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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訓練通告第 2019/06 號 

2019 年 4 月 20 日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本區將於 2019 年 5 月舉辦上述活動，並希望透過是次比賽，讓小童軍發揮創意。該活動由

助理區總監（小童軍）賴潔心女士主持，有關詳情，臚列如下，敬希垂注： 
 

 
(一)參加資格： 本區轄下之小童軍成員 
  
(二)參賽組別 : 1. 幼稚園親子組 

2. 小學一年級組 
3. 小學二年級組 

  
(三)費    用： 全免 
  
(四)報名辦法： 在參加表格上填上顏色和參賽成員資料，完成後交回所屬旅團。所屬領袖請於截止

日期前把作品遞交或郵寄「新界元朗坳頭楊屋村 104 號十八鄉區總部」，信封面須

註明「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逾期恕不受理。 
 

(五)評選準則 : 以貼題顏色運用與配搭為主 
  
(六)截止日期： 2019 年 6 月 1 日（星期六） 
  
(七)獎    項 : 各組別設冠、亞、季及優異獎，獲獎成員可獲獎品一份。獎項將於 2019 年 6 月 26

日「十八鄉區區務委員會就職典禮」中頒發。 
  

(八)須    知： 1. 每位參賽者只可遞交參賽作品一份； 

2. 參賽者可任意選取多於一種顏料或加上任何背景； 

3. 參賽作品將於頒獎當日展示，所有作品恕不退還； 

4. 獲獎成員將獲書面通知，而比賽結果將在本區網頁上公佈; 
5. 本通告可於區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sph> 內瀏覽。 

 

 
                 

區總監 陳嘉興 
 

(賴潔心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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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鄉區小童軍支部 

【小童軍T shirt設計比賽】 

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 2019年6月1日 (星期六) 

 

負責領袖姓名：______________ 童軍職位：______________ 旅別：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日間/辦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童軍姓名 
組別（請以表示） 

幼稚園親子組 小學一年級組 小學二年級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旅長/團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表格貼在作品的後面 

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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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 名 :_____________    就 讀 班 別 :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名:_____________    就讀班別: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 名 :_____________    就 讀 班 別 :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名:_____________    就讀班別: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 名 :_____________    就 讀 班 別 :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名:_____________    就讀班別: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 名 :_____________    就 讀 班 別 :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名:_____________    就讀班別: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 名 :_____________    就 讀 班 別 :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小童軍 T-shirt 設計比賽】 

姓名:_____________    就讀班別:_________    

組別:(幼稚園親子組/小學一年級組/小學二年級組)  

旅號:新界/十八鄉 第_____________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