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第 24 屆港島童軍毅行 
比賽及非比賽組別細則 

 
比賽組別： 
（一）（a）港島童軍毅行組 
 

組  別 港島童軍毅行組 
項  目 50 公里 25 公里 
路    線 港島徑－大浪灣至山頂 港島徑－布力徑至山頂 
參加資格 1. 港島地域 13 歲或以上持有有效成員

紀錄冊之各支部成員；或 
2. 港島地域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

任證之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 

 
港島地域 11 至 14 歲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童軍 

獎    項 1 次過並以最短時間 
完成 50 公里指定路線 

1 次過並以最短時間 
完成 25 公里指定路線 

各組均設冠、亞、季軍獎，得獎隊伍每人可獲獎盃及證書 
【所有獎項將於頒獎典禮中頒發 （詳情容後公布）】 

 
（一）（b）公開毅行組 

組  別 公開毅行組 
項  目 50 公里 25 公里 
路    線 港島徑－大浪灣至山頂 港島徑－布力徑至山頂 
參加資格 1. 其他地域 13 歲或以上持有有效成員

紀錄冊之各支部成員；或 
2. 其他地域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

任證之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 

 
其他地域 11 至 14 歲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童軍 

獎    項 1 次過並以最短時間 
完成 50 公里指定路線 

1 次過並以最短時間 
完成 25 公里指定路線 

各組均設冠、亞、季軍獎，得獎隊伍每人可獲獎盃及證書 
【所有獎項將於頒獎典禮中頒發 （詳情容後公布）】 

  



比賽詳情（港島童軍毅行組及公開毅行組） 
參加形式 在不違反香港法例，包括但不限於 

第 599G 章《預防及控制疫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俗稱限聚令）之下， 
以 4 人一隊進行*  

報名辦法 登入 http://www.hkirscout.org.hk/tc/istw2021/ 填妥電子報名表格；提交表格及經核

實資料無誤後，將於 14 日內收到大會通知，到港島地域辦事處領取選手包；各參

賽隊伍可於領取選手包後，按選手包指示開始比賽。 
＊報名前，青少年成員應先取得家長／監護人（18 歲以下成員適用）及所屬童軍旅

領袖的同意，並於表格上提供相關聯絡資料。遞交網上報名表格後，家長／監護

人會收到電郵（如適用），並必須透過電郵確認同意；其後，所屬童軍旅領袖亦會

收到電郵，並必須透過電郵確認同意，以完成報名程序。 
比賽細則 旅程前－ 

1. 參賽隊伍在出發前最少三天須到大會網站登記預算出發日期、時間及預算完成

時間，青少年成員必須獲所屬單位負責領袖同意及家長／監護人（18 歲以下成

員適用）同意，登記後家長／監護人會收到電郵（如適用），並必須透過電郵確

認同意；其後，所屬童軍旅領袖亦會收到電郵，並必須透過電郵確認同意，以

完成登記程序； 
2. 參賽隊員需要下載及安裝大會指定流動應用程式（見附件二）； 
旅程期間－ 
3. 旅程開始前，參賽隊伍（最少一部裝置）必須開啟「大會指定流動應用程式」

及全球定位系統（GPS）接收器作記錄，直至旅程完結為止，期間不可中斷（請

確保流動裝置有充足電源，以應付整個旅程）； 
4. 所有參賽隊員必須於大會指定地點合照，照片內必須清晰顯示大會指定地標

（見大會網站）、各參賽隊員容貌及由大會提供之號碼布； 
5. 到達終點時，需要停止「大會指定流動應用程式」紀錄及在指定位置拍照； 
旅程後－ 
6. 青少年成員在完成旅程及安全回家後，需立即通知所屬單位負責領袖； 
7. 參賽隊伍需於完成旅程後 14 日內，把相關手機應用程式紀錄、相片等資料，

上載至大會指定平台。 
費  用 每隊港幣$200（費用包括參加者之賽事號碼布、紀念布章、完成獎牌【須完成要求

的里數】、電子證書及精美紀念品），費用請以劃線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

「SCOUTS(HKIR)」），於填妥電子報名表格後遞交或郵寄香港灣仔日善街 23 號香

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19 樓港島地域辦事處（未付費用之申請恕不接納）。 
建議獎章 
考核部份 

