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2667 9100     傳真：2667 0298 

 
大露營通告第 02/2004號 

2004年 7月 10日 
 

第二屆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地域將於 2004 年 12 月舉行「第二屆新界東地域大露營」，歡迎各旅團踴躍報

名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一)日    期： 2004年 12月 24日（星期五）至 27日（星期一），為期 4日 3夜
 

(二)地    點： 上水古洞馬草壟展能運動村 
 

(三)主    題： 「創新領域」“Scaling New Heights”  
 

(四)組    織： 除總營外，分別設立有 9 個分營，包括大埔北分營、大埔南分
營、璧峰分營、雙魚分營、沙田東分營、沙田南分營、沙田西

分營、沙田北分營及「貝登堡」分營，其中「貝登堡」分營為

海外營友、內地營友、其他地域童軍成員及獲邀參與的外界青

少年而設。 
 

(五)參加資格： 1. (i)於 2004年 12月 24日年滿 9歲的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
及樂行童軍。必須有領袖隨隊帶領，若參加者有女成員，

必須有女領袖帶隊； 
(ii)如參加者為幼童軍，每 6 名幼童軍成員(或不足 6 名)，至
少須由 1名領袖帶隊； 

(iii) 18歲以下參加者必須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2. 各級領袖亦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加入大露營支援隊 Service 

Team，協助總營及分營執行大露營工作； 
3. 須獲得旅長或單位負責總監推薦。 

 
(六)活動主題： 
 
 
 
(七)設    備： 

包括「童軍技能」、「新界風土認識」、「日行一善」、「愛護大自

然」、「友誼」及「挑戰」。大露營並會為地域成立 5周年慶祝活
動揭開序幕。 
 
須自備營帳及其他一切個人露營所需之設備 

 
(八)營    費： 營費每位港幣 280元，該費用只包括營期內之營地費用、膳食、



保險、營手冊、參加證書、營巾及營章。未能全期出席者，亦

需全數繳交。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繳付，抬頭書『香港童軍總

會新界東地域』。繳交費用以每旅團一票形式；如以個人身份參

加的領袖則每人一票。 
 

(九)報名辦法： 備妥下列各項，於 2004年 10月 15日（星期五）或以前遞交或
郵寄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
1. 旅團報名總表(旅團報名適用，每旅填寫 1份)； 
2. 營友報名表格； 
3. 營費支票。 
 

(十)備    註： 1. 大露營採用先到先得為基本原則，接納與否，須視乎成員參
加資格及營地露營人數總容量上限而定，營地總容量為 1,000
人，以收到營費支票作準，不接受傳真報名。接納結果將會

個別通知參加之旅團及支援隊領袖。如未能分配名額，地域

將發還營費。 
2. 所有被接納參加之旅團及支援隊領袖將獲另函通知出席 12月
份之營前簡介會。每個旅團必須最少派一名代表出席。 

3. 於遞交報名表格後，參加人數不能更改，所繳付之營費，恕
不發還。但如需更換人選，空缺可由所屬旅團中合資格之成

員補替，更換人選，須於 2004年 11月 25日或以前通知新界
東地域總部，以便辦理有關手續。 

 
(十一)查  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667 9100與地域職員李淑

貞小姐或廖玉群小姐聯絡。 
 
 

                                               地域總監 

                                                 (歐陽梓源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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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第二屆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旅團報名總表 
(請於 2004年 10月 15日或以前交回) 

 
 

每個旅團填寫一份，連同所有營友報名表格及營費支票一併遞交 
 
 
1. 本旅參加大露營之人數 
 
  男 女   

幼童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童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深資童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樂行童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童軍領袖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合 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總 人 數 _____________
 

 
2. 隨此表附上(1)所有營友報名表格 (2)營費支票：$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3. 有關是次大露營之事宜，由本旅下列旅團領袖(必須為其中一名參加露營之帶隊領袖)負責，
日後有關大露營之資料可交其代為發佈予本旅其他營友：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童軍職銜  

聯絡電話 辦公室/手提電話  住宅  傳真號碼 
 

地址  

電郵  

 
  
 

旅長 / 旅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團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                      旅    別 ：____________________ 

 
區    會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第二屆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營友報名表格 
(請於 2004年 10月 15日或以前交回)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正楷)  

出生日期  
  （日 /  月/   年） 

性別 
男  女 

香港身分證號碼 
 

旅團 /單位  區會  
宗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回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營友類別 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   樂行童軍   旅團帶隊領袖   

分營職員   總營職員   支援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辦公室/手提電話  住宅  電郵 

 
地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1)                (2) 

特別膳食安排（如有需要） 
 素食者        不含豬肉        不含牛肉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健康狀況 
是否需要長期服用藥物？          需要  請列明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 
在過去 3年中有沒有嚴重疾病？    有    請列明疾病名稱________________   沒有 
如有其他個人健康資料，欲知會「大露營籌委會」，請於以下空白位置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營友 家長 / 監護人同意 旅長 / 旅負責領袖 / 總監推薦

茲申請參加新界東地域大

露營，並證明上述資料正確

無誤。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適用於 2004年 12月 24日未滿 18歲的營友)
茲同意及確知小兒/女之健康情況適
宜參加第二屆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職銜  
日期 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地域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 收據編號 

 銀行  
注意：閣下在報名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地域處理閣下申請新界東地域大露營之用。

在報名表內提供的一切資料，純屬自願。然而，閣下如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地域可

能無法處理有關的報名事宜。 

營友編號 
 
分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