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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2019 簡介 

 

本年度暑期活動主題為「爆發小宇宙 領導大世界」，參加者根據自己的興趣，

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發展所需技能和建立自信，並實踐領導才，達至由青

少年主導，進一步改變世界。 

 

 

領導才賦予人們力量和信心去為自己、他人以至整個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領袖，只要每天嘗試探索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行為與習慣，

從經驗中反省、站在他人角度觀察事情，並且了解周遭的世界的變化，就可

以一步一步改進自己，成為「你」想的領袖。 

 

就從今年暑假，開展領導才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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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愛滋病知識章 

SP19KB/AIDS 

13/07/2019(六) 

20/07/2019 (六) 

評核日﹕03/08/2019 (六) 

3:00pm-6:00pm 

3:00pm-6:00pm 

2:00pm-5:00pm 

HQ $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由女性健康與福祉資源小組成員教授 

舞蹈章 

SP19KB/DANCE 

12/08/2019 (一) 

14/08/2019 (三) 

16/08/2019 (五) 

19/08/2019 (一) 

評核日﹕23/08/2019 (五)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BWC $10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學員均可獲得到舞蹈歌曲之光碟及舞蹈示範短片 

小女童軍步操與儀式章 

SP19KB/DRILL 

04/08/2019 (日) 

11/08/2019 (日) 

評核日﹕25/08/2019 (日) 

10:00am-4:00pm 

10:00am-4:00pm 

10:00am-1:00pm 

HQ $10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及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小女童軍經驗 

2. 由步操與儀式指導員小組成員教授 

急救章(A) 

SP19KB/F.AID.A 

13/07/2019 (六) 

20/07/2019 (六) 

評核日﹕27/07/2019 (六)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HQ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費用包括急救用品 

急救章(B) 

SP19KB/F.AID.B 

10/08/2019 (六) 

11/08/2019 (日) 

評核日﹕24/08/2019 (六) 

2:00pm-5:00pm 

2:00pm-5:00pm 

2:00pm-5:00pm 

HQ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費用包括急救用品 

手工藝章(A) 

SP19KB/CRAFT.A 

22/07/2019 (一) 

評核日﹕29/07/2019 (一) 

2:00pm-5:00pm 

10:00am-1:00pm 
BWC $12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費用包括材料 

手工藝章(B) 

SP19KB/CRAFT.B 

07/08/2019 (三) 

評核日﹕14/08/2019 (三) 

2:00pm-5:00pm 

2:00pm-5:00pm 
BWC $12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費用包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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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園藝章(A) 

SP19KB/GARD.A 

17/07/2019 (三) 3:30pm-5:00pm KLP $6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3. 費用包括評核用之盆栽配件及種子 

4.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園藝章(B) 

SP19KB/GARD.B 

18/07/2019 (四) 11:00am-12:30pm KLP $6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3. 費用包括評核用之盆栽配件及種子 

4.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園藝章(C) 

SP19KB/GARD.C 

19/07/2019 (五) 11:00am-12:30pm KLP $6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3. 費用包括評核用之盆栽配件及種子 

4.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生態保育章 

SP19KB/GOGREEN 

18/08/2019 (日) 

評核日﹕08/09/2019 (日) 

8:30am-5:30pm 

12:00nn-6:00pm 
WP $100 

1. 課程與濕地公園教育組合辦 

2. 費用包括濕地公園入場券以及兩次來往濕地公園之旅遊巴車費 

3. 集合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總部大廈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4. 評核日時間有可能因應參加人數而調整 

5. 參加者將獲安排旅遊巴接送至上課地點，如參加者欲自行前往，必須

填寫「不須交通安排通知書」連同報名表格交回 

針織章(A) 

SP19KB/KNIT.A 

23/07/2019 (二) 

30/07/2019 (二) 

評核日﹕20/08/2019 (二)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BWC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由資深家政科導師任教 

3. 費用包括針織用具及毛冷 

針織章(B) 

SP19KB/KNIT.B 

24/07/2019 (三) 

31/07/2019 (三) 

評核日﹕21/08/2019 (三)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BWC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由資深家政科導師任教 

3. 費用包括針織用具及毛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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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針黹章 

SP19KB/STIT 

26/07/2019 (五) 

02/08/2019 (五) 

評核日﹕23/08/2019 (五)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BWC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2. 由資深家政科導師任教 

3. 費用已包括針黹用具及材料 

繩結章 

SP19KB/KNOT 

22/07/2019 (一) 

24/07/2019 (三) 

評核日﹕10/08/2019 (六) 

2:00pm-4:00pm 

2:00pm-4:00pm 

10:00am-1:00pm 

BWC $100 

*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 

女童軍運動知識章(A) 

SP19KB/KNOW.A 

16/07/2019 (二) 

18/07/2019 (四) 

評核日﹕04/08/2019 (日)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10:00am-1:00pm  

HQ $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及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小女童軍經驗 

2. 由社區關注及世協倡議計劃小組成員教授 

女童軍運動知識章(B) 

SP19KB/KNOW.B 

05/08/2019 (一) 

08/08/2019 (四) 

評核日﹕17/08/2019 (六)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2:00pm-5:00pm 

HQ $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0 歲或以上及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小女童軍經驗 

2. 由社區關注及世協倡議計劃小組成員教授 

嚮導章(A) 

SP19KB/PATH.A 

18/07/2019 (四) 

評核日﹕03/08/2019 (六) 

2:00pm-4:00pm 

10:00am-1:00pm 
HQ $60 

嚮導章(B) 

SP19KB/PATH.B 

05/08/2019 (一) 

評核日﹕18/08/2019 (日) 

2:00pm-4:00pm 

10:00am-1:00pm  
HQ $60 

攝影章(A) 

SP19KB/PHOTO.A 

23/07/2019 (二) 

25/07/2019 (四) 

評核日﹕17/08/2019 (六) 

10:30am-12:30pm 

10:30am-12:30pm 

10:00am-1:00pm 

HQ $60 

攝影章(B) 

SP19KB/PHOTO.B 

06/08/2019 (二) 

08/08/2019 (四) 

評核日﹕01/09/2019 (日) 

2:00pm-4:00pm 

2:00pm-4:00pm 

2:00pm-5:00pm 

HQ $60 

訊號章 

SP19KB/SIGN 

21/07/2019 (日) 

28/07/2019 (日) 

評核日﹕04/08/2019 (日) 

2:00pm-5:00pm 

2:00pm-5:00pm 

2:00pm-5:00pm 

HQ $60 

書法章(中國書法) 