25 公里及 50 公里建議可同時進行童軍支部進度性獎章內歷險部份項目，詳情請參

閱《童軍訓練綱要》。 
備  註 1. 大會鼓勵參加者竭盡所能，挑戰自己，因此旅程次數不限，大會將會計算經

核實後，時間最短的紀錄為毅行組成績； 
2. 同一參加者在同一項目內只可加入一隊作賽； 
3. 比賽時間以整隊起步及衝線為準； 
4. 大會在有需要時將要求參加者提供其他相關紀錄（如 GPX 檔）或相片，以供

核實成績。 
 
  

http://www.hkirscout.org.hk/tc/istw2021/


非比賽組別:  
（二） （a） 挑戰組 

組  別 挑戰組 
項  目 參加者可因應自己的能力，選擇挑戰以下任何一個或多個項目；惟參加者每一次

旅程，只獲計算在其中一個項目，不得重覆計算。參加者可於活動期間，選擇不

同大會指定路線，藉此獲得足夠里數。 
 50 公里 
 25 公里 
 6 公里 
 3.5 公里 

路  線 任何於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樂行網站列出的 4 星難度或以下之路徑；或 
任何於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山嶺童行網站列出的 4 星難度或以下之路線； 
詳情可瀏覽 https://sites.google.com/hkirscout.org.hk/istw2021/routes 。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成員紀錄冊之各支部成員、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任證之各級領袖及

會務委員、其家長／親友。 
參加形式 在不違反香港法例，包括但不限於第 599G 章《預防及控制疫病（禁止群組聚集）

規例》（俗稱限聚令）之下，以 2 至 4 人一組進行。參加者可以選擇以一次或多次

完成項目，惟每次必須完成整條（郊野樂行／山嶺童行）路線，方為接納。 
＊同一條路線每日最多計算一次。 

參加細則 旅程前－ 
1. 青少年成員在出發前最少三天必須獲所屬單位負責領袖同意，未滿 18 歲之參

加者必須由家長陪同下進行，或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 並交由負責領袖保存直

至活動結束為止； 
旅程期間－ 
2. 所有參賽隊員必須於大會指定地點合照，照片內必須清晰顯示大會指定地標

（見大會網站）及各參賽隊員容貌； 
旅程後－ 
3. 青少年成員在完成旅程及安全回家後，需立即通知所屬單位負責領袖； 
4. 參加者需於完成旅程後 14 日內，把相關照片等資料上載至大會指定平台。 

費  用 全 免 
建議獎章 
考核部份 

1. 25 公里及 50 公里建議可同時進行童軍支部進度性獎章內歷險部份項目，詳情

請參閱《童軍訓練綱要》。 
2. 3.5 公里及 6 公里建議可同時進行以下幼童軍支部進度性獎章／徽章考核，詳

情請參閱《幼童軍手冊》： 
i.  幼童軍歷奇章－戶外活動（部份項目） 
ii.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戶外活動（部份項目） 
iii.  金紫荊獎章－戶外挑戰（部份遠足項目） 

https://sites.google.com/hkirscout.org.hk/istw2021/routes


紀 念 品 1. 參加者完成上述任何一個項目要求之里數後，均可獲贈紀念布章及電子證書

（每名參加者每個項目最多獲贈布章乙個及電子證書乙張）； 
2. 參加者完成上述任何一個項目要求之里數後，均可購買限量版的「完成獎牌」

（每名參加者每個項目最多購買乙個），每個項目之完成獎牌皆不同，極具收

藏價值。完成獎牌每個港幣 30 元正，有興趣之參加者可在大會指定平台登記，

並把有關款項以劃線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SCOUTS(HKIR)」），遞

交或郵寄香港灣仔日善街 23 號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19 樓港島地域辦事

處； 
3. 完成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山嶺童行路線之參加者，將有機會同時獲得總會青少年

