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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訓練通告第 2021/10 號
2021 年 12 月 1 日

十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齊賀 110
2021 年是香港童軍 110 周年，本區亦適逢其會籌劃「十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齊賀 110」活動，是次活動
主題為「童行山野 共賀 110」
，並以「虛擬跑（Virtual Run）
」的形式進行，參加者可在任何日間時段進行，
只需上載於指定控制點自拍照片至 Google 表格以証明完成。是次活動鼓勵成員透過完成遠足活動以增強自
身體魄，亦希望成員關注環境污染之問題做到源頭減廢，鼓勵使用食物盒或可重用物品裝載食品、用可循環
再用水樽及身體力行協助清潔郊野。鼓勵童軍成員在親親大自然的同時，亦可為清潔郊野出一分力。
參加成員可按大會指定的 5 條路線，於活動完結日期前，自行選擇完成部份或全部路線及按簡單的程序
申報。經確認後，參加成員可按已完成的路線數量，獲得大會特別設計的紀念章。如完成 5 條路線更可獲「十
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齊賀 110」紀念章乙套(由 3 個拼合式紀念章組成)。
是次活動為香港童軍 110 周年認可慶祝活動，有關「香港童軍 110 周年紀念銀章」的提名準則詳見
2021 年 7 月 15 日發出之行政通告。
活動詳情如下：
（一） 虛擬跑進行日期及路線：
進行日期
路線
2021 年 12 月 1 日至
路線(1)：大棠古道初體驗
2022 年 2 月 28 日
(此路線大會特設導賞日：13/2/2022 (星期日) 09:00-11:00)
線路圖：https://goo.gl/maps/fCA1raAwXZv1N2Jb6
起點﹕大棠巴士總站
終點﹕大棠有機生態園
路線(2)：雀鳥天堂南生圍
線路圖：https://goo.gl/maps/QRsyXoEPiPq5tnNBA
起點﹕港鐵元朗站
終點﹕港鐵元朗站
路線(3)：元朗後花園
線路圖：https://goo.gl/maps/TSgVVoaiTWB5aZsE7
起點﹕港鐵朗屏站
終點﹕港鐵朗屏站
路線(4)：雙塘連走賞山水
線路圖：https://goo.gl/maps/YrwGXupLDoxNhkMCA
起點﹕大棠巴士總站
終點﹕大棠燒烤場(十八鄉觀景台)
路線(5)：掌牛山
線路圖：https://goo.gl/maps/2zuDmJic2zW1fvsE7
起點﹕十八鄉區會
終點﹕大欖露天停車場

（二） 報名時間及名額：2021 年 12 月 1 日至 2022 年 2 月 13 日

(名額 1,000 人，額滿即止)

（三） 組別及費用：
組別

費用

參加資格

獎勵

1. 親子組
(每隊 2-4 人)

全免

本區小童軍、幼童軍
及其家庭成員(每次
活動進行時，每隊最
少要有一名成年人帶
領進行活動）。

於活動完結日期前(2022 年 2 月 28 日)，自行選擇
完成部份或全部路線及按簡單的程序申報。經確認
後，參加成員可按已完成的路線數量，獲得大會特
別設計的紀念章或套章，獎勵將視乎參加者最後完
成路線的數量而定：

2. 體驗組
(個人)

全免

本區各級支部成員、
領袖及會務委員

• 完成 1~2 條路線，可獲「十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
齊賀 110」紀念章 1 個 (所獲紀念章款式，由大
會隨機發送，參加者不能異議)。
• 完成 3~4 條路線，可獲「十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
齊賀 110」紀念章 2 個 (所獲紀念章款式，由大
會隨機發送，參加者不能異議)。
• 完成 5 條路線，可獲「十八鄉區童軍山野同行齊
賀 110」紀念章乙套(由 3 個拼合式紀念章組成)。

（四） 報名及申報完成辦法：
1. 於截止日期前，每位參加成員須登入“網上報名表格連結＂或掃描ＱＲ碼填
妥網上報名表格(包括書信郵寄地址等資料)；完成網上報名後，如參加之成
員未滿 18 歲，家長或監護人會收到經 Google Workflow 電腦系統所發送的
報名確認電郵，家長或監護人必須以電郵回覆並確認同意成員參加是次活
動，報名便告成功。有關參加者資料，將於活動結束後便立即銷毀。
2. 如童軍旅領袖為成員集體報名並帶領成員以體驗組身份完成路線，可填妥集
體報名表格並經“網上報名表格連結＂提交。集體報名表格可於連結
http://www.sphscout.org.hk/Circular/Circular_PT202110_application%20form(group).xlsx
內下載。而成員之家長同意書可由童軍旅領袖保存，待活動後銷毀。
3. 完成指定路線後，負責領袖/成員可登入“網上申報完成表格連結＂或掃描
ＱＲ碼填妥申報完成表格及上載指定控制點拍攝之個人或團體照片便可。

