 

查詢：可向各分區總監或電郵至 dc.kt@hkgga.org.hk 

 

附件：報名表格及活動通告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林建華博士                    

 

2017年 1月 9日 

 

 

 

 



 

 

 

 
二零一六年至一八年度執行委員 

 

榮譽會長 ：張玉泉先生 

會  長 ：何國榮先生 

副 會 長 ：吳德偉先生 

謝偉年先生 

名譽會長 ：楊孫西博士 GBM GBS JP 

名譽副會長：黃帆風議員 MH 

廖聖瑜先生 

譚月冰女士 

葉浩然先生 

郭必錚先生 MH 

馮美雲女士 MH 

潘進源先生 MH 

陳華裕議員 MH JP 

陳國華先生 

鄧咏駿先生 

主  席 ：林建華博士 BBS MH 

副 主 席 ：雷穎儀女士 

張偉賢先生 

義務秘書 ：駱瑞萍女士 

義務司庫 ：劉惠珍女士 

義務稽核 ：林峰律師 

執行委員 ：梁雁群先生 

盧壽柱先生 

黎樹濠先生 BBS MH JP 

陳永健先生 

李淑媚女士 

金永添先生 

蕭慧芬女士 

蘇麗珍議員 MH JP 

聘任委員 ：張順華先生 

張培剛先生 

洪錦鉉先生 

張琪騰先生 

馬軼超先生 

金 堅女士 

區 總 監 ：林麗霞女士 

助理區總監：鍾穎群女士 

何穎明女士 

分區總監 ：賴敬慈女士 (順利) 

梁曦敏女士 (牛頭角) 

邱仲欣女士 (九龍灣) 

李思慧女士 (秀茂坪) 

巫家宜女士 (油塘) 

香港女童軍 

觀塘分會成立 35周年慶祝活動 2017 

觀塘分會歌唱比賽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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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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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號：________________  學校/贊助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負責領袖/女童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形式(圈出所需項目)： 獨唱 ( ____ 名) / 合唱 ( ____ 組) 
獨唱： 

參加者姓名 歌名 伴奏音樂 

1.  光碟 / USB / 現場以鋼琴伴奏 

2.  光碟 / USB / 現場以鋼琴伴奏 

 
合唱：       

組別名稱 歌名 伴奏音樂 

1.  光碟 / USB / 現場以鋼琴伴奏 

參加者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組別名稱 歌名 伴奏音樂 

2.   光碟 / USB / 現場以鋼琴伴奏 

參加者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本隊已獲悉活動期間將會拍攝活動花絮，並 * 同意 / 不同意 有關相片刊
登於相關報章及小冊子內。 
 

隊伍負責人姓名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專用： 

收件日期： 收件人簽收： 

報名方式：郵寄 / 親交 / 電郵 申請：接納 / 不接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