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日  期：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活動地點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六 1000－1700 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二） 對    象： 10 歲或以上各支部成員及各級領袖 

（三） 活動內容： 將邀請約 200 名基層兒童，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參與童軍特色活動
及交流，共同度過歡愉下午。童軍成員將於當日協助維持秩序、攤位遊戲
運作、佈置攤位及輔助參加者參與分站活動等服務工作。 

（四） 服  裝： 整齊童軍制服 

（五） 費  用： 全免 

（六） 名  額： 40 人 

（七） 報名辦法： 請填妥夾附專用表格【可於香港童軍總會網頁下載︰本會網頁→通告及表

格→通告→選擇「發展及領袖資源署」】，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

長同意書（PT/46）（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填妥家長同意

書，並由負責領袖保存至活動完結後銷毀），於截止日期前親身或寄交九

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八） 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11（星期四）

（九） 其 他： 1. 參加者自行前往活動地點出席簡介會及服務。 

2. 幼童軍及童軍支部之參加單位必須安排最少一名領袖全期出席活動。 

3. 接納與否將以電郵通知負責領袖（必須於報名表上填寫電郵地址）。
4. 大會將向每名參與服務的參加者提供午膳餐盒及活動紀念章乙枚。
5. 活動安排將會按照香港童軍總會「童軍活動安排」指引以及活動時適

用的政府規定作出調整。
6. 如負責領袖於活動前 7 天仍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與署理助理執行幹

事（發展及領袖資源）張麒璧小姐聯絡（電話：2957 6376）。

發展及領袖資源總監 

（林煒賢 代行）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發展及領袖資源通告第 20/2021 號 

電話：2957 6377  傳真：3010 8502   2021年 10月 15日 

「關愛社區」— 有愛童在 

招募工作人員 

本會由 2019 年起推出「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關愛社區支援計劃」，為來自弱勢社群的

青少年安排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參與訓練及活動，同時提供參加費用優惠，回饋社會。發

展及領袖資源署將於 2021 年 12 月舉辦「『關愛社區』—有愛童在」服務，讓有經濟需要的青少

年接觸富有童軍特色的活動，體驗童軍生活的樂趣；同時透過團隊互相合作，啟發領導才能。

現誠邀童軍成員攜手參與服務，活動詳情如下：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香港童軍總會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關愛社區」—有愛童在 
招募工作人員表格 

（請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或之前回覆） 

致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1020 室 

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傳真：3010 8502 

地域∕署： 區： 旅： 

負責領袖姓名： 童軍職位： 

聯絡電話： （手提） （日間） 

電郵地址： （請以正楷填寫） 

參加者資料（幼童軍及童軍團必須安排最少一位領袖全期出席） 

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年齡 童軍職位 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年齡 童軍職位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參加人數：幼童軍____人 + 童軍____人 + 深資童軍____人 + 樂行童軍____人 + 領袖____人 

= 合計______人 

負責領袖簽署： 

日    期： 單位印鑑： 

備註： 

1. 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童軍成員填妥同意書，並

由負責領袖保存，待活動完結後銷毀。

2. 報名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會處理申請上述活動及有關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

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3. 在一般情況下，報名表格將於活動完結後 6 個月銷毀。

（辦事處專用） 

收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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