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 
 

 

 

中級組游泳章一、二、三級訓練課程 2017 
 

簡介：透過課程，鼓勵隊員從游泳訓練中鍛練身體，並增強自信心。  
 

課程(編號) 游泳章一級 (SW171) 游泳章二級 (SW172) 游泳章三級 (SW173) 

對象 初學泳者優先 持有游泳章一級 持有游泳章二級 

訓練日期及時間 
7 月 5 日至 8 月 16 日(逄禮拜三) 

晚上 7:30-9:30 

訓練地點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集合地點及服飾 游泳池正門入口，集合時請穿 BB T-Shirt  

理論課  地點及時間待定 

考試日期及時間 
8 月 23 日(三) 

晚上 7:30-9:30 

中央考核由分隊自行報名 

9 月 9 日(8 月 7 日截止) 

名額 總學員人數名額 30 人 

開班人數 15 人為最低開班人數 

截止報名日期 6 月 23 日(五) 

收費 $130 (入場費隊員自付)，請帶備學生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每支分隊首 6 位隊員優先，其後列入後補名單 (新東北區分隊優先) 

 以收齊費用及報名表格為確定 

 游泳章一級學員，請自備浮板 

 如需請假必須於上課前一天聯絡通知教練 

 參加總部三級中央考核之學員需由所屬分隊自行報名 

 有關惡劣天氣安排： 

 當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訊號之後，當

天即將(三小時內)舉行的訓練將會取消或停止。 

 如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訊號、一號熱帶氣旋訊號、雷暴警告，參加者

到泳池報到，教練將以安全的原則決定是否繼續或更改當天的訓練。 

查  詢 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羅瑞琪小姐(Suki)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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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游泳一、二、三級章訓練課程 2017 

 

隊員個人資料及健康申報表（*每位隊員必須填寫） 

註冊編號﹕                    (由總部填寫) 

個人資料 (所有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只限於有關上述活動的用途) 

姓名：（英文）              （中文）         性別：□ 男 □ 女 

（*請以英文正楷書寫，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符） 

年齡：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住宅)                  (手提) 

地址：                              

*活動資料以電郵方式寄予此電郵地址(必須填寫)：          

 隊號︰             

健康狀況 

1. 在過往三年內曾否患有嚴重的疾病?                答：□ 有 □ 無 

如有，請寫上疾病名稱：                              

2. 在過往三年內曾否入院留醫?                   答：□ 有 □ 無 

3. 有否患有長期性之疾病 (如：糖尿病、癲癇症等) ?           答：□ 有 □ 無 

如有，請寫上疾病名稱：                             

4. 醫生之特別指示(長期服用之藥物)：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  係：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地址(如與以上地址不同)：                                 

聲明 

本人已詳閱以上各項資料，茲證明本人在本表格內填寫的各項內容均屬正確。 

 

 

簽署：               日期：             

 
18 歲以下的參加者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寫下列「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以上各項資料，茲證明在本表格內填寫的各項內容均屬正確，並允許小女/ 小兒參加是項活動。如小女/ 小

兒不遵照大會指示進行活動，而發生之意外，主辦單位無須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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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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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游泳一、二、三級章訓練課程 2017 
報名表（*請以正楷填寫） 

 

 
學員姓名 

(中文) 
年齡 性別 聯絡電話 能力 報讀課程 

1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2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3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4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5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6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7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8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9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10     
不懂游泳 /10M /25M /50M 

已有一級章/ 已有二級章 
一級/ 二級/ 三級 

合共: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負責導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少年軍職級：____________  所屬分隊：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須遞交填妥之家長同意書，並於報名時一併交回。(把報名表電郵至<suki_law@bbhk.org.hk>) 

*每支分隊首6位優先，其後列入後補名單。 

以上個人資料，只供報讀訓練課程/活動之用 

繳費方法： 

1. 支票付款：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少年軍』，支票背後請寫上分隊隊號、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2. 銀行轉賬，請把報名費存恆生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024-239-498744-883)，並將存款收據正本與報名表寄回總部辦事處。 

3. 現金付款：請親臨本會總部辦事處（地址：九龍樂民新村A 座地下）繳交及辦理報名手續。 

請勿郵寄現金。總部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總部專用  

經手人 收表日期 所收款項 付款方式 收據編號 備註 

    現金 

 支票 號碼：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