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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香港青少年軍領袖訓練營 

 

健康狀況申報表(A) 

 

團員姓名：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主辦機構）為確保團員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次活動，各團員/其家長或監護人必須

如實/清楚申報團員之健康狀況。請在下列選項中過往/現有的健康狀況，如曾接受/將接受手術者、需

長期服藥者、長期病患或曾患嚴重疾病者等，請隨健康申報表附上醫生／藥物證明文件副等本，總會

亦會因應個別情況要求團員出示文件。 

 

 Neurological 神經系统   Respiratory 呼吸系统 

□ History of epilepsy, fits or blackouts 

  癲癎、肌肉抽搐或昏厥 

 
□ Acute respiratory conditions 嚴重呼吸系统問題 

□ History of migraine 偏頭痛  □ Bronchitis 支氣管炎 

□ History of psychiatric illness 精神病                     
 □ Asthma 哮喘  

   Please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 請提供進一步資料: 

 
  - Date of last attack 上次發作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sual 視力   - Treatment required 所需治療:  

 - Color of bottle 藥樽顏色  

 □ Brown 啡 (如有,請提供藥名)                   

 □ Blue 藍 (如有,請提供藥名)                     

 □ Red 紅(如有,請提供藥名)                      

 *請提供藥物證明或者照片 

□ Acute Myopia or Astigmatism 深度近視或散光

(近視 800 度或以上，散光 200 度或以上) 

□ Nyctalopia 夜盲症 

□ Retinal detachment 視網膜脫落 

 

□ Other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orhinolaryngological 耳鼻喉   Cardiovascular 心臟及循環系统 

□ Acute otitis media or externa  

   急性中耳或外耳炎 

 □ Cardiac illness 心臟毛病 

□ Hypertension 高血壓 

□ Hypoglycemia 低血糖 
□ Chronic suppurating otitis media 

   慢性化膿性中耳炎 

 

□ Scarred ear-drum 耳膜損傷 

□ Hearing Impairments 聽障 
 

 

□ Sinusitis 鼻竇炎    Abdomen 腹部 

 
 □  Appendicitis 盲腸炎 

□  Colostomy 结腸造口 

 Endocrine and Drugs 內分泌及藥物 

□ Under treatment by antihistamines, 

tranquilizers, or decongestant drugs, or any type 

of drugs with side effects that could affect 

alertness and judgments 正接受抗組織胺、鎮

靜劑或通鼻塞藥物，或其他影響警覺性及判

斷藥物的治療 

 □ Other significant abdominal conditions  

其他嚴重腹部疾病 

 

 Locomotor 運動系统 

□ Limitation of limb or hand movement 

    肢體或手部活動障礙 

 
 Previous Surgery 曾接受手術 

   Type of surgery 手術類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s 其他 

□ Herniated Disc 椎間盤突出 

□ Flatfoot 扁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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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uelae 後遺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surgery 手術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ronic illness/Medication(s) Currently 

in use 長期病患/服藥 

   Disease(s)疾病：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Medicine(s)藥名：    

                                          

 

 Sensitive or Taboo 敏感/禁忌 

□ Allergic to medicine(s)對藥物敏感  

    Name of medicine(s)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 

□ Allergic to Food 對食物敏感  

    Name of Food 食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 Taboo about Food 禁忌食物：_________________ 

    Reason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conditions not mentioned on this page 

   其他在本頁未曾敘述症況: 

□ Eczema 濕疹 

□ other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充資料(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家長／監護人姓名：                     電話：               

 

個人聲明 
 

 本人聲明上述提供之資料正確無訛及本人之健康狀況適宜參與是次活動，若提供虛假、不完整或誤

導訊息，本人需要承擔有關法律責任。 

 本人明白並同意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及其授權的人士及單位，有權使用以上提供的資料，作為舉辦及

處理本次香港青少年領袖訓練營之用。 

 本人明白以上申報資料僅供本活動內醫務人員了解參加者身體狀況之用，一切資料將會保密，並於

活動後銷毀。 

 

團員姓名：        團員簽署：           日期：           

 

未滿十八歲之團員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本人已詳閱及知悉以上資料，謹此聲明本人子女／上述團員        （團員姓名）之健康狀

況適宜參與是次活動，及就上述申報資料及內容正確無訛。 

 

家長／監護人姓名：           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https://cn.linguee.com/%E8%8B%B1%E8%AF%AD-%E4%B8%AD%E6%96%87/%E7%BF%BB%E8%AD%AF/chronic+illness.html
https://cn.linguee.com/%E8%8B%B1%E8%AF%AD-%E4%B8%AD%E6%96%87/%E7%BF%BB%E8%AD%AF/chronic+ill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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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申報表(B) 
 

本人聲明以下提供之資料均屬實及正確無訛，若提供虛假、不完整或誤導訊息，本人需

要承擔有關法律責任。 

 是 否 

 過往 30 天內（包括現時）你及與你同住家人曾否離境香港（包括 

內地）（如有)請註明： 

  本人或家人：                               

  離境到訪地區：                               

  入境香港日期及時間：                               

  

 （承上題）曾否因防疫措施而需進行家居隔離/檢疫（如有)請註明： 

 開始隔離日期：                                             

 結束隔離日期：                                                                 

  

 過往 20 天內（包括現時）你及與你同住家人有否出現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徵狀（如：咳嗽、氣促、發熱發燒、流鼻水、喉嚨痛、頭痛等） 

  

 過往 20 天內（包括現時）曾否與新型冠狀病毒確診者或懷疑確診者之

親友或者人士接觸 

  

 你及與你同住家人曾否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並呈陽性及接受治療 

（如有)請註明： 

確定感染日期：                                             

痊癒日期：                                                 

  

*請於適當的選項內 

 

以上申報資料僅供訓練營內部紀錄之用，一切資料將會保密，絕不對外公開，有關資料將於今屆訓練

營結束後三個月內銷毀。 

 

申報人姓名：           

申報人簽署：           

簽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