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心同恆‧服務社群」- 童心月餅暖耆心 
 

 

（一） 日  期：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啓動儀式地點 

 

2021 年 9 月 19 日 日 1200－1700 

 
待定 

 

【啓動儀式及簡介會後前往各區探訪長者】 
 

 

（二） 對    象：  10 歲或以上各支部成員、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 
 
（三） 活動內容： 參加者先出席啟動儀式及簡介會，然後乘坐旅遊巴前往各區探訪長者，送贈手

造健康月餅及禮物包。 
   
（四） 服  裝： 整齊童軍制服 
 
（五） 費  用： 全免 
   

（六） 報名辦法： 請填妥夾附專用報名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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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截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 

   
（八） 其  他： 1. 參加者於啓動儀式地點出席簡介會及提取禮物包，然後乘坐大會旅遊巴

前往各區探訪長者，探訪完畢後將物資交到探訪區域之長者鄰舍中心，
然後即場解散。 

2. 幼童軍及童軍支部之參加單位必須安排最少 1 名領袖全期出席活動。 

3. 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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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服務的參加者可獲贈活動紀念章乙枚，以資鼓勵。 

5. 本活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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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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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負責領袖於活動前 7 天仍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與發展及領袖資源
署幹事許明麗小姐聯絡（電話：2957 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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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21 號 

電話：2957 6377  傳真：3010 8502                     2021 年 6 月 15 日  

    香港童軍總會由 2017 年起以「童心同恆‧服務社群」為主題開展一系列社會服

務，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將再次聯同九龍地域和童軍知友社於 2021 年 9 月組織探訪長

者活動，讓童軍成員帶同手造月餅探望長者以表達愛與關懷，共賀中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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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3801/CIR_0920_Chi_MoP.pdf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童心同恆‧服務社群」- 童心月餅暖耆心 

報名表格 
（請於 2021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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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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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____人 + 深資童軍____人 + 樂行童軍____人 + 領袖____人 + 會務委員____人  

+ 貝登堡聯誼會成員____人 + 童軍知友社成員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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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