SP19KB/CGRAPHY 

02/08/2019 (五) 

09/08/2019 (五) 

評核日﹕16/08/2019 (五) 

10:30am-12:30pm 

10:30am-12:30pm 

10:00am-1:00pm 

HQ $80 

* 費用已包括書法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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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溜冰章(A) 

SP19KB/SK.A 

22/07/2019 (一) 

24/07/2019 (三) 

26/07/2019 (五) 

29/07/2019 (一) 

評核日﹕31/07/2019 (三)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TR $78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 The Rink 合辦 

3. 收費已包括租借冰鞋費用及當天課堂前後自行於場地練習時間 

4. 學生需於上課前約 30 分鐘到達場地處理借鞋及班務 

5. 完成課程及評核成績合格之小女童軍可同時獲發美國業餘花式溜冰協

會 Pre-Alpha 等級溜冰證書 

溜冰章(B) 

SP19KB/SK.B 

05/08/2019 (一) 

07/08/2019 (三) 

09/08/2019 (五) 

12/08/2019 (一) 

評核日﹕14/08/2019 (三)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10:00am-10:30am 

TR $78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 The Rink 合辦 

3. 收費已包括租借冰鞋費用及當天課堂前後自行於場地練習時間    

4. 學生需於上課前約 30 分鐘到達場地處理借鞋及班務 

5. 完成課程及評核成績合格之小女童軍可同時獲發美國業餘花式溜冰協

會 Pre-Alpha 等級溜冰證書 

語言章(英語)評核日 

SP19KB/LANG.ENG 

21/07/2019 (日) 10:00am-1:00pm HQ $40 

*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語言章」 

小女童軍度假營章 

評核日 

SP19KB/PACKH 

25/08/2019 (日) 2:00pm-5:30pm HQ $40 

1. 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小女童軍經驗 

2.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小女童軍度假營章」 

寵物護理章評核日 

SP19KB/PET 

27/07/2019 (六) 2:00pm-5:00pm BWC $40 

*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寵物護理章」 

歌唱章評核日 

SP19KB/SING 

28/07/2019 (日) 10:00am-1:00pm HQ $40 

*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歌唱章」 

體適能章評核日(A) 

(初階及進階) 

SP19KB/FITNESS.A 
22/08/2019 (四) 10:00am-12:00nn SM 

$60 

(初階或進階) 

$80 

(初階及進階) 

*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體適能章(初階/進階)」 

體適能章評核日(B) 

(初階及進階) 

SP19KB/FITNESS.B 
22/08/2019 (四) 1:00pm-3:00pm  SM 

$60 

(初階或進階) 

$80 

(初階及進階) 

* 通過評核的小女童軍可獲發「體適能章(初階/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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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愛滋病知識章 

SP19KG/AIDS 

13/07/2019 (六) 

20/07/2019 (六) 

評核日﹕03/08/2019 (六)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HQ $10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 

2. 由女性健康與福祉資源小組成員教授 

戶外烹飪章 

SP19KG/OUTCOOK 

06/08/2019 (二) 

09/08/2019 (五) 

評核日﹕20/08/2019 (二) 

2:00pm-5:00pm 

10:00am-4:00pm 

10:00am-4:00pm 

HQ 

PH 

PH 

$12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3 歲或以上及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女童軍經驗 

2. 費用已包括營費及 09/08/2019 之食材 

舞蹈章 

SP19KG/DANCE 

12/08/2019 (一) 

14/08/2019 (三) 

16/08/2019 (五) 

19/08/2019 (一) 

評核日﹕23/08/2019 (五) 

2:00pm-4:00pm 

2:00pm-4:00pm 

2:00pm-4:00pm 

2:00pm-4:00pm 

2:00pm-4:00pm 

BWC $100 

*學員均可獲得到舞蹈歌曲之光碟及舞蹈示範短片 

環境保護章 

SP19KG/ENVIR 

23/07/2019 (二) 

25/07/2019 (四) 

評核日﹕04/08/2019 (日) 

10:00am-4:00pm 

10:00am-4:00pm 

2:00pm-5:00pm 

HQ $20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2 歲或以上 

2. 由可持續發展及環保小組成員教授 

3. 課堂期間將安排外出參觀，詳情請留意上課備忘 

4. 費用已包括參觀及旅遊巴之費用 

鳥類觀察章(A) 

SP19KG/BIRD.A 

17/07/2019 (三) 9:00am-10:30a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導師會帶領參觀公園

內飼養之雀鳥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鳥類觀察章(B) 

SP19KG/BIRD.B 

19/07/2019 (五) 9:00am-10:30a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導師會帶領參觀公園

內飼養之雀鳥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木工章(初階) (A) 

SP19KG/CARPENTRY.A 29/07/2019 (一) 

評核日﹕10/08/2019 (六) 

10:00am-5:00pm 

10:00am-1:00pm 
BWC 

$300 

(部份金額由香

港女童軍總會

資助) 

1. 課程與「石盾小木工」合辦，產品以木製傢俱及手工藝品為主 

2. 費用已包括所有製作材料及導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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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歲已宣誓女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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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木工章(初階) (B) 

SP19KG/CARPENTRY.B 02/08/2019 (五) 

評核日﹕17/08/2019 (六) 

10:00am-5:00pm 

10:00am-1:00pm  
BWC 

$300 

(部份金額由香

港女童軍總會

資助) 

1. 課程與「石盾小木工」合辦，產品以木製傢俱及手工藝品為主 

2. 費用已包括所有製作材料、工具及導師費 

木工章(初階) (C) 

SP19KG/CARPENTRY.C 05/08/2019 (一) 

評核日﹕17/08/2019 (六) 

10:00am-5:00pm 

2:00pm-5:00pm 
BWC 

$300 

(部份金額由香

港女童軍總會

資助) 

1. 課程與「石盾小木工」合辦，產品以木製傢俱及手工藝品為主 

2. 費用已包括所有製作材料、工具及導師費 

幼兒護理章 

SP19KG/CHILD 

03/08/2019 (六) 

10/08/2019 (六) 

評核日﹕24/08/2019 (六) 

10:00am-12:00nn 

10:00am-12:00nn 

10:00am-1:00nn 

HQ $60 

工藝章 

SP19KG/CRAFT 

07/08/2019 (三) 

評核日﹕24/08/2019 (六)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BWC $120 

*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 

急救章(初階) (A) 

SP19KG/F.AID.A 

22/07/2019 (一) 

23/07/2019 (二) 

