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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區 — 探索 ZCB之旅 

 

活動目的： 

為加強小女童軍隊員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及了解可持續生活模式和對低碳生活模式的認知。 

日    期： 18/01/2020 (星期六) 

地    點： 零碳天地 (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8號) 

時    間： 9:00 a.m. - 1:00 p.m.  

集合及解散地點： 零碳天地廣場 

(為了配合零碳天地的低碳主題，可參考及使用附件(一)之公共交通工具

指南前往) 

對     象:  油尖旺區區內已宣誓的小女童軍 

服    飾： 整齊戶外制服 

名    額： 35名小女童軍隊員及領袖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每隊最多 6名正選、3名後備及 1位領袖  (後備隊員暫不用繳費) 

費    用： 1) 小女童軍隊員：港幣 5元正 

2) 小女童軍隊領袖：費用全免(每隊只限一名出席) 

報名方法： 

本活動接受網上、郵寄或親身提交報名表格，方法如下： 

1. 網上報名: 

https://ocrs.hkgga.org.hk/CourseDetail.aspx?id=9981  

領袖可登入網上系統申請課程及支付費用。 

2. 郵寄/親身遞交: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參加者同意書及參加費用的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地域】，背面請寫上隊號及活

動名稱，交到香港女童軍總會 (九龍加士居道 8號 課程登記處 收) 

備    註: 1) 自備防曬用品、防蚊用品、毛巾、飲用水(最少 800ml)、紙和筆等 

2) 參加者必須為已宣誓之隊員 

截止報名日期: 16/12/2019 (星期一) 

 

報名須知： 

1.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電郵及傳真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支票為準。如報名資料

不齊全，報名將不會受理。 

2. 活動報名結果會透過網上公佈，請自行瀏覽總會網頁（https://hkgga.org.hk），網頁逢星

期三及五更新。如不獲接納者，將不作另行通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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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當天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天氣報告有三號或以上之颱風信號、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或教育局宣佈停課，此活動將會延期或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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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所屬分區總監或致電 2359 6838 聯絡地域職員陳小姐。 

https://ocrs.hkgga.org.hk/CourseDetail.aspx?id=9981
https://hkgga.org.hk/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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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為了配合零碳天地的低碳主題，鼓勵各小女童軍及領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港鐵  

由九龍灣港鐵站（A出口），步行前往零碳天地，只需 8 分鐘  

 巴士 

 No. 14X 鯉魚門 <> 尖沙咀 ﹙循環線﹚ 

 No. 15A 慈雲山（北）<> 平田 

 No. 22  又一城 <> 啟德郵輪碼頭 

 No. 28B 啟德 <> 彩福 

 No. 74A 太和 <> 啟業 

 No. 107 華貴邨 <> 九龍灣 

 No. 215X 九龍鐵路站 > 藍田(廣田邨) 

 No. 297 紅磡碼頭 <> 坑口（北） 

 No. 606 小西灣（藍灣半島）<> 彩雲（豐盛街）總站 

 No. 608 嘉亨灣 <> 九龍城 (盛德街) 

 No. 641 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 啟德（啟晴邨） 

 小巴  

 旺角 > Megabox 

 專線小巴  

 No. 48  順利 <> 九龍灣 

 No. 68  彩雲邨 <> 九龍灣 

 No. 87  鯉魚門邨 <> 麗晶花園 

 No. 106 寶林 <> 九龍灣 

 No. 110 調景嶺 <> 九龍城 

 No. 111 寶林 <> 新蒲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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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區—探索 ZCB 之旅 

活動報名表 

以下資料必須填妥： 

隊號：西九龍第      隊小女童軍隊 

所屬區：油尖旺     所屬分區：大角咀/油尖/京士柏 

學校／贊助機構:                                         

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活動備忘將透過電郵發放，請準確填寫負責領袖之電郵地址。 

參加者資料：   

參加者姓名（中文） 宣誓日期 聯絡電話 

1. 領袖  

2.   

3.   

4.   

5.   

6.   

7.   

*後備參加者姓名（中文） 宣誓日期 聯絡電話 

1.   

2.   

3.   

# 完成研習班之參加者將獲頒發證書，請準確填寫參加者之姓名。 

 

共繳費用    ：小女童軍隊員  ：__________人 X HK$5.00 = HK$           

如有退款，支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                        日期：                                          

辦事處專用 回郵資料(領袖) 

活動編號：   R/YTM/20/KB/Visi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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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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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區—探索 ZCB 之旅 

 

家長同意書  
 

18 歲以下參加者適用 (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           參與於 2020 年 1月 18 日(星期六)舉

行的「油尖旺區—探索 ZCB之旅」。本人已從通告知悉活動詳情，並當督促其準時出席全部活

動。茲証明其身體健康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參加者不遵照大會指示參與活動而發生意

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辦事處)        (手提/傳呼)          

傳真/電郵地址：                

簽署：                  日期：                    

 

---------------------------------------------------------------------------- 

香港女童軍總會 

油尖旺區—探索 ZCB 之旅 

 

家長同意書  
 

18 歲以下參加者適用 (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           參與於 2020 年 1月 18 日(星期六)舉

行的「油尖旺區—探索 ZCB之旅」。本人已從通告知悉活動詳情，並當督促其準時出席全部活

動。茲証明其身體健康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參加者不遵照大會指示參與活動而發生意

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辦事處)        (手提/傳呼)          

傳真/電郵地址：                

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