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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運頭角里 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21室大埔南區童軍會轉                          http://www.21stTaiPoSouth.org 

由：旅長                               通告編號：NTER/21TPS/G/19-20/00007 

致：各級成員 

各成員家長/旅團友好 

  副旅長/各團團長/副團長/各級領袖 

知會：大埔南區區總監 

旅會長/主席/顧問 

旅務委員/有關人仕 

                                                

 

【與你跨越六十年 –鑽禧大露營】 

 
敬啟者：『新界東地域大埔南第二十一旅』為公開旅團，由北約童軍會創辦，於一

九五九年成立，1960 年 2 月 22 日在英國童子軍總會香港分會註冊，適逢 2020 年為本旅創

立六十周年紀念，為隆重其事，表達旅團多年來承先啟後、延續童軍運動信念的精神，謹

定於 2020 年復活節期間舉辦『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慶祝活動，讓一眾友好童軍

兄弟姊妹聚首一堂，增進友誼，加強聯繫之餘，趁着普天同慶的復活節假期中分享營地歡

樂氣氛，體驗童軍生活多姿多彩的一面；大露營特意選擇座落於新界上水古洞馬草壟，兩

面環山，綠草如茵，環境清雅之「展能運動村」營地內舉行。 

營期間節目活動包羅萬有，千變萬化，包括: 野營、競技歷奇活動、先鋒工程、營

火晚會、盤菜宴等，並設有 21旅歷史長廊，節目及獎品豐富，萬勿錯過，定必能令每位參

加者嘗盡意外驚喜，陶醉於營地生活而「樂而忘返」！ 

歡迎旅團成員及家長、各友好和童軍單位等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露營/宿營】 

日  期： 2020年 4月 11日(星期六) 至 13日(星期一) 

地  點： 上水古洞馬草壟展能運動村 

營    費： 1.本旅現役制服成員及領袖每位 300元正 

            2.本港及海外制服成員每位 350元正 

            3.旅務委員及家長每位 450元正 

(包括：住宿、膳食、交通、營巾、紀念章、營手冊、活動禮品及行政等費用) 

制    服：  整齊制服(童軍人仕請於入營、離營及典禮活動舉行期間穿着整齊制服) 

入營時間： 下午三時(4月 11日) 

離營時間： 中午一時三十分(4月 13日) 

營地住宿： 露營- 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領袖 

      宿營- 小童軍、成員家長、旅務委員及領袖(營舍宿位有限，額滿即止)  

 

付 款： 只接受支票付款，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大埔南區第廿一旅』 

 

 

 

 

http://www.21sttaiposou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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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1.各成員及家長可填妥《參加回條》及《營友報名表格》，連同營費支票於截

止日期前交回所屬團長或負責領袖 

2.旅團單位，請填妥《旅團報名表》，連同各參加者之《營友報名表格》及營

費支票寄交『大埔運頭角里 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21室轉交本旅收』 

3.旅務委員及旅團友好，請致電 90303330與梁小姐聯絡及報名 

 

截止日期： 2020年 1月 19日(星期日) 

 

備  註： 1. 任何十八歲或以下之參加者，必須填寫家長同意書。 

2. 本旅將負責統籌安排營地/宿位分配，營友不得異議。 

3. 本旅只接受有隨團領袖參加之旅團單位報名。 

4. 歡迎各領袖及旅務委員擔任大會職員，以協助營地活動之推行。 

5. 本地營友需自行負責露營及渡宿用品 

6. 海外營友將提供營幕及渡宿用品。 

7. 大會只提供營期首日入營及離營當天或進行活動所需之交通安排。 

 8. 營期間各營友必需遵守營地守則及依從大會指示。 

            9. 營前簡介會舉行日期將容後公佈 

10.全期出席之營友，將獲發「鑽禧大露營紀念証書」。 
 

 

 

 

 

旅長：楊嘉華  謹啟 

(湯文軒 代行) 

2019年 12月 22日 

 
 

 

 

 

 

 

 

 

 

 

 

 

 

 

備    註：若在舉行活動當天集合前三小時，天文台仍然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懸掛三號風

