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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區總監 

致﹕沙田北區各童軍團 

知會﹕有關領袖及區職員 

STN/2021/D/13     

2021年 11月 30日 

 

香港童軍 110 周年總會大型慶祝活動 
潔伴童行 110 

 

為慶祝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同時響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本會周年主題「竭盡所
能 服務社群」，童軍總會將於 2022 年舉辦「潔伴童行 110」社區服務，號召全港童軍成員以小隊
形式清潔山徑，向童軍成員和公眾人士宣揚保護環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等訊息。響應是次
服務，本區安排活動如下： 
 
(一) 路線資料 ：  
 
 
 
 
 
 

   
（二）  服務形式︰ 1. 童軍成員以小隊形式分別前往 110 個指定地點進行山徑清潔，每隊人數以

四人為上限。 
2. 支持環保，請利用曾經使用的購物袋和物資收集垃圾。完成服務後，把垃

圾放置在垃圾收集站。 
3. 活動期間拍攝照片，記錄所收集的垃圾，並上載至指定社交平台並標註指

定 Hashtag 訊息。 

編號   日   期 星期 時 段      路    線 
 集合/ 
解散地點 

A1   9/1/2022 日  9:30 馬鞍山家樂徑 (適合幼童軍) 耀安邨 

A2  9/1/2022 日  9:30 
馬鞍山郊野公園 

(適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 
耀安邨 

A3  9/1/2022 日  9:30 梅子林 (適合幼童軍、童軍) 耀安邨 

B1  23/1/2022 日  9:30 馬鞍山家樂徑 (適合幼童軍) 耀安邨 

B2  23/1/2022 日  9:30 
馬鞍山郊野公園 

(適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 
耀安邨 

B3  23/1/2022 日  9:30 梅子林 (適合幼童軍、童軍) 耀安邨 

C1  27/2/2022 日  9:30 馬鞍山家樂徑 (適合幼童軍) 耀安邨 

C2  27/2/2022 日  9:30 
馬鞍山郊野公園 

(適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 
耀安邨 

C3  27/2/2022 日  9:30 梅子林 (適合幼童軍、童軍) 耀安邨 

D1  13/3/2022 日  9:30 馬鞍山家樂徑 (適合幼童軍) 耀安邨 

D2  13/3/2022 日  9:30 
馬鞍山郊野公園 

(適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 
耀安邨 

D3  13/3/2022 日  9:30 梅子林 (適合幼童軍、童軍) 耀安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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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資格： 幼童軍或以上支部成員及各級領袖 
   
（四）  名  額： 每條路線，每次一隊出發，最多 4 人(包括帶隊領袖)， 
   
（五）  報名辦法︰ 請填寫附件之報名表格，並傳真至(傳真號碼: 8161 8276)或電郵至區會(電郵地

址：stnscout@gmail.com)，確定出發日期後區會再另行通知。 
   
（六）  截止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額滿即止】 
   
（七）  紀 念 品： 參加服務的帶隊領袖及童軍成員將會獲贈紀念章和精美紀念品，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送完即止。 
   
（八）  其    他： 1. 此活動為慶祝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的總會大型慶祝活動。 

2. 未滿 18 歲參加者必需填妥家長同意書，由該旅負責領袖保留，直至活動後
自行銷毀。 

3. 參加者必須佩戴領巾參與服務。 
4. 本會擁有參加者遞交相片的一切刊載及其他使用權。 

5. 此活動為「和平使者計劃」核准活動，參加者在完成服務後，只需進行簡
單登記，即可於童軍制服佩戴和平使者章，由活動首天起計，為期 12 個
月，詳情請參閱 國際通告第 09/2020 號。 

6. 參加者進行活動時，必須遵從《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俗稱「限聚令」）就人數限制、社交距離以及其他相關要求。 

7. 活動安排須要按照總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而發出的「童軍活
動安排」指引、《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活動指引第 04/2018 號）
及《戶外活動安全要則及須知》（活動指引第 05/2018 號）。 

8. 如有查詢，請與沙田北區副區總監許月美女士聯絡（電話：9881 9308）。 
 

   

  

 

 

 

   區總監 蔡學富 

    (許月美 代行) 

 

 

 

http://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3801/CIR_0920_Chi_Mo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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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110周年慶祝活動 

潔伴童行110 

  沙田北區報名表格 

(請於2021年12月24日或以前傳真至(傳真號碼:8161 8276) 

或電郵至區會(電郵地址：stnscout@gmail.com) 

 

 

區   別：  旅    號：  

負責領袖姓名：  職    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1) 參加者資料(每小隊最多 4 人)： 

 

 姓名 支部 童軍成員編號 / 領袖委任書號碼 

帶隊領袖    

參加者    

參加者    

參加者    

   若有其他小隊參加需另填表格。 

 

(2) 參加路線： 
1. □  選擇路線及時段(填寫路線編號):      

 

 

2. □  本隊擬參加多次服務，路線及時段(填寫路線編號)為：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聲明：本單位未滿18歲之參加者已獲家長／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領袖保存，

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負責領袖簽署：  

單位印鑑：  日        期：  

 

備註：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此活動及有關用途。假如你提供的資料不

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首選  次選  

1. 2. 3. 4. 

mailto:stnscou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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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路線 梅子林 

2 號路線 馬鞍山郊野公

園 

 

1號路線 馬鞍山家樂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