9:00am-6:00pm 

9:00am-6:00pm 
HQ $1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1 歲或以上 

2. 本課程於課堂期間進行評核，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

香港聖約翰救傷機構之【基本急救証書】 

3. 如需訂購基本急救課程手冊($60)及繃帶包($38)，請在申請表上註

明並連同所需費用一併交回 

急救章(初階) (B) 

SP19KG/F.AID.B 

25/07/2019 (四) 

26/07/2019 (五) 

9:00am-6:00pm 

9:00am-6:00pm 
HQ $1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1 歲或以上 

2. 本課程於課堂期間進行評核，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

香港聖約翰救傷機構之【基本急救証書】 

3. 如需訂購基本急救課程手冊($60)及繃帶包($38)，請在申請表上註

明並連同所需費用一併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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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急救章(初階) (C) 

SP19KG/F.AID.C 

29/07/2019(一) 

30/07/2019 (二) 

9:00am-6:00pm 

9:00am-6:00pm 
HQ $18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1 歲或以上 

2. 本課程於課堂期間進行評核，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

香港聖約翰救傷機構之【基本急救証書】 

3. 如需訂購基本急救課程手冊($60)及繃帶包($38)，請在申請表上註

明並連同所需費用一併交回 

插花藝術章 

SP19KG/FLOWER 

21/07/2019 (日) 

28/07/2019(日) 

評核日﹕11/08/2019 (日) 

1:30pm-3:30pm 

1:30pm-3:30pm 

1:30pm-3:30pm 

HQ $250 

1. 課程導師持有美國花藝學院中級文憑資格  

2. 課程內容包括：花卉潮流及文化發展、製造乾花方法、乾花花束
設計及練習花卉佈置 

3. 費用已包括所有練習器材及鮮花 

園藝章(A) 

SP19KG/GARD.A 

18/07/2019 (四) 3:30pm-5:00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費用包括評核用之盆栽配件及種子 

3.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園藝章(B) 

SP19KG/GARD.B 

19/07/2019 (五) 3:30pm-5:00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費用包括評核用之盆栽配件及種子 

3.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生態保育章 

SP19KG/GOGREEN 

25/08/2019 (日) 

評核日﹕08/09/2019 (日) 

8:30am-6:00pm 

9:00am-1:30pm 
WP $100 

1. 課程與濕地公園教育組合辦 

2. 費用包括濕地公園入場券以及兩次來往濕地公園之旅遊巴車費 

3. 集合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總部大廈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4. 評核日時間有可能因應參加人數而調整 

5. 參加者將獲安排旅遊巴接送至上課地點，如參加者欲自行前往，

必須填寫「不須交通安排通知書」連同報名表格交回 

針織章(初階) 

SP19KG/KNIT 

26/07/2019 (五) 

02/08/2019 (五) 

評核日﹕23/08/2019 (五) 

2:00pm-4:30pm 

2:00pm-4:30pm 

2:00pm-4:30pm 

BWC $120 

1. 由資深家政科導師任教 

2. 費用包括針織用具及毛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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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縫紉章 

SP19KG/STIT 

01/08/2019 (四) 

08/08/2019 (四) 

評核日﹕15/08/2019 (四)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BWC $120 

1. 由資深家政科導師任教 

2.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 

繩結章(初階) 

SP19KG/KNOT 

22/07/2019 (一) 

24/07/2019 (三) 

26/07/2019 (五) 

評核日﹕10/08/2019 (六)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2:00pm-5:00pm 

BWC $100 

* 參加者必須年滿 12 歲或以上 

自然章(A) 

SP19KG/NATUR.A 

17/07/2019 (三) 1:30pm-3:15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自然章(B) 

SP19KG/NATUR.B 

18/07/2019 (四) 1:30pm-3:15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自然章(C) 

SP19KG/NATUR.C 

19/07/2019 (五) 1:30pm-3:15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攝影章 

SP19KG/PHOTO 

06/08/2019 (二) 

08/08/2019 (四) 

評核日﹕01/09/2019 (日) 

10:00am-12:30pm 

10:00am-12:30pm 

10:00am-1:00pm 

HQ $60 

訊號章 

SP19KG/SIGN 

21/07/2019 (日) 

28/07/2019 (日) 

評核日﹕04/08/2019 (日)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HQ $60 

嚮導章 

SP19KG/PATH 

01/08/2019 (四) 

評核日﹕18/08/2019 (日) 

2:00pm-5:00pm 

2:00pm-5:00pm 
HQ $60 

溜冰章(A) 

SP19KG/SK.A 

22/07/2019 (一) 

24/07/2019 (三) 

26/07/2019 (五) 

29/07/2019 (一) 

評核日﹕31/07/2019 (三) 

10:30am-11:00am 

10:30am-11:00am 

10:30am-11:00pm 

10:30am-11:00pm 

10:30am-11:00pm 

TR $780 

1. 課程與 The Rink 合辦 

2. 費用已包括租借冰鞋費用及當天課堂前後自行於場地練習時間    

3. 學生需於上課前約 30 分鐘到達場地處理借鞋及班務 

4. 完成課程及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美國業餘花式溜冰

協會 Pre-Alpha 等級溜冰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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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溜冰章(B) 

SP19KG/SK.B 

05/08/2019 (一) 

07/08/2019 (三) 

09/08/2019 (五) 

12/08/2019 (一) 

評核日﹕14/08/2019 (三) 

10:30am-11:00am 

10:30am-11:00am 

10:30am-11:00pm 

10:30am-11:00pm 

10:30am-11:00pm 

TR $780 

1. 課程與 The Rink 合辦 

2. 費用已包括租借冰鞋費用及當天課堂前後自行於場地練習時間    

3. 學生需於上課前約 30 分鐘到達場地處理借鞋及班務 

4. 完成課程及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美國業餘花式溜冰

協會 Pre-Alpha 等級溜冰證書 

運動章(地壺)(A) 

SP19KG/FC.A 

29/07/2019 (一) 

31/07/2019 (三) 

02/08/2019 (五) 

10:00am-11:30am 

10:00am-11:30am 

10:00am-11:30am 

HQ $250 

1. 課程與香港全人發展專業培訓中心合辦 

2. 費用已包括導師費，器材及證書費（合格者） 

3. 本課程於課堂期間進行評核，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

【地壺球賽會通過証書】 

運動章(地壺)(B) 

SP19KG/FC.B 

05/08/2019 (一) 

07/08/2019 (三) 

09/08/2019 (五) 