球或以上，活動或告取消，詳情將盡早公佈。如有問題，請致電有關領袖聯絡。  
  

(本通告可登入本旅網頁http://www.21sttaiposouth.org下載) 
 

 

http://www.21sttaiposou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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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編號：NTER/21TPS/G/19-20/00007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截止日期﹕2020年 1月 19日) 

《參加回條》(大埔南區第二十一旅成員/家長適用) 

請連同所有《營友報名表格》及營費支票一併遞交 

 
致：大埔南區第二十一旅 

敝子女              為          團成員將 *參加 /無暇參加  貴旅《與

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 露營/宿營活動。 

本人_______________為 *旅務委員/成員家長/旅團友好將參加  貴旅《與你

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 露營/宿營活動。 

(聯絡電話：                   ) 

 

其他參加者資料(如適用) 

姓名 性別 年齡 與上列報名人仕關係 

    

    

    

參加人數： 

1) 本旅現役制服成員及領袖          共      位 x 300元；合共金額：      元 

2) 旅務委員及家長                  共      位 x 450元；合共金額：      元 

總計金額：      元 
隨表附上：(1) 《營友報名表格》共 ______ 份 

(2)  營費支票： $ 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家   長/參加者(18歲以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1. 若親屬兄弟姊妹為不同支部的成員並同時報名.成員必需各自將《參加回條》及

《營友報名表格》交回所屬支部團長報名 

2. 家長只可選擇在其中一位成員的《參加回條》中報名及連同已填妥個人資料之

《營友報名表格》交回所屬支部團長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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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編號：NTER/21TPS/G/19-20/00007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截止日期﹕2020年 1月 19日) 

《營友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  姓名(英文) :  

出生日期 : ________ 年_____ 月_____日 性別 :   *男 / 女 

____________ 地域 ____________ 區 ___________ 旅 
紀錄冊/委任證/領袖委任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友類別 :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    �樂行童軍     �教練員     

�領袖     �隨團領袖  �旅務委員   �家長    �其他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手提電話  住宅 電郵  

地    址 :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健康聲明 

�本人並無特殊健康問題。 

�本人有特別健康情況(例如食物或藥物敏感、哮喘等)。請詳列有關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適當�內加上 √ 號 

簽署 

營友 家長 / 監護人聲明 旅長 / 旅負責領袖 

茲參加 

新界東地域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並證明上述資料正確無誤。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歲以下營友適用) 

本人同意及確知 *小兒/女之

健康情況適宜參加《與你跨越

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 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注意：報名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只供《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之用。在報名表內提供

的一切資料純屬自願。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六個月內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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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編號：NTER/21TPS/G/19-20/00007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與你跨越六十年鑽禧大露營】 

                           (截止日期﹕2020年 1月 19日) 

《本地及海外旅團單位報名表》 
請連同所有《營友報名表格》及營費支票一併遞交 

 

致：大埔南區第二十一旅 

# 請以正楷填寫資料 

一. 有關是次  貴旅鑽禧大露營活動事宜，由下列本旅隨團領袖負責，日後有關任何露營

活動之資料可交其代為發佈予本旅其他營友： 

姓名(中)  姓名(英)  

地域 區 旅 童軍職銜 

手提電話 辦公室電話 住宅電話 傳真 

地址 

電郵(鑽禧大露營活動資料均以電郵通知) 

 

ニ. 本旅參加鑽禧大露營人數 

 男成員 女成員 男領袖 女領袖 合共人數 金額 

小童軍/領袖 (名) (名) (名) (名) (名)x $350 元 

幼童軍/領袖 (名) (名) (名) (名) (名)x $350 元 

童軍/領袖 (名) (名) (名) (名) (名)x $350 元 

深資/樂行 (名) (名) (名) (名) (名)x $350 元 

其他 (名) (名) (名) (名) (名)x $350 元 

總計 (名) 元 

 

三. 隨團領袖 : 

男領袖 手提電話 女領袖 手提電話 

    

    

    

最少 1 名隨團領袖，如參加者有女成員，必須有女領袖參與。 

 

隨表附上：(1) 《營友報名表格》共 ______ 份 

(2)  營費支票： $ 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妥下列回郵地址) 
 

領袖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長/負責領袖)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印/團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