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東九龍第六十七旅幼童軍團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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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日期 :  12.10.2018 

日期 

(2018年) 

性質 / 時間  集會 / 活動內容 / 備註  備註 /  

(人數:活動/服務) 

一月   

6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13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20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27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28  服務  

(考高歷或以上隊員) 

黃大仙區步操推廣服務~攤位遊戲 

地點: 黃大仙北區廟宇廣場  

時間 : 1200-1730 

2 L 

1 VS 

12 CS 

二月   

3  服務  

(考高歷或以上隊員) 

黃大仙北區嘉年華服務 

地點: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時間 : 1030-1800  

3 L 

1 VS 

6 S 

13 CS 

3 戶外活動 黃大仙北區嘉年華攤位遊戲  

地點 :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時間 : 1500-1800 

2 L 

27 CS 

10 停會 農曆新年假期停會  

17 停會 農曆新年假期停會  

24 特別團集會  聯合新春團拜及燈謎會 集會時間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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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九活動  STEM 出創意航空活動 

官塘基智中學 

1300-1730 

3 L 

33 CS 

24  特別團集會 

~營前集會 

1. 營帳簡介及慨念執拾物資 

2. 營前訓示  

集會時間 

31/3~2/4 復活節露營  沙田博康童軍中心  

四月   

31/3~2/4 復活節露營  沙田博康童軍中心 

 

 

7 停會 營後停會  

14 特別團集會 營後檢討 / 營後清理  



日期 

(2018年) 

性質 / 時間  集會 / 活動內容 / 備註  備註 /  

(人數:活動/服務) 

21  服務  

(考高歷或以上隊員) 

黃大仙區銀髮義剪老人服務 

地點: 黃大仙區會  

時間 : 0900-1230 

4 L, 1 VS, 4 S, 

11 CS 

21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28 特別團集會  1. 節日禮物 DIY  

2. 遊戲  

 

五月   

5 團集會  1. 不出席服務的隊員照常集會，協助教導

小童軍製作節日禮物 

2. 遊戲  

 

6 服務 2018 童心關愛服務--老人院探訪 2 L 

18 CS 

12 服務 2018 童心關愛服務--老人院探訪 4 L 

18 CS 

12 停會 不出席服務的隊員停會 (無場用) 

  

 

19 停會 翌日遠足  

20 遠足活動 

 

浩浩蕩蕩遊太平 

難度 : 一星 

 

26 停會  預備期考  

26 會議 幼童軍領袖會議  

六月           

2, 9, 16, 23 停會  預備期考  

16 區活動服務 黃大仙區動動手腦包粽迎端午服務  

30 特別團集會~ 

專章考驗日 (一) 

專章考驗日 

1. 語言章 

2. 寫作章 

3. 繩結章(祇適用於完成或正考高級歷奇章成員)  

4. 娛樂章(有出席2017大會操表演及十巧

手表演者。 

 

30 黃大仙區填色比賽 總共交了28份 (區5入圍67佔3個) CS 28、GH 28 

七月   

7 特別團集會~ 

專章考驗日  (二) 

專章考驗日 

1. 語言章 

2. 寫作章 

3. 繩結章(祇適用於完成或正考高級歷奇章成員)  

4. 娛樂章(有出席2017大會操表演及十巧

手表演者。 

 

14 上午 區活動服務 

0830-1230 

2018 童心關愛服務 ~  

可立中學禮堂 

4 L、2 VS、5 S 

19 CS 

14 下午 區活動服務 

1330-1700 

「黃大仙區就職典禮」服務 ~  

可立中學禮堂 

10 L、3 VS、5 S 

30 CS、15GH 

14 下午 區活動 

1430-1700 

「黃大仙區就職典禮」~  

可立中學禮堂 

10 L、3 VS、5 S 

35 CS、18GH 



日期 

(2018年) 

性質 / 時間  集會 / 活動內容 / 備註  備註 /  

(人數:活動/服務) 

19/7-13/8  

逢星期ㄧ、四 

區訓練班 游泳訓練班  

(7月:19,23,26,30日  8月:2,6,9,13日) 

自行接送 

地點:摩士泳池 

21 團集會  1. 各級進度章  

2. 遊戲  

已更新 

 22 區訓練班 維護世界自然章 (22/7、4/8、5/8) 

(帶書寫工具) 

自行接送，地點:彩
虹村聖本德中學 

28 停集會  翌日度假營  

29-31 度假營 度假營 (麥理浩夫人度假村)  

八月    

19/7-13/8  

逢星期ㄧ、四 

區訓練班 游泳訓練班  

(7月19,23,26,30,  8月2,6,9,13) 

自行接送 
地點:摩士泳池 

4 停集會  4-5/8 兩日區訓練班  

4 區訓練班 維護世界自然章 (22/7、4/8、5/8) 

地點:西貢世界地質公園 (大會有車) 
(帶書寫工具) 

自行往返黃大仙童
軍區會  

5 區訓練班 維護世界自然章 (22/7、4/8、5/8)  
(帶書寫工具) 

自行往返黃大仙童
軍區會 

11 停集會  區訓練班   

11 區訓練班 水上安全章訓練班 (新蒲崗嘉諾撒小學) 自行接送 

18 活動 美食藝術之旅2018 (星期六上午)  

25 團專章訓練 公園定向章訓練班 (帶書寫工具) 
 (集會時間，地點:中心) 

 

九月   

1 團專章考核 公園定向章考核 (帶書寫工具) 
 (集會時間，地點:中心及公園) 

因天雨延期 

8 團專章考核 公園定向章考核 (帶書寫工具) 
 (集會時間，地點:中心及公園) 

 

15 團集會    

22 停集會 中心無場用  

29 停集會 中心無場用  

十月  

6 團集會    

13 服務 (全日) 
(考高歷或以上隊員) 

黃大仙北區嘉年華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2 L 

3 VS 

18 CS 

13 嘉年華會 (下午)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集會時間)  

20 總會活動  全港童軍國際電訊日 (全旅)  
(1500-1900)  

 

27 團集會   

28 總會活動  全港童軍大會操綵排  
(獲獎人士會個別收信通知)  

 

十一月   

3 停集會 翌日全港童軍大會操  

4 總會活動  全港童軍大會操(全旅) (0730-1300) 
(獲獎人士自行早些前往)  

 

10 特別團集會  宣誓及晉團 (全旅)  

17 團集會   

18 東九活動  東九頒獎禮 (獲獎人士會個別收信通知)   



日期 

(2018年) 

性質 / 時間  集會 / 活動內容 / 備註  備註 /  

(人數:活動/服務) 

24  服務 黃大仙社區服務-探訪獨居長者 4 L、1 VS、35 CS 

十二月   

1 特別團集會  全旅音樂日 待定 

8 停集會 中心無場用  

15 停集會 翌日  

16 活動與考驗 原野烹飪暨郊野自助燒烤樂  

22 停集會  冬至停會改聖誕聯歡會  

25 聖誕聯歡 聖誕聯歡會  

29 團集會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