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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out Association Sham Shui Po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良繫旅團齊合作   提練領袖全達標 
 

致  ： 領袖及成員  

由  ： 區總監   

知會： 區務委員會各委員、各區幹部職員  

日期： 2017年 8月 11日  

  

【深東同根童心和諧嘉年華暨 

全區會操及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編號：SP /01 / 17 

      

為加強旅團間之聯系及表現團隊精神，本區將於二零一七年十一月，舉行全區會操，

並藉此機會同時舉行「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會操內容包括分列式步操、 團

呼、快樂傘及樂隊表演。  

 

現特函誠邀 貴童軍旅參與「深東同根童心和諧嘉年華」暨「全區會操及第二十六屆區

務委員就職典禮」。 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 ： 201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 ： 1) 嘉年華 ~ 11:30-15:00 

2) 會操及就職典禮 ~ 16:00-17:30 

地點 ： 保安道遊樂場 

內容 : 1) 有獎攤位遊戲/童軍表演 

2) 步操隊伍檢閱 /小童軍快樂傘表演 /幼童軍團呼表演 /樂隊表演  
 
報到時間 : 10:00 - 攤位遊戲工作人員/ 步操隊伍 

 11:30 - 團表演呼的幼童軍 

 13:45 - 幼、小童軍步行致意隊及表演快樂傘小童軍 

 15:15 - 觀禮童軍 (** 歡迎童軍成員帶同家長出席觀禮 **) 

典禮時間： 下午四時正  

解散時間：  約下午五時三十分  

簡介會：  2017 年 10 月 14日(星期六) 七時正  

  地點：區總部(各參加單位務必派代表出席簡介會)  
 
請於 2017 年 10 月 2日(星期一)前賜覆。  
 

如有查詢，請聯絡副區總監張秀珍小姐 68989348 / 電郵：krsspe2006@yahoo.com.hk   

或副區總監李家豪先生 91766958 / 電郵：humphrey_khlei@krscout.hk  

  

  

  

  

區總監 

易瑞文先生 

(張秀珍代行) 
 

http://www.krscout.hk/s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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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out Association Sham Shui Po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良繫旅團齊合作   提練領袖全達標 
  

【深東同根童心和諧嘉年華暨 

全區會操及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回  條 

（請於 2017 年 10 月 2 日前回覆） 
 

(1) 團呼及快樂傘表演 
 

致 :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傳真 : 31880727 / 電郵：sspe@krscout.hk 

請在適用空格上加上「✔」號並在橫線上填上數字。  

  

□ 本旅/機構 將有制服成員___________人出席  團呼/快樂傘表演  

     *(刪去不適用)。  

□ 本旅/機構 將無暇出席上述活動。                   

   未能出席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別/機構：    支部：   

負責人： 職位： 聯絡電話：   

簽署: 日期: 電郵地址： 

 
>>>----------------------------------------------------------------------------------------------------------------- 

  

 回  條 

（請於 2017 年 10 月 2 日前回覆） 
 

(2) 步操隊伍/步行致意 
致 :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傳真 : 31880727 / 電郵：sspe@krscout.hk 

請在適用空格上加上「✔」號並在橫線上填上數字。  

  

□ 本旅/機構 將有制服成員___________人出席  步操隊伍/步行致意  

     *(刪去不適用)。  

□ 本旅/機構 將無暇出席上述活動。                   

   未能出席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別/機構：    支部：   

負責人： 職位： 聯絡電話：   

簽署: 日期: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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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out Association Sham Shui Po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良繫旅團齊合作   提練領袖全達標 

 

【深東同根童心和諧嘉年華暨 

全區會操及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回  條 

（請於 2017 年 10 月 2 日前回覆） 
 

(3) 嘉年華攤位遊戲 
 

致 :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傳真 : 31880727 / 電郵：sspe@krscout.hk 

請在適用空格上加上「✔」號並在橫線上填上數字。  

  

□ 本旅/機構 將有制服成員___________人參與嘉年華攤位遊戲  

□ 本旅/機構 將無暇出席上述活動。                   

   未能出席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別/機構：    支部：   

負責人： 職位： 聯絡電話：   

簽署: 日期: 電郵地址： 

 

http://www.krscout.hk/sspe/
mailto:sspe@krscout.hk


www.krscout.hk/sspe/  地址：九龍石硤尾棠蔭街 17 號大坑東社區中心 101 室    電話 : 3188-9109                       傳真 : 3188-0727 

 

 

Hong Kong Scout Association Sham Shui Po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良繫旅團齊合作   提練領袖全達標 
 

【深東同根童心和諧嘉年華暨 
全區會操及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嘉年華攤位遊戲資料 

敬啟者: 

 

1. 攤位遊戲內容請以「同根童心社區和諧」為主題。遊戲不能有賭博性質及博彩

成份。 

2. 為鼓勵會場內人仕參與攤位遊戲，提高會場氣氛，本區會將提供遊戲紀念品，

由本會安排發放，以贈送給每位持遊戲券參與攤位遊戲的參與者，紀念品送完

即止。 

3. 每個攤位遊戲將獲三百元正(HKD 300.00)作為佈置津貼，請於活動當日帶備向

商店購買佈置物資料的正式收據/現沽單(「發票(invoice)」不接受) 及用大

會製訂之收款表格申報。請於活動當日向本區會領取攤位津貼(必須憑單據實

報實支) 。 

a. 只接受「收據 / 現沽單」 (不接受 :發票 (invoice)) 

b. 所有「收據 / 現沽單」抬頭:請寫「香港童軍總會深水埗東區｣ 
c. 請把「收據 / 現沽單」請貼在由大會提供的 A4紙上 

d. 所有「收據 / 現沽單」必需清楚詳列以下資料: 
1) 商號的名稱 2) 商號的地址 3) 商號的電話號碼 
4) 購買項目名稱 5) 購買項目單價 6) 數量及金額總數 

e. 購日期必須在 10月 15日至 11月 12日期間 

4. 大會提供攤位支架連帳篷，一張木摺檯，三張摺椅及攤位頂橫額。 

5. 另外每個攤位獲大會供應主持攤位遊戲人員的午餐盒連飲品三份。 

6. 為方便籌備活動，請於 2017 年 10 月 2 日前填妥回條用電郵或傳真回覆。 

7. 當日節目流程 
10:00 攤位佈置 

11:30-15:00 攤位遊戲時段 

13:00 遊戲紀念品派發開始 

16:00 典禮開始 

16:45 致送紀念品予参加者及攤位遊戲代表機構 

 

如有查詢，請與活動負責人- 副區總監張秀珍小姐 68989348 / 電郵：krsspe2006@yahoo.com.hk或

副區總監李家豪先生91766958 / 電郵：humphrey_khlei@krscout.hk 

 

請早賜覆為盼! 
 

區總監 

易瑞文先生 

(張秀珍代行) 

http://www.krscout.hk/ss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