活動署之紀念品，詳情請瀏覽 https://prog.scouting.org.hk/gohiking/ 。 
（二） （b） 探索組 

組  別 探索組 

項  目 2 公里（社區探索） 
路    線 不少於 2 公里的自定路線，可選擇市區或郊區 

（不可與毅行組或挑戰組同時進行） 

參加資格 小童軍／幼童軍支部成員、領袖、會務委員、其家長／親友 

（歡迎其他支部成員參與） 
參加形式 在不違反香港法例，包括但不限於第 599G 章《預防及控制疫病（禁止群組聚集）

規例》（俗稱限聚令）之下，以不少於 2 人為一組，唯每隊必須有最少一名家長／

領袖隨隊（小童軍／幼童軍支部適用）； 
參加細則 旅程前－ 

1. 青少年成員在出發前最少三天必須獲所屬單位負責領袖同意，未滿 18 歲之參

加者必須由家長陪同下進行，或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 並交由負責領袖保存直

至活動結束為止； 
旅程期間－ 
2. 以不少於 2 公里的路程，在區內 5 個或以上的社區設施或古蹟拍下全隊合照； 
旅程後－ 
3. 青少年成員在完成旅程及安全回家後，需立即通知所屬單位負責領袖； 
4. 參加者需於完成旅程後 14 日內，把相關照片等資料，上載至大會指定平台。 

費  用 全 免 
建議獎章 
考核部份 

1. 幼童軍支部可考慮同時進行以下進度性獎章／徽章考核，詳情請參閱《幼童

軍手冊》： 
i.  香港歷史章（部份項目） 
ii.  幼童軍歷奇章－我的社區 
iii.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我們的社區 

紀 念 品 1. 參加者完成上述項目後，均可獲贈紀念布章及電子證書（每名參加者最多獲贈

布章乙個及電子證書乙張）； 
2. 參加者完成上述項目後，均可購買極具收藏價值之限量版的「完成獎牌」（每

名參加者最多購買乙個）。完成獎牌每個港幣 30 元正，有興趣之參加者可在大

會指定平台登記，並把有關款項以劃線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

「SCOUTS(HKIR)」），遞交或郵寄香港灣仔日善街 23 號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

大樓 19 樓港島地域辦事處。 
  

https://prog.scouting.org.hk/gohiking/


 （三） 里數累積 

參加資格 1. 港島地域持有有效成員紀錄冊之各支部成員；或 

2. 港島地域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任證之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 

獎    項 1. 累積完成最長距離童軍旅 

2. 累積完成最長距離童軍區 
參加形式 1. 參加者的成績將自動計算入所屬之童軍區及童軍旅（如適用）內（以參加者報

名時所填報的童軍單位為準）； 
2. 參加者旅程次數不限，惟必須完成整條大會指定路線，方為接納； 
3. 同一條路線每日最多計算一次； 
4. 只計算港島地域轄下各支部成員、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的成績；家長及親友之

成績將不會計算在內； 
5. 探索組成績將不會計算在內。 

 
 
 
注意事項： 
1. 大會將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而適時調整上述活動的安排，請密切留意大會網站的公

布； 
2. 若總會宣布暫停面對面集會／活動期間進行之項目將不獲受理； 
3. 參加者必須量力而為，旅程期間如有需要，請自行安排支援隊伍； 
4. 大會不建議晚上 7 時至早上 6 時期間進行旅程； 
5. 大會保留取消任何觸犯、違反或不遵守活動規則之人士的參賽資格及成績的權利。被取消資格

的參加者之費用，將不獲退還； 
6. 有關媒體（包括但不限於相片、截圖及影片）於上載後，均代表港島地域已取得版權擁有人許

可及有權把相關媒體作任何刊登、出版、發布、轉載、刪剪、修改、播放、展覽或宣傳之用途，

而無須另行通知、付酬、支付任何形式版權費用及負上法律責任。 
7. 參加者出發前及進行活動期間，必須遵守政府相關規例及總會相關指引（如：《惡劣天氣及空

氣污染應變措施》）； 
8. 大會擁有此活動之最終決定權，並有權隨時修訂活動條款及細則規定，所有更新將在大會網站

公布，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