10:00am-11:30am 

10:00am-11:30am 

10:00am-11:30am 

HQ $250 

1. 課程與香港全人發展專業培訓中心合辦 

2. 費用已包括導師費，器材及證書費（合格者） 

3. 本課程於課堂期間進行評核，評核成績合格之女童軍可同時獲發

【地壺球賽會通過証書】 

世界女童軍協會知識章 

SP19KG/WAGGGS 

11/08/2019 (日) 

18/08/2019 (日) 

評核日﹕31/08/2019 (六) 

或 01/09/2019 (日) 

10:00am-4:00pm 

10:00am-4:00pm 

10:00am-4:00pm 

10:00am-1:00pm 

HQ $100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3 歲或以上及至少擁有兩年參與女童軍經驗 

2. 由社區關注及世協倡議計劃小組成員教授 

林務章(A) 

SP19KG/WOOD.A 

17/07/2019 (三) 11:00am-12:30p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林務章(B) 

SP19KG/WOOD.B 

18/07/2019 (四) 9:00am-10:30am KLP $40 

1. 課程與九龍公園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合辦 

2. 評核需交回功課紀錄簿，遞交日期及時間將於上課當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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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語言章(英語)評核日 

SP19KG/LANG.ENG 

27/07/2019 (六) 2:00pm-5:00pm HQ $40 

* 通過評核的女童軍可獲發「語言章」 

寵物護理章評核日 

SP19KG/PET 

27/07/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 通過評核的女童軍可獲發「寵物護理章」 

電腦章評核日 

SP19KG/COMP 

17/08/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 通過評核的女童軍可獲發「電腦章」 

體適能章評核日 

(初階及進階) 

SP19KG/FITNESS 
22/08/2019 (四) 3:00pm-5:00pm SM 

$60 

(初階或進

階) 

$80 

(初階及進

階) 

* 通過評核的女童軍可獲發「體適能章(初階/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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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機艙服務員證書課程（課程編號：SP19KR/FLIGHT）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堂 17/08/2019 (六) 8:00am－5:00pm 
CX 

評核 課堂中進行評核 

服飾 整齊制服 

導師 國泰航空公司訓練部導師 

費用 $120  

名額 

30 人 

1. 每隊名額 4 人，其後之同隊參加者將撥至後備名單 

2. 如截止日期後尚有名額，將以報名次序分配予後備名單 

備註 

1. 此課程與國泰航空公司合辦 

2. 參加者必須年滿 17 歲或以上 

3. 費用包括來回女童軍總部及國泰城之旅遊巴 

4. 參加者如欲自行前往必須填寫「不須交通安排出入通知書」連同報名表格

交回 

5. 參加者需預先或於此課程完成後三年內同時考獲「餐飲知識」、「個人形象

與禮儀」及「人際溝通」證書，方可正式獲發「機艙服務員」證書 

 

 

初級航空知識證書課程（課程編號：SP19KR/FKNOW.I）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堂 

18/08/2019 (日) 

25/08/2019 (日) 

01/09/2019 (日) 

2:00pm-5:00pm 

2:00pm-5:00pm 

2:00pm-5:00pm 
HQ 

評核 22/09/2019 (日) 2:00pm-5:00pm 

服飾 整齊制服 

導師 導師分別於澳洲及紐西蘭受訓後獲發機師執照，並曾擔任民航機師 

費用 $100 

備註 參加者必須年滿 17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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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插花藝術證書課程（課程編號：SP19KR/FLOWER）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堂 
21/07/2019 (日) 

28/07/2019 (日) 

4:00pm-6:00pm 

4:00pm-6:00pm HQ 

評核 11/08/2019 (日) 4:00pm-6:00pm 

服飾 整齊制服 

導師 花藝導師 (持有美國花藝學院中級文憑資格) 

費用 $250 

備註 

1. 課程內容包括：花卉潮流及文化發展、製造乾花方法、乾花花束設計及練

習花卉佈置 

2. 費用已包括所有練習器材及鮮花 

 

愛滋病知識證書課程（課程編號：SP19KR/AIDS）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堂 
18/08/2019 (日) 

25/08/2019 (日) 

10:00am－1:00pm 

10:00am－1:00pm HQ 

評核 08/09/2019 (日) 10:00am－1:00pm 

服飾 整齊制服 

費用 $100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2. 由女性健康與福祉資源小組成員教授 



2019 年暑期活動 

興趣課程(小女童軍組) 

15 
  

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I. 旱地冰球體驗日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旱地冰球體驗日(A) 

SP19KB/FBALL.A 

01/08/2019 (四) 10:00am-12:00nn HQ $10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香港旱地冰球總會合作 

3. 旱地冰球是一種富有挑戰性、娛樂性、趣味性的團隊運動。能

增加隊員的互動、交流，進而提升團隊的凝聚力，同時著重

「不高桿」、「不打桿」、「不推撞」三大原則 

旱地冰球體驗日(B) 

SP19KB/FBALL.B 

01/08/2019 (四) 2:30pm-4:30pm HQ $100 

1. 此課程適合 6 - 12 歲之小女童軍報讀 

2. 課程與香港旱地冰球總會合作 

3. 旱地冰球是一種富有挑戰性、娛樂性、趣味性的團隊運動。能

增加隊員的互動、交流，進而提升團隊的凝聚力，同時著重

「不高桿」、「不打桿」、「不推撞」三大原則 

 

II. 烹飪課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水果班戟 

SP19KB/FRUITP 
15/07/2019 (一) 10:00am-1:00pm BWC $40  

豬肉乾 

SP19KB/PORKJ 
17/07/2019 (三) 10:00am-1:00pm BWC $40  

芝士條 

SP19KB/CHEESES 
17/07/2019 (三) 2:00pm-5:00pm BWC $40  

朱古力心太軟 

SP19KB/CHOCO 
22/07/2019 (一) 10:00am-1:00pm BWC $40  

蘋果脆批 

SP19KB/APPLEP 
22/07/2019 (一) 2:00pm-5:00pm BWC $40  

QQ 橡皮糖 

SP19KB/CANDY 
24/07/2019 (三) 10:00am-1:00pm BWC $40  

豬肉乾 II 

SP19KB/PORKJ.2 
13/07/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QQ 橡皮糖 II 

SP19KB/CANDY.2 
20/07/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水果班戟 II 

SP19KB/FRUITP.2 
03/08/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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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朱古力心太軟 II 

SP19KB/CHOCO.2 
03/08/2019 (六) 2:00pm-5:00pm BWC $40 

芝士條 II 

SP19KB/CHEESES.2 
10/08/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蘋果脆批 II 

SP19KB/APPLEP.2 
10/08/2019 (六) 2:00pm-5:00pm BWC $40 

 