網上報名表格

網上申報完成表格

（五） 截止日期：2022 年 2 月 13 日（星期日）額滿即止
（六） 其
他：
1. 取錄與否，本會將於收到申請後，三天內以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參加者、家長或監護人；
2. 參加的成員可穿著童軍旅之戶外活動服裝佩載旅巾參與是次活動；
3. 參加者出發前應留意總會因應2019新型冠狀病毒病發展而發出的活動安排及指引，並密切留意政
府新聞公告、地域網站及活動網頁的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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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將另行通知；
4. 於進行是次活動時，請務必遵從香港童軍總會發出《惡劣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活動指引第
04/2018 號)及《戶外活動安全要則及須知》(活動指引第 05/2018 號)；
5. 進行活動期間，參加者必須遵守政府相關規例（如第 599G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例》等）
；
6. 為安全考慮，不建議晚上7時至早上6時期間進行相關活動；
7. 有關媒體（包括但不限於相片、截圖及影片）於上載後，其版權已屬本區會擁有，本區會有權把相
關媒體作任何刊登、出版、發佈、轉載、刪剪、修改、播放、展覽或宣傳之用途，而無需另行通知、
付酬、支付任何形式版權費用及負上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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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更新將在本區會網站公
佈。本通告可於本區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sph>內瀏覽；
9.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WhatsApp（電話：5345 0497) 與活動聯絡人林漢勝先生聯
絡。

區總監 陳嘉興
(李惠芳 代行)

路線(1)：大棠古道初體驗
起點大棠山道巴士站-終點大棠有機生態園

起點 K66大棠山道巴士站
落車僑興路轉右大棠山道沿路進入a區，沿途使用行人道。
(共廁設於巴士站傍由)
*注意當日天氣、留意道路來往車輛、注意安全*

打卡/指示位

QR code
電子地圖

c 打卡位
由b到c佛祖廟留意由石屎路上斜左面轉入
山路, 將由大欖元荃古道郊遊徑轉入大棠山
道留意圖中指示牌!

路程大約需時：2小時

d 指示位
到d打卡位見圖片樹林中的餐檯，走過樹林
過及溪間向終點進發

終點 打卡位
最後一段沿山路落山直到大棠
有機生態園!

a 指示位
從大棠自然教育徑沿路行向大棠元荃古道郊遊
徑進發。*注意保持郊野清潔、切勿損害野生
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b 指示位
沿大棠元荃古道郊遊徑經過最一排木柱到達大
欖元荃古道郊遊徑石屎路口轉右上斜。*留意來
往車輛、保持社交距離留意人流及單車來往*

路線(2)：雀鳥天堂南生圍
起點元朗站-終點元朗站

路程大約需時：1小時45分鐘

打卡/指示位

QR code
電子地圖

f 指示位
繼續直行到位置f 有記士多

起點在元朗西鐵站J出口，
往元朗市方向前往朗日路，
然後步行元朗舊墟路，一路
直行*注意當日天氣、留意
道路來往車輛、注意安全*

a 指示位
進入山貝路，然後將會到
達位置a 山貝村

b 打卡位
步行至位置b 南生圍橫水道，
然後會乘坐橫水渡

c 打卡位
當見南生圍士多時左轉繼
續直行直至到位置c 婚紗橋
*注意保持郊野清潔、切勿
損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
環境*

g 指示位
一路前進到達位置g 茶水部
士多，然後往蠔洲路途經朗
和路並到達終點元朗站 *注
意當日天氣、留意道路來往
車輛、注意安全*

d 指示位
然後一路直行直至到位置d
遙控車遊樂場
e 指示位
繼續沿南生圍路直行到達位
置e 漁護署辦公室

路線(3)：元朗後花園
起點朗屏站-終點朗屏站
打卡/指示位

起點及終點由元朗朗屏西鐵站A出
口，經樓梯或電梯落到地面至屏義
路。
*沿路請遵從交通指示橫過馬路*
*注意城市及郊區清潔請勿留下垃圾*

QR code
電子地圖
路程大約需時：1小時30分鐘

a 打卡位
由起點沿地面步行到
a打卡位，背景橙色
牌朗屏邨。
*沿路注意公眾地方留
意防疫聚集人數以及
保持社交距離*

b 指示位
地面步行到b打卡位，小路入口打卡。沿山路斜坡上髻山。
由行人路進入髻山山路途中四周有工程地盆留意現場指示 !

c 指示位
從山丘落山斜坡步行到地面c打卡位。路口
轉右步出福順街行出工業區。
*留意勿滋擾要騷擾居民及路面來往車輛*

d 打卡位
福順街路口轉右入福喜街進入定福花園小徑到
達橫洲二聖宮隨後轉右宏樂街回到起點。
*沿路請遵從交通指示橫過馬路*

路線(4)：雙塘連走賞山水

起點大棠巴士總站-終點大棠燒烤場(十八鄉觀景台)
打卡/指示位

起點大棠巴士總站往僑興路
前進
*注意當日天氣、留意道路
來往車輛、注意安全*

c 指示位
朝麥理浩徑10段前進
*注意保持郊野清潔、切勿損
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QR code
電子地圖
路程大約需時：3小時

a 指示位
在黃泥墩楊家村向右轉

b 打卡位
朝麥理浩徑10段前進

*注意保持郊野清潔、切勿損
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注意保持郊野清潔、切勿損
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d 打卡位
往西北走元荃古道郊遊徑/
大棠山道/大欖自然教育徑

朝大棠樹木研習徑前進，到
達 終 點 大棠燒烤場(十八鄉
觀景台)

路線(5)：掌牛山
起點十八鄉區會-終點大欖露天停車場

路程大約需時：
1小時30分鐘

打卡/指示位

QR code
電子地圖

終點
終點於錦上路站公眾停車場離開 。

a 打卡位 掌牛山

*沿路請遵從交通指示橫過馬路；注意
城市及郊區清潔請勿留下垃圾*

起點 打卡位 乾新樓十八鄉區童軍會
由元朗凹頭楊屋村104號，坳頭蜆殼油站轉入小路靠左。*沿路請遵從交通指
示橫過馬路，注意公眾地方留意防疫聚集人數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路口分岔路轉右

路口分岔路靠左

離開石屎路轉左往𧐢殻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