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東九龍第六十七旅幼童軍團 
(  2015 年度行事曆 ) 

(祇供參考，內容會因應需要而修改，如有更修改，以修改後作準) 
      新修改會以紅色 highlight                                最新修改日期 :  12.12.2015 

日期 
(2015 年) 性質 / 時間 集會 / 活動內容 / 備註 

一月   
3 特別團集會 大本營後檢討  
10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7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8 服務 黃大仙廟宇廣場 
24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度 
3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度 
二月   

7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度 

14 停會 預備農曆新年 
21 停會 農曆新年假期 
28 特別團集會 聯合新春團拜會 
三月   

7 停會 翌日高爾夫球活動 
8 東九龍活動 東九龍高爾夫球活動 
14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2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28 營前集會 營前訓示 
29 區活動 黃大仙區幼童軍單車章訓練 
四月   
3-5 露營 西貢白沙灣 
11 營後停會  
18 團集會 1.營後檢討 

2.各級進度章 
3.遊戲 

25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五月   
1 參觀 嘉道理農場 
2 停會 參觀翌日  
9 特別團集會 1. 母親節心意禮物製作 

2.填色比賽~童軍捐血活動 2015 邀請卡填色設計比賽 
(帶備顏色筆) 

16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 ~ 社區遊蹤 (天雨取消照正常集會) 
23 特別團集會 

專章考驗課程 
香港歷史章課程一  
(黃大仙嘉诺撒小學有蓋小天台集會) 

30 特別團集會 

專章考驗課程 
1. 預早製作父親節心意禮物 
2. 香港歷史章課程二 

六月  各員預備學期終考試停會 
七月    

4 特別團集會 
專章考驗課程 

香港歷史章課程三 

1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8 區活動 黃大仙區就職典禮 
 

20-22 宿營 暑假樂悠遊 (三日兩夜度假營) 
25 停會 宿營後 
八月  Golden Bauhinia submission deadline on 15/8 
待定 區游泳訓練班 黃大仙區游泳訓練班，待區會出通告 (取消) 

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8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5 參觀 參觀香港歷史博物館及香港歷史章實地考察 
22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29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九月   

5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2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9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26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十月   
3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0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7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8 總會活動 翌日全港童軍大會操綵排 (沙田運動場) 
24 停會 翌日全港童軍大會操 
25 總會活動 全港童軍大會操 (旺角大球場) 
3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十一月   

7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14 特別團集會 
(待定) 

各團宣誓禮暨晉團及茶敘  
 

21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22 東九活動 東九龍地域頒獎禮 (獲獎隊員)  
28 團集會 1. 各級進度章 

2. 遊戲 
十二月   

5 停會 翌日東九龍地域舞動「童」聲音樂祭 
6 東九龍地域活動 東九龍地域舞動「童」聲音樂祭 
12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 ~ 社區遊蹤  
19 戶外活動 獅  子山自助燒烤樂
26 停會 公眾假期停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