III. 工藝課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皮革工藝-行李牌 

SP19KB/LC-TAG 
19/07/2019 (五) 10:00am-1:00pm BWC $40  

皮革工藝-八達通套 

SP19KB/LC-CARDH 
19/07/2019 (五) 2:00pm-5:00pm BWC $40  

皮革工藝-壓花散子包 

SP19KB/COINII 
26/07/2019 (五) 10:00am-1:00pm BWC $40  

皮革工藝-散子包 

SP19KB/COIN 
29/07/2019 (一) 10:00am-1:00pm BWC $40  

抗菌消毒免洗手液+護膚

霜 

SP19KB/LOTION 

16/07/2019 (二) 10:00am-1:00pm BWC $40  

手工皂+蚊怕水 

SP19KB/HANDMS 
18/07/2019(四) 10:00am-1:00pm BWC $40  

擴香磚+護膚霜 

SP19KB/AROMAS 
23/07/2019 (二) 10:00am-1:00pm BWC $40  

蚊磚+玻璃蝕刻 

SP19KB/ETCHG 
25/07/2019 (四) 10:00am-1:00pm BWC $40  

七寶燒皮革 

SP19KB/HCRAFT 
20/07/2019 (六) 10:00am-4:00pm BWC $80  

皮革工藝-行李牌 II 

SP19KB/LC-TAG.2 
17/07/2019 (三) 10:00am-1:00pm BWC $40 

皮革工藝-八達通套 II 

SP19KB/LC-CARDH.2 
17/07/2019 (三) 2:00pm-5:00pm BWC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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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皮革工藝-行李牌 

SP19KB/LC-TAG 
19/07/2019 (五) 10:00am-1:00pm BWC $40  

皮革工藝-八達通套 

SP19KB/LC-CARDH 
19/07/2019 (五) 2:00pm-5:00pm BWC $40  

手工皂+蚊怕水 II 

SP19KB/HANDMS.2 
18/07/2019(四) 2:00pm-5:00pm BWC $40 

蚊磚+玻璃蝕刻 II 

SP19KB/ETCHG.2 
25/07/2019 (四) 2:00pm-5:00pm BWC $40 

皮革工藝-壓花散子包 II 

SP19KB/COINII.2 
26/07/2019 (五) 2:00pm-5:00pm BWC $40 

皮革工藝-散子包 II 

SP19KB/COIN.2 
29/07/2019 (一) 2:00pm-5:00pm BWC $40 

 

IV. 親子課程 -「新動」同樂日 

 

贊助機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A) 

SP19KBG/DGB.A 
20/07/2019(六) 10:00am-1:00pm BWC $60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B) 

SP19KBG/DGB.B 
20/07/2019(六) 2:00pm-5: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A) 

SP19KBG/FLOORC.A 
17/08/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B) 

SP19KBG/FLOORC.B 
17/08/2019 (六) 2:00pm-5:00pm BWC $60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C)  

SP9KBG/DGB.C 
19/07/2019 (五) 2:00pm-5: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C)  

SP9KBG/FloorC.C 
19/07/2019 (五) 10:00am-1:00pm BWC $60 

備註： 

1. 參加此項活動的小女童軍需帶同一名年滿 18 歲之親友一同參與。 

2. 費用已包括小女童軍及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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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0/06/2019 (一) 

8 月份課程截止報名日期：15/07/2019 (一) 

 

 
 I. 烹飪課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綠茶心太軟 

SP19KG/GTM 
15/07/2019 (一) 2:00pm-5:00pm BWC $40  

QQ 橡皮糖 

SP19KG/CANDY 
24/07/2019 (三) 2:00pm-5:00pm BWC $40  

馬卡龍 

SP19KG/MACARON 
30/07/2019 (一) 2:00pm-5:00pm BWC $40  

 

II. 工藝課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防曬霜+蕾絲香氛蠟片 

SP19KG/SUNS 
30/07/2019(二) 10:00am-1:00pm BWC $40  

BB Cream + 止汗劑 

SP19KG/BBCREAM 
01/08/2019 (四) 10:00am-1:00pm BWC $40  

七寶燒工藝 

SP19KG/COPPER 
27/07/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40  

 

III. 親子課程 -「新動」同樂日 

 

贊助機構： 

課程名稱及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A) 

SP19KBG/DGB.A 
20/07/2019(六) 10:00am-1:00pm BWC $60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B) 

SP19KBG/DGB.B 
20/07/2019(六) 2:00pm-5: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A) 

SP19KBG/FLOORC.A 
17/08/2019 (六) 10:00am-1: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B) 

SP19KBG/FLOORC.B 
17/08/2019 (六) 2:00pm-5:00pm BWC $60  

躲避盆親子體驗日(C)  

SP9KBG/DGB.C 
19/07/2019 (五) 2:00pm-5:00pm BWC $60 

地壺球親子體驗日(C)  

SP9KBG/FloorC.C 
19/07/2019 (五) 10:00am-1:00pm BWC $60 

備註： 

1. 參加此項活動的女童軍需帶同一名年滿 18 歲之親友一同參與。 

2. 費用已包括女童軍及親友。 

 



2019 年暑期活動 

小棕仙歷遊樂 

19 
  

 

活動目的 

本活動讓小女童軍透過團隊合作體驗活動，培養領導才

能、增加自信心及決策能力。 

 

活動內容 

1. 團隊合作解難活動 

2. 高結構繩網活動 

 

活動資料 

課程編號 SP19KB/ADVEN 

對象 8 歲或以上已宣誓之小女童軍 

日期 04/08/2019 (日) 

活動地點 基維爾營地 (沙田市地段第 592 號) 

活動集散時間 集合時間: 11:00am  解散時間: 6:00pm  

活動集散地點  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  

名額 40 人 

服飾 戶外制服 

註：需穿著運動長褲及有坑紋運動鞋 

（不建議穿著牛仔褲或貼身長褲） 

費用 $120 

備註 1. 費用包括交通、活動費、日營費、保險及暑期活動

紀念章，費用已獲總會津貼 

2. 參加者進行之繩網活動，離地面超過十米 

3. 參加者必須於參加活動前吃飽午餐 

截止報名日期 15/07/20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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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Monday 大使計劃簡介 

香港女童軍總會聯同 Green Monday 舉辦「Green Monday 大使」計劃，目的在於提高女童軍對健

康飲食和環境保護的意識。 

 

