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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家長通告家長通告家長通告(2016/2017/015) 

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九龍第六十七旅九龍第六十七旅九龍第六十七旅九龍第六十七旅「「「「活動指引活動指引活動指引活動指引」」」」 

 

敬啟者： 

歡迎    貴子弟加入本校的制服團體：香港童軍九龍第六十七旅。本旅團的負責老師為劉惠強

老師、陳穎雯老師、黃潤棠老師及陳兆章老師，另有多名富童軍經驗的校友擔任領袖。 

本旅共設三個支部，包括童軍支部、深資童軍支部及樂行童軍支部，各支部簡介如下： 

 

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  

童軍訓練採取小隊制度形式，配合歡愉富吸引力而有價值之有進度性的訓練，引導 11 至 16

歲之成員按部就班地從戶外群體活動與訓練中一同策劃、學習和經歷，鍛鍊領導才能，並確認及

表揚一起實踐的成果，以促進這個階段之少年人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以貫徹整個童軍運動連

續性訓練，達成童軍支部訓練之目的。  

 

深資童軍支部深資童軍支部深資童軍支部深資童軍支部 

深資童軍支部在各方面給予 15 至 21 歲之成員鼓勵及機會，輔以一個有進度性之獎章計劃，

以自治和自務為本去進行自我挑戰的活動與訓練，學習自立自律的精神及策劃組織能力，以延續

在小童軍、幼童軍及童軍三個支部所施行之遞進式訓練，激勵深資童軍矢志向上，使能成為有為

之青年，為未來成為童軍領袖而準備。  

 

樂行童軍支部樂行童軍支部樂行童軍支部樂行童軍支部 

樂行童軍支部旨在維繫一群關懷社會、熱心服務之 18 至 26 歲的青年，以民主議事和自治自

務方式，與其他志趣相投的青年一起接受訓練，並同策劃及推行活動、管理團務及制訂政策和章

則。同時亦透過一個具挑戰性及進度性之獎章制度，激勵他們的進取心，發展個人潛能裝備自

己。同時亦鼓勵他們積極向上，勇於承擔，為童軍運動及社會服務，使成為有責任感及對社會有

貢獻之公民。 

 

本旅團的活動指引活動指引活動指引活動指引如下，敬請家長留意： 

 

1. 團員須遵守丘中校規，並以童軍誓詞、規律及銘言為本遵守旅團及所屬小隊之紀律。 

 

2. 童軍團逢星期六於丘中校舍集會 ( 包括在學校長假期內的日子，測驗週、考試月份及公眾假期

除外 )，時間為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值日小隊需提早半小時回校當值，如報考各專科徽章，

考驗會在集會後舉行並於下午 2時前完成，詳細集會日期、戶外活動日期及小隊當值表請參閱

【附件 1】。 

 

3. 深資童軍團集會時表亦請參閱【附件 2】。 

 

4. 除特別通知外，團員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或團衣出席集會。冬季時可加穿校服毛衣或校褸，

惟氣溫於集會前 3小時內下降至攝氏 12度或以下時，團員可選擇穿便服 ( 必須佩帶校章)，以

免著涼。另外，本旅會為團員安排購買制服及露營裝備等事宜，詳情請參閱【附件 3】。 

 

5. 惡劣天氣之下團員應以自身安全決定是否出席集會或活動，而旅團的一般指引如下： 

 



校內集會校內集會校內集會校內集會  – 如在集會前 3小時內，天文台發出 8號或以上的颱風訊號、紅色暴雨警告或黑色

暴雨警告，集會自動取消，各團員應留在家中。如有疑問應向小隊長或團隊長查

詢。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 如在集合時間前 3小時內，天文台發出 3號或以上的颱風訊號、任何暴雨警告、

雷暴警告或山泥傾瀉警告，活動自動取消，各團員應留在家中。如有疑問應向小

隊長或團隊長查詢。 

 

6. 請假與早退必須向學校負責老師呈交家長「請假通知書」，如團員因參與學校活動或其他童軍

單位的活動而缺席集會，亦應以口頭知會所屬小隊隊長。詳細手續與丘中規定相若： 

 

事假事假事假事假  – 請家長於事前以書面通知校內負責老師，團員亦需以口頭知會所屬小隊隊長。 

 

病假病假病假病假  – 集會當日請致電通知校務處，並於病癒回校 1日內補交「請假通知書」。 

 

早退早退早退早退  – 手續與事假相同。 

 

7. 除年滿 16 歲而離開童軍團或晉升深資童軍之外，團員如在中途退出童軍團，必須交回旅巾並

由家長以書面 (退出信) 知會校內負責老師。 

 

8. 各團員出席七成或以上集會及活動(當中須包括宣誓營以外，上、下學期各一次戶外活動)方可

紀錄於成績表上為本旅成員。另外亦按出席率、活動性質及團員表現可於該學年獲簽丘中驕陽

計劃，詳情可參閱丘中驕陽計劃小冊子群育項目。 

 

最後，敬請    貴家長大力支持    貴子弟參與童軍運動，使各童軍能享受愉快的童軍生活，謝

謝！ 

 

此致 

貴家長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署理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璜鉅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 

回條 (請於九月十五日交回陳穎雯老師) 

 

周校長：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告(2016/2017/015)有關「香港童軍九龍第六十七旅活動指引」，將

鼓勵    敝子弟積極參與童軍運動，嚴守紀律。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學號：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_日 



