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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普查員 2019－報名表格 

報名組別 

 個人  家庭 
 團體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 學         中 學        大專／大學  

 非牟利組織     制服團體   私營機構 

 

個人參加者資料／家庭、團體組別隊長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年齡（必須年滿 18 歲）： 

教育程度： 職業： 

電話（住宅）： 電話（手提）：                            （必須填寫） 

住址：  

電郵地址：                                            （必須填寫，報名確認 及 訓練安排 將以電郵通知） 

是否「蜆殼綠趣遊蹤—蝴蝶普查員」計劃的合資格蝴蝶普查員？  是，通過評核年份：___________    否 

有否參與其他觀蝶活動？   有，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欲進行蝴蝶普查的地點（請以 1-4 順意願填寫；本會將儘可能按參加者意願編排。） 

 大埔烏蛟騰    大埔元墩下  大欖郊野公園（錦田）  屯門龍鼓灘 

 北區鹿頸    北區沙頭角  西貢白沙澳及荔枝莊  西貢深涌及榕樹澳 

 大嶼山梅窩  東涌䃟頭    新增地點  

 

補充資料 

首次報名的參加者，歡迎以不多於 250 字分享參與本計劃的原因及期望，此項將作為甄選標準之一。 

 

 

 

（如空間不足，請另頁書寫) 

若有意與指定合資格普查員分配同一普查小組，請於此欄申請並註明普查員的姓名。 

 

 本人已閱畢及同意「蜆殼綠趣遊蹤—蝴蝶普查員 2019」計劃詳情及細則。 

 如屬團體或家庭組別報名隊伍，本人將確保隊中有年滿 18 歲的人仕出席所有訓練及普查活動。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  內加 ✓） 

注意事項： 

 請以電郵（butterfly@greenpower.org.hk）、傳真（號碼：2314 2661）或郵寄方式（地址：九龍旺角登打

士街 56 號家樂坊 23 樓 2314 室，請註明「蝴蝶普查員計劃 2019」）遞交報名表格。 

 本會將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或之前向成功報名之參加者發出確認電郵，以確認其參加資格。 

 有關計劃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亦可致電 3961 0200 或電郵至 butterfly@greenpower.org.hk 查詢。 

mailto:butterfly@greenpowe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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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適用於報名 團體 或 家庭組別；報名個人組別無須遞交本頁 ] 

 

隊員資料（家庭組別必須有最少一位 9-17 歲家庭成員參與）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齡    

性別    

電話    

電郵    

是否「蝴蝶普查
員」計劃的合資
格普查員？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與隊長的關係
(如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齡    

性別    

電話    

電郵    

是否「蝴蝶普查
員」計劃的合資
格普查員？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與隊長的關係
(如有)    

 

 隊員（七） 隊員（八） 隊員（九）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齡    

性別    

電話    

電郵    

是否「蝴蝶普查
員」計劃的合資
格普查員？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是，通過評核年份: _______ 

 否 

與隊長的關係
(如有)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請於  內加 ✓） 

《個人資料收集及使用》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日後綠色力量向您發放資訊和最新消息，我們絕對不會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出售或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我們衷心希望與您
保持交流溝通，日後將主要以電郵方式為您提供環保資訊和活動消息。您可隨時電郵至 gppo@greenpower.org.hk 取消接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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