計劃透過不同角度，包括營養、全球暖化和地球資源運用，帶出素食對改善個人健康和地球的益

處，然後再就香港現時的飲食文化鼓勵大家減少食物浪費和選擇無翅菜式。透過引導女童軍身

體力行「每週一素食」、「惜食」和「無翅」的綠色飲食文化，將此訊息與家人、同學和朋友分享，

共同創造「無綠不歡」的生活環境。 

 

完成「Green Monday 大使」計劃要求的小女童軍、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可獲

頒布章，並正式成為「Green Monday 大使」，向朋友和家人發放綠色正能量。 

 

想了解更多關於「Green Monday 大使」及計劃要求，可瀏覽網頁：

http://hkgga.org.hk/tc/content/Projects/Green-Monday 

 

「Green Monday 大使」女童軍工作坊 

由 Green Monday 教育部派出導師，向參加者講解計劃內容，並

協助她們完成計劃要求，成為「Green Monday 大使」。工作坊

同時教授參加者製作健康小食，實踐綠色生活。 

組別 小女童軍組 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組 

課程編號 SP19KA/GM 

工作坊日期 02/08/2019 (五) 

工作坊時間 3:00pm - 5:00pm 

工作坊地點 HQ 

評核日#  30/11/2019 (六) 

評核時間#  2:00pm - 4:00pm 

評核地點#  HQ 

對象 8-12 歲已宣誓小女童軍 10-18 歲已宣誓女童軍或 

15-23 歲已宣誓深資女童軍 

名額 各組別合共 50 人 

費用 全免 

服飾 整齊制服 

截止報名日期 15/07/2019 (一) 

# 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參加者需同時出席工作坊及評核日 

查詢：2359 6815 (程序部 – 覃小姐) 

http://hkgga.org.hk/tc/content/Projects/Green-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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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透過遊戲及拼貼，讓參加者認識身體各部份名

稱、位置和功能，教導她們瞭解男女有別，需

要保護自己和愛惜身體的態度。 

2. 以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境作例子，教導參加者如

何懂得分辨好壞接觸，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遇到

不恰當的行為時如何去處理，進一步學習保護

自己，建立與人相處時互相尊重的態度。 

3. 配合聯合國提倡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目標 3 - 

良好健康 及 目標 5 - 性別平等），讓參加者

將目光放遠至全球性的議題，並了解自己可以

如何為達成目標出一分力。 

 

活動簡介 

由本會活動策劃及程序「女性健康與福祉」小組成員帶領參加者參與「性通

識」之旅。 

 

活動資料 

班別 A 班 B 班 

課程編號 SP19KBG/AIDSDAY.A SP19KBG/AIDSDAY.B 

對象 8-10 歲小女童軍及女童軍 11-12 歲小女童軍及女童軍 

日期 20/07/2019 (六) 27/07/2019 (六) 

時間 2:30pm-5:30pm 2:30pm-5:30pm 

地點 HQ 

名額 60 人 60 人 

服飾 戶外制服 

費用 $20 

(總會資助部分費用，包括場地、活動物資、出席證書及暑期

活動紀念章) 

截止報名日期 10/06/20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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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米埔自然保護區為雀鳥及多類本地生物提供重要的

居所。為維持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我們必需了解

區內的狀況，以便管理並防止濕地及依賴其維生的

物種，因人類活動或其他原因而漸漸消失。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於 2017 年起舉辦本計劃，讓

青年有機會成為「公民科學家」，和 WWF 職員一同

參與生態調查及研究。香港女童軍於 2018 年起安排

會員參與計劃。 

 

學習目標 

1. 了解濕地生物多樣性及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類的重要性 

2. 透過親身體驗學習科學研究的技巧 

3. 進行生態調查，協助蒐集基本數據，以促進米埔自然保

護區更理想的濕地棲息地管理 

4. 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目標 13 應對氣候變

化、目標 14 海洋生態保育 及 目標 15 陸上地生態保

育）並作出改變 

 

對象及名額 

年滿 14 歲或以上之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或各組別領袖 

– 共 30 人 

 

完成計劃要求 

出席第一部分工作坊及第二部分共 3 次之生態調查活動 

 完成活動之參加者可獲頒發由 香港女童軍總會 及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發出的證書 並 獲邀請參與

分享會 

 

進行生態調查時，參加者有機會遇到罕見的米埔曲翅螢 

 

參加者可在米埔紅樹林內記錄蟹及蜻蜓品種 

Photo Credit: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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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訓練工作坊 

包括理論課和室外考察，學習生物多樣性調查的基本知識和

技能 

日期：06/07/2019（六） 

集合時間：12:00 集合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 

解散時間：21:00 解散地點：港鐵九龍塘站 

活動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理論課)及米埔自然保護區(室外考察) 

註：1. 參加者將獲安排由旅遊巴接載由總會至米埔自然保護區，並於活動結束後至港

鐵九龍塘站解散 

2. 參加者需自備輕便晚餐 

 

第二部分 – 米埔生態調查 

參加者需參與最少 3 次 於米埔自然保護區舉行之生態調查，可選擇日期及調查生態物種

如下： 

調查 日期 調查生態物種 預計集合時間 

(九龍塘) 

預計解散時間 

(九龍塘) 

集散地

點 

1 13/07/2019 (六) 蟹、廣瀨妹蟌及白頸鴉 13:00 21:00 

港鐵 

九龍塘

站 

2 10/08/2019 (六) 蟹、廣瀨妹蟌及白頸鴉 13:00 21:00 

3 24/08/2019 (六) 蟹、廣瀨妹蟌、白頸鴉

及螢火蟲 

14:00 22:00 

4 29/09/2019 (日) 蟹、廣瀨妹蟌及螢火蟲 14:00 22:00 

5 13/10/2019 (日) 黑臉琵鷺及哺乳動物 8:00 16:00 

6 19/10/2019 (六) 黑臉琵鷺 11:00 19:00 

註：1. 生態調查人數每次最多 20 人，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若所選擇之調查日期

人數已滿，總會將聯絡參加者更改調查日期 

2. 參加者將獲安排由旅遊巴接載來回港鐵九龍塘站至米埔自然保護區進行生態調

查，如不乘坐旅遊巴，請於報名表格上清楚列明，詳細安排將於訓練工作坊當日

公佈 

3. 若活動總參加人數不足，總會有可能取消第二部分交通安排，參加者需自行前往

米埔訪客中心集合，參加者如順利完成活動要求，可獲安排退還款項 

4. 調查活動可計算服務時數 

(a) 女童軍服務布帶服務時數、(b) 深資女童軍榮譽獎章社區服務時數或 (c) 領

袖義工服務時數 

 

 

 
利用蝙蝠聲波記錄儀記錄蝙蝠品種 

Photo Credit: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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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 