2016-2017童軍集會                                   【附件 1】 
日期 活動 地點 值日小隊 

3/9/2016 團集會 丘中 Eagle 
10/9/2016 團集會 丘中 Swallow 

17/9/2016 團集會 (S1 adventure day) 丘中 Lion 

24/9/2016 團集會 丘中 Cobra 

1-2/10/2016 迎新營 丘中 
 

8/10/2016 遠足 待定 
 

15/10/2016 團集會 丘中 Panther 

22/10/2016 測驗週 
  

29/10/2016 測驗週 
  

30/10/2016 香港童軍大會操 香港大球場 
 

5/11/2016 團集會 丘中 Fox 

12/11/2016 團集會 丘中 Eagle 

19/11/2016 團集會 丘中 Swallow 

26/11/2016 團集會 丘中 Lion 

3/12/2016 團集會 丘中 Cobra 

10-11/12/2016 宣誓營 洞梓童軍中心  

17/12/2016 聖誕聯歡會 待定 Panther 

24/12/2016 聖誕節假期 
  

31/12/2016 中期考試 
  

7/1/2017 中期考試 
  

14/1/2017 中期考試 
  

21/1/2017 旅慶 待定 
 

28/1/2017 農曆新年假期 
  

4/2/2017 團拜 丘中 Fox 

11/2/2017 團集會 丘中 Eagle 

18/2/2017 家長日 
  

25/2/2017 團集會 丘中 Swallow 

4/3/2017 團集會 丘中 Lion 

11/3/2017 測驗週 
  

18/3/2017 測驗週 
  

25/3/2017 團集會 丘中 Cobra 

1/4/2017 團集會 丘中 Panther 

8/4/2017 團集會 丘中 Fox 

14-16/4/2017 春季露營 待定 
 

22/4/2017 團集會 丘中 Eagle 

29/4/2017 團集會 丘中 Swallow 

6/5/2017 團集會 丘中 Lion 

13/5/2017 團集會 丘中 Cobra 

20/5/2017 畢業禮 
  

27/5/2017 團集會 丘中 Panther 

3/6/2017 終期考試 
  

10/6/2017 終期考試 
  

17/6/2017 終期考試 
  

24/6/2017 團集會 丘中 Fox 

1/7/2017 假期 
  

8/7/2017 團集會 丘中 Eagle 

15/7/2017 團集會 丘中 Swallow 
 
童軍團成員出席最少七成集會，上、下學期各一次戶外及大型活動(不包括宣誓營)，方可於成績
表上紀錄為本團成員。各項戶外活動、渡宿活動及暑期活動之詳情將於活動前約 1 星期以通告形
式派發。 

 



2016-2017深資童軍集會                     【附件 2】 
日期 活動 地點 

3/9/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17/9/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1/10/2016 恆常集會 丘中/戶外 

15/10/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22/10/2016 測驗週 
 

29/10/2016 測驗週 
 

5/11/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12-13/11/2016 宣誓營 丘中 

19/11/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3/12/2016 恆常集會 丘中 

17/12/2016 聖誕聯歡會 待定 

24/12/2016 聖誕節假期 
 

31/12/2016 中期考試 
 

7/1/2017 中期考試 
 

14/1/2017 中期考試 
 

21/1/2017 旅慶 待定 

28/1/2017 農曆新年假期 
 

4/2/2017 團拜 丘中 

18/2/2017 家長日 
 

4/3/2017 恆常集會 待定 

11/3/2017 測驗週 
 

18/3/2017 測驗週 
 

25/3/2017 恆常集會 丘中 

1/4/2017 恆常集會 丘中 

14-16/4/2017 春季露營 待定 

22/4/2017 恆常集會 丘中 

6/5/2017 恆常集會 丘中 

20/5/2017 畢業禮 
 

27/5/2017 恆常集會 丘中 
 
深資童軍團成員須出席最少七成集會，上、下學期各一次戶外及大型活動(不包括宣誓營)，方可
於成績表上紀錄為本團成員。各項戶外活動、渡宿活動及暑期活動之詳情將於活動前約 1 星期以
通告形式派發。 

 
 
 
 
 
 
 
 
 
 
 
 
 
 
 
 
 
 
 
 
 
 



制服及露營裝備清單                  【附件 3】 

 
童軍制服將於分隊後(約九月內)由所屬隊長帶領隊員到佐敦童軍總會購買，家長毋需自行帶領學
生前往。 

 

 物品 數量 供應 

1 綠色巴黎軟帽 

1 

由本旅安排向「童軍物品供應社 」購買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八號香港童軍中心十一樓 
電話﹕29576444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晚上七時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至晚上七時) 
星期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六時) 
公眾假期休息 

2 金屬帽章 

3 杏色短袖恤衫 

4 香港章 

5 會員章 

6 九龍地域章 

7 小隊隊色 

8 童軍巾圈 

9 皮帶 

10 草青色短褲(男) /  
草青色弓字褶裙褲(女) 11 草青色長襪 

12 童軍繩 

13 童軍記錄冊(會員證) 

14 黑色童軍步操鞋 1 由本旅安排以團體價格購買 

15 何文田區章 

1 由本旅免費提供 16 九龍第六十七旅旅巾 

17 九龍第六十七旅旅帶 

18 露營背囊 

1 由本旅安排各露營用品公司以團體價格購買 
19 地蓆 

20 睡袋 

21 吹氣枕頭 

22 雨衣 1 自行購買 

23 團衣 1 由本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