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訓練通告編號:PT-06-21       日期:19/8/2021 
香港童軍 110周年 暨 九龍灣區 40周年慶祝活動 

「童你行」 
 
適逢慶祝香港童軍 110周年 暨 九龍灣區 40周年，本區將於 2021年 10月舉辦「童你行」遠
足活動。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為減少人群聚集，本活動將以「虛擬跑（Virtual Run）」的
形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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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童軍成員可按大會指定人數及時間，參加比賽組別或非比

賽組別項目（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本活動除了希望各童軍成員能於疫情下，能維持恆常運動的習慣，秉承童軍戶外活動的特質，

亦能身體力行支持童軍運動。凡參加「童你行」活動的童軍成員，均可獲得九龍灣區 40 周
年紀念章乙個 (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為推廣童軍運動，是次活動亦接受非童軍成員參加，唯非童軍成員必需與最少 1 名童軍成員
組成隊伍及參與非比賽組別。 
 
組 別：  
1. 比賽組別（10 公里組別） 【指定比賽日期為 2021 年 10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路線參考資料：https://connect.garmin.com/modern/course/75078229  

2. 非比賽組別（ 4公里親子組） 【指定活動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路線參考資料：https://connect.garmin.com/modern/course/75078625  

 
報名辦法： 
參加者需於活動前 3 天，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https://forms.gle/B6KEccjkWa5R4P7D8 。青少年
制服成員（18 歲以下成員適用）必須於報名表格填寫家長／監護人及帶隊領袖之聯絡電話
及聯絡電郵。家長／監護人及帶隊領袖必需同意及回覆本活動之電郵，以確認及完成該成員

之報名程序；18 歲以下非童軍成員則必須於報名表格填寫家長／監護人之聯絡電話及聯絡
電郵。家長／監護人必需同意及回覆本活動之電郵，以確認及完成報名程序。 
 
截止日期：  
1. 比賽組別：2021 年 11月 26 日  
2. 非比賽組別：2021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活動並在 2022年 1 月 15 日前遞交申報表格。  
 
開步禮： 
為隆重其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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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特設開步禮，謹定於 2021年 10月 1日舉行，
詳情將於本區網頁公佈。 
 
 



 

 

獎 勵：  
1. 為鼓勵各童軍成員踴躍參加，特設「最短時間完成 10 公里路線」及「累積完成最長距離
童軍旅」，得獎單位及領獎詳情將以電郵通知單位負責人；  

2. 各冠、亞、季軍按次序特設$500、$300及$100現金卷作獎勵。 
3. 童軍成員可於活動期間多次進行「童你行」遠足活動，惟每名童軍成員只可獲贈九龍灣
區 40周年紀念布章乙枚及電子證書乙張。 

 
備注: 
1. 凡逾期遞交之申請表格、未有家長/監護人及旅團領袖確認的報名，概不接受申請； 
2. 申請一經接納，參加資格不可轉讓別人； 
3. 取錄與否，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 
4. 本區將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發展而適時調整上述活動的安排，請密切留意本區網頁的公
佈； 

5. 若總會宣布停止面對面集會／活動期間進行之任何項目的申報將不獲受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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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關媒體（包括但不限於相片、截圖及影片）於上載後，均代表本區已取得版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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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詢： 請致電 9684 2201 與助理區總監(童軍)林迅嶢先生聯絡。 
 
 
 

 
副區總監  

 (林迅嶢 代行) 

 
網上報名表格



 

 

 
 附件（一） 

香港童軍 110周年 暨 九龍灣區 40周年慶祝活動 
「童你行」 

比賽及非比賽組別細則 
 組別細則：  
組 別 比賽組別 非比賽組別 
項 目 10 公里組別 4公里親子組 
路 線 獅子山公園入口-->「香港回歸紀念

亭」-->獅子山頂-->沙田坳獅子亭-->
吊草岩路口-->麥理浩徑第 5段-->基
維爾營地-->飛霞路飛鵝山石碑 

黃獅子山公園入口-->「香港回歸紀
念亭」-->沙田坳獅子亭-->慈雲山法
藏寺 

參加資格 1. 13歲或以上持有有效成員紀錄冊
之各支部成員 

2. 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任證之
各級領袖及會務委員 

1. 持有有效成員紀錄冊之各支部成
員及其親友。 

2. 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委任證之
各級領袖、會務委員及其親友。 

獎 項 1. 1次過並以最短時間完成 10公
里路線，設冠、亞、季軍。 

2. 累積完成最長距離童軍旅，設
冠、亞、季軍。 

3. 各冠、亞、季軍按次序特設
$500、$300及$100現金卷作獎
勵。 

4. 凡成功完成路線者可獲紀念章乙
個。 

凡成功完成路線者可獲紀念章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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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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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一隊進行*  
路線紀錄 1. 參賽隊員需要下載及安裝大會指定流動應用程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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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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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地標及各參賽隊員容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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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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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辦法 - 參加者需於活動前 3天及截止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 
- 青少年制服成員（18 歲以下成員適用）必須於報名表格填寫家長／監
護人及帶隊領袖之聯絡電話及聯絡電郵。家長／監護人及帶隊領袖必

需同意及回覆本活動之電郵，以確認及完成該成員之報名程序； 
- 18 歲以下非童軍成員則必須於報名表格填寫家長／監護人之聯絡電話
及聯絡電郵。家長／監護人必需同意及回覆本活動之電郵，以確認及

完成報名程序。 
費  用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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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將會核

實參賽隊伍上載的成績及經計算後，公佈成績； 
2. 比賽時間以整隊起步及衝線為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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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本區將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而適時調整上述活動的安排，請密切留意本區網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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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不建議晚上 6 時至早上 7 時期間進行旅程； 
5. 本區保留取消任何觸犯、違反或不遵守活動規則之人士的參賽資格及成績的權利； 
6. 有關媒體（包括但不限於相片、截圖及影片）於上載後，均代表本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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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更新將在本區
網站公布，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