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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比賽項目）
（請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或之前交回） 

報名表格

地域：____________________ 區別：__________________  旅：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本單位申請參加以下項目：

項 目 單 項 人／隊數 合 共

A. 獨木舟 □ T1-100 米 $20 位 =$ 
B. 立划板 □ SUP-100 米 $20 位 =$ 

C. 標準艇
□ 100 米 $140 隊 =$ 

□ 技巧錦標賽 $140 隊 =$ 

D. 龍舟 □ 100 米 $220 隊 =$ 

E. 風帆 □ 雙人賽 $40 隊 =$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單位一票」方式繳付，支票抬頭請

書「香港童軍總會」或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總計：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可參與項目多於一項。

(二) 參賽名單 1

A. 獨木舟賽事 ：

獨木舟（T1-100 米） 
 童軍組              深資童軍組

 公開組（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

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2 支部 4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5 

（Scout ID） 
（只適用於支部成員）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B. 立划板賽事 ：

立划板（SUP-100 米） 
 深資童軍組

 公開組（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

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2 支部 4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5 

（Scout ID） 
（只適用於支部成員）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註： 1.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可參與賽事多於一項。如參加單位多於一隊或多於一項，請另填表格及自行複印； 
2. 請刪去不適用者；
3. 獨木舟及立划板賽事不設男女混合賽；
4. 支部：S — 童軍；V — 深資童軍；R — 樂行童軍；L — 領袖及會務委員，請填寫英文代號；
5. 各支部成員必須填上童軍成員編號（Scout ID），方作處理，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第 61/2018 號。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1444/ACR612018_C_YM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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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比賽項目）
（請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或之前交回） 

報名表格

地域：____________________ 區別：__________________  旅：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參賽名單（續）1

C. 標準艇賽事：

標準艇  100 米-青少年成員組（地域代表賽）   技巧錦標賽-青少年成員組（地域代表賽）

選手位置 中文姓名 性別 2 支部 4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5 

（Scout ID） 
（只適用於支部成員）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舵手： - 男／女

槳手：

（100 米 
6 位／技

巧賽 7
位）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6. 男／女

7. 男／女

後備： - 男／女

D. 龍舟賽事 ：

龍舟
 100 米-青少年成員組（地域代表賽）    100 米-公開組（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地域代表賽）
 賽事舵手需由大會提供  自備賽事舵手

選手位置 中文姓名 性別 2 支部 4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5 

（Scout ID） 
（只適用於支部成員）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鼓手： - 男／女

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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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舵手： - 男／女

後備： I. 男／女

II. 男／女

III. 男／女

註： 1.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可參與賽事多於一項。如參加單位多於一隊或多於一項，請另填表格及自行複印； 
2. 請刪去不適用者；
3. 所有隊制賽男女可一同組隊參加；
4. 支部：S — 童軍；V — 深資童軍；R — 樂行童軍；L — 領袖及會務委員，請填寫英文代號；
5. 各支部成員必須填上童軍成員編號（Scout ID），方作處理，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第 61/2018 號。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1444/ACR612018_C_YM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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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比賽項目）
（請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或之前交回） 

報名表格

地域：____________________ 區別：__________________  旅：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參賽名單（續）1

E. 風帆賽事

風帆（雙人賽）
 童軍組

 公開組（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

隊號 中文姓名 性別 2 支部 4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5 

（Scout ID） 
（只適用於支部成員）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1. 男／女

男／女

2. 男／女

男／女

3. 男／女

男／女

註： 1.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可參與賽事多於一項。如參加單位多於一隊或多於一項，請另填表格及自行複印； 
2. 請刪去不適用者；
3. 所有隊制賽男女可一同組隊參加；
4. 支部：S — 童軍；V — 深資童軍；R — 樂行童軍；L — 領袖及會務委員，請填寫英文代號；
5. 各支部成員必須填上童軍成員編號（Scout ID），方作處理，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第 61/2018 號。

(三) 聲明

1. 茲證明所有參賽者均能穿著衣服游泳最少 50 公尺及踏水 2 分鐘／諳練泳術及持有比賽要求的相關資

歷，願意遵守大會所訂之各項比賽規則；

2. 如因本人或參加者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本人或參加者於比賽時傷亡，或造成在前赴或

離開比賽場地時傷亡或財物損失，一切責任由本人及參加者承擔，香港童軍總會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本人已確保參賽者知悉及明白並願意承擔在比賽期間所有意外風險及責任，如有需要亦會自行購買

所需保險；

3. 本人及參加者知悉在比賽當日必須以「安心出行」、「智方便」或「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顯示的本地

疫苗接種紀錄二維碼或載有二維碼的紙本或相片（例如儲存在手機）的本地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證

明書。

(四) 領袖資料：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單位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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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資料只作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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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報名表格

將於活動完成後6個月銷毁。

2. 「黄碼」或「紅碼」人士，均不得進入會場。
3. 有關防疫措施，會因應政府最新公布消息有所變動或更新，敬請留意。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1444/ACR612018_C_YM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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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比賽項目）
家長同意書

舉辦日期：   2022 年 10 月 23 日   2022 年 11 月 5 及 6 日 

舉辦地點：  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參加項目： 

A. 獨木舟 □ T1-100 米

B. 立划板 □ SUP-100 米

C. 標準艇
□ 100 米

□ 技巧錦標賽

D. 龍舟 □ 100 米

E. 風帆 □ 雙人賽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參加者及家長資料：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單位／地域：___________________   第___________旅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參加者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聲明：

本人已清楚上述活動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敝子弟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 關活動。現同意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參與上述活動。

（二）參加者特別健康情況（例如敏感、長期服藥、哮喘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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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資料只作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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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

報名表格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毁。

2.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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