完成第一及第二部分要求的參加者，將獲邀請參加分享會，與其他參加「One Planet 青年

行動」的女童軍參加者一同分享調查成果，並獲安排乘坐玻璃船，欣賞西貢海下灣沿海的

海底生態。 

地點：賽馬會匯豐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註：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費用 

每位參加者港幣$100 (包括筆記、證書及全部活動交通安排，已獲總會資助部分費用) 

 

課程編號 

SP19KA/WWF 

 

備註 

參加者請填妥本活動指定之報名表格，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10/06/2019（一） 

 

查詢 

2359 6817 (程序部 – Circle Huen) 

 

參考資料 

有關米埔自然保護區更多介紹可參考網頁： 

https://www.wwf.org.hk/whatwedo/water_wetlands/mai_po_re_reserve 

廣瀨妹蟌為瀕危的蜻蜓科動物，其簡介請見： 

http://assets.wwf.org.hk/downloads/four_spot_midget_chi.pdf 

白頸鴉屬近危鳥類，其簡介請見： 

https://bit.ly/2USQ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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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地點名稱 地址 

BWC 香港女童軍總會興趣章訓練中心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2 樓 

CX 國泰城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觀景路 8 號 

HQ 香港女童軍總會總部大廈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港鐵佐敦站 B2 出口) 

KLP 九龍公園園藝教育組課室 
九龍尖沙咀九龍公園泳池大樓 1 字樓 

(港鐵佐敦站 D 出口) 

PH 香港女童軍總會沙田博康營地 沙田水泉坳街 61 號 (即博康村後山) 

SM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長沙灣深旺道 33 號 

TR THE RINK 溜冰學校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一號 

圓方商場地下層 

WP 香港濕地公園 新界天水圍濕地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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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 藉三日兩夜度假營的活動安排，讓參加者體驗小女童軍度假營的樂趣 

活動內容 : 1) 營內以小隊分工和合作來完成活動，並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和鍛鍊個人才能 

          2) 此活動可配合「小女童軍度假營章」的部份內容 

活動名稱 小女童軍度假營 2019 

活動編號 SP19KB/PH1 SP19KB/PH2 SP19KB/PH3 SP19KB/PH4 SP19KB/PH5 

活動日期 
19-21/07/2019 

(五至日) 

26-28/07/2019 

(五至日) 

02-04/08/2019 

(五至日) 

06-08/08/2019 

(二至四) 

10-12/08/2019 

(六至一) 

活動時間 3:00pm (營期第一天) 至 1:00pm (營期第三天) 

活動地點 SC SC SC SC YL 

活動集散時間 集合時間: 1:30 pm (營期第一天)  解散時間: 2:00 pm (營期第三天) 

活動集散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總部大廈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備註 2 及 3) 

活動對象 8-12 歲已宣誓小女童軍 

名額 35 人  35 人 35 人 35 人 55 人 

優先取錄 

(備註 4) 

港島地域： 

港島東、港島西 

新界西北地域： 

新界北、元朗、屯門 

新界東南及離島地域： 

新界東、新界南、離島 

全港各區小女童軍 

先到先得 

九龍地域： 

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觀塘、黃大仙 

費用 
$350 (包括：活動費、住宿費、膳食、交通、證書及暑期活動紀念章) 

*香港女童軍總會已津貼參加者部分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10/06/2019 (一) 

備註 

1. 活動地點：SC - 香港女童軍總會 新德倫山莊 (跑馬地黃泥涌峽道 141 號) 

           YL - 香港女童軍總會 賽馬會元朗康樂中心(元朗屏山屏山里) 

2. 所有參加者將獲安排旅遊巴接送來往總會至營地，如欲自行來往營地，必須於報名表格上清楚標示（來回均須相同安排） 

3. PH1 參加者：除總會外，可選擇於金鐘海富中心乘坐旅遊巴，集合時間預定為 19/07/2019 2:00pm，必須於報名表格上清楚標示（來回均須相同安排） 

4. 優先取錄：SP19KB/PH1 至 PH3 及 PH5 於 08-24/05/2019 優先接納主辦度假營區域的小女童軍參加，名額為全營的三分之二，分配如下：PH1 – PH3：各

21 名 / PH5：37 名 

剩餘之名額將於優先期後（27/05/2019 2:00pm 起）開放予輪候之全港參加者。所有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5. 報名表格必須清楚填寫所有資料（包括隊伍所屬區），建議參加者先核對自己隊伍所屬區，以免延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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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 在三日兩夜度假營內，訓練女童軍的團隊精神、鍛鍊自我體能，挑戰自己 

 

活動內容 : 1) 以小隊分工和合作來完成活動 

          2) 活動包括團隊建立遊戲、攻防箭、康樂游繩下降活動等 

          3) 此活動可配合「紫燕榮譽女童軍獎章」的部份內容 

 

活動名稱 女童軍度假營 2019 

活動編號 SP19KG/GH 

活動項目 營前簡介會 度假營活動 

日期 29/06/2019 (六) 26-28/07/2019 (五至日) 

時間 10:00am-1:00pm 3:00pm (26/7) – 3:00pm 1:00pm (28/7) 

地點 
香港女童軍總會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 

服飾 戶外制服 

活動對象 11-18 歲已宣誓女童軍 

名額 48 人 

費用 
$350 (包括：活動費、住宿費、膳食、證書及暑期活動紀念章) 

*香港女童軍總會已津貼參加者部分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10/06/2019 (一) 

備註 參加者必須出席全部營前簡介會及度假營活動，方可獲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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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原野生活體驗營  

 

 

贊助機構： 

目的及內容： 

 透過體驗野外烹飪、露營及營火會，讓家庭在體驗原野生活中互相溝通及合作，加強親

子之間的溝通、信任，建立互信、默契及。 

 通過紮作，露營，原野烹飪及營火活動學習野外生活技能 

 透過兩日一夜的活動讓親子之間體驗原野生活及露營樂趣 
 

 

重要事項： 

1 最少開辦人數為 12 人 

2 申請人必須為會員 

3 每個家庭必須有成人參與，而每位成人最多可攜同三名 4 至 12 歲的小童 

4 每項申請只限 8 名參加者 (包括申請人) 

5 每次申請 (網上或申請表) 只限一個家庭 

6 所有申請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7 本會有權於活動當天核對參加者資料 

8 申請人請填妥「營地親子活動申請表」，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9 所有參加者必需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健康申報表」 

 

活動名稱 親子原野生活體驗營 

活動編號 SP19KA/SC-ADV1 SP19KA/SC-ADV2 SP19KA/SC-ADV3 

活動日期 
12-13/07/2019 

(五至六) 

09-10/08/2019 

(五至六) 

18-19/08/2019 

(日至一) 

活動時間 3:00pm (Day1) -  12:00nn (Day2) 

活動地點 
新德倫山莊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峽道 141 號) 

活動集散時

間 

集合時間: 3:00pm 

解散時間: 12:00nn 

集合及解散

地點 

新德倫山莊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峽道 141 號) 

活動對象 4 歲以上的會員及其家庭成員 (男女均可) 

名額 24 人 

費用 
$140 

(包括：營費、教練費、晚餐及早餐、暑期活動紀念章) 

截止報名日

期 
28/06/2019 (五) 26/07/2019(五) 28/07/20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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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歷奇體驗營  

 

 

贊助機構： 

目的及內容： 

 以不同的歷奇遊戲、家庭小遊戲，讓不同家庭互相競賽和在遊戲中互相溝通及合作，改

善家庭成員的溝通方法及增強親子之間的信任。 

 碧溪莊度假營位於上水近郊地方遠離城市，環境清幽寧靜，讓親子享受一次兩日一夜的

家庭之旅。 

 

活動名稱 親子歷奇體驗營 

活動編號 SP19KA/BR-FA1 SP19KA/BR-FA2 SP19KA/BR-FA3 SP19KA/BR-FA4 

活動日期 
16-17/07/2019 

(二至三) 

28-29/07/2019 

(日至一) 

02-03/08/2019 

(五至六) 

25-26/08/2019 

(日至一) 

活動時間 3:00pm (Day1) - 12:00nn (Day2) 

活動地點 
賽馬會碧溪莊 

(新界上水古洞坑頭路 110 號) 

活動集散時間 
集合時間: 3:00pm 

解散時間: 12:00nn 

集合及解散地點 
賽馬會碧溪莊 

(新界上水古洞坑頭路 110 號) 

活動對象 4 歲以上的會員及其家庭成員 (男女均可) 

名額 50 人 

費用 
$140 

(包括：營費、教練費、晚餐及早餐、暑期活動紀念章) 

截止報名日期 02/07/2019 (二) 14/07/2019 (日) 19/07/2019 (五) 11/08/2019(日) 

 

重要事項： 

1 最少開辦人數為 25 人 

2 申請人必須為會員 

3 每個家庭必須有成人參與，而每位成人最多可攜同三名 4 至 12 歲的小童 

4 每項申請只限 8 名參加者 (包括申請人) 

5 每次申請 (網上或申請表) 只限一個家庭 

6 所有申請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7 本會有權於活動當天核對參加者資料 

8 申請人請填妥「營地親子活動申請表」，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9 所有參加者必需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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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獨木舟生態同樂日  

 

贊助機構： 

目的及內容： 

學習划獨木舟基本技巧，與家人一同體驗泛舟滋味，在海中心遠眺觀音像、欣賞八仙嶺景色，

划往龍尾灘觀賞淺灘生物(例如：海星、水母) 

*教練會因應各學員體質、實際天氣情況而更改原定課程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活動名稱 親子獨木舟生態同樂日 

活動編號 

SP19KA 

/SATC- 

活動日期 

活動編號 

SP19KA 

/SATC- 

活動日期 

活動編號 

SP19KA 

/SATC- 

活動日期 

FC1 19/07/2019 (五) FC6 31/07/2019 (三) FC11 17/08/2019 (六) 

FC2 20/07/2019 (六) FC7 02/08/2019 (五) FC12 19/08/2019 (一) 

FC3 22/07/2019 (一) FC8 05/08/2019 (一) FC13 23/08/2019 (五) 

FC4 26/07/2019 (五) FC9 07/08/2019 (三) FC14 25/08/2019 (日) 

FC5 28/07/2019 (日) FC10 11/08/2019 (日) FC15 31/08/2019 (六) 

活動時間 9:30am - 4:30pm 

活動地點 
梁省德海上活動中心  

(大埔大美督船灣淡水湖側) 

活動集散 

時間 

集合時間 : 9:00am 

解散時間 : 4:30pm 

集合及解散

地點 

梁省德海上活動中心  

(大埔大美督船灣淡水湖側) 

活動對象 8 歲或以上會員及其家庭成員 (能游畢 50 米，男女均可) 

名額 24 人 

費用 

$80 

(包括：營費、教練費、暑期活動紀念章 

不包括午餐費，可選擇於營地附近餐廳/士多午膳或自備午餐) 

截止報名 

日期 
活動前兩星期 

 

重要事項： 

1. 最少開辦人數為 12 人 

2. 申請人必須為會員 

3. 每個家庭必須有成人參與，而每位成人最多可攜同三名 8 至 12 歲的小童 

4. 每項申請只限 6 名參加者 (包括申請人) 

5. 每次申請 (網上或申請表) 只限一個家庭 

6. 所有申請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7. 本會有權於活動當天核對參加者資料 

8. 申請人請填妥「營地親子活動申請表」，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9. 所有參加者必需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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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挑「箭」日  

 

贊助機構： 

目的及內容： 

本活動以射箭活動為主題，包括傳統箭藝體驗及近年流行的攻防箭對戰。適合家中不同年齡

層一同參與，建立難忘的共同回憶 

*教練會因應各學員體質、實際天氣情況而更改原定課程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活動名稱 親子挑「箭」日 

活動編號 SP19KA/PH-AC1 SP19KA/PH-AC2 SP19KA/PH-AC3 

活動日期 21/07/2019 (日) 10/08/2019 (六) 20/07/2019 (六) 

活動時間 9:30am - 4:30pm 

活動地點 
博康營地 

(沙田水泉坳街 61 號) 

活動集散時間 
集合時間 : 9:00am 

解散時間 : 4:30pm 

集合及解散地點 
博康營地  

(沙田水泉坳街 61 號) 

活動對象 8 歲或以上的會員及其家庭成員 (男女均可) 

名額 20 人 

費用 

$60 

(包括：營費、教練費、暑期活動紀念章 

不包括午餐費，可選擇於營地附近餐廳午膳或自備午餐) 

截止報名日期 07/07/2019 (日) 27/07/2019 (六) 06/07/2019 (六) 

 

重要事項： 

1. 最少開辦人數為 10 人 

2. 申請人必須為會員 

3. 每個家庭必須有成人參與，而每位成人最多可攜同三名 8 至 12 歲的小童 

4. 每項申請只限 6 名參加者 (包括申請人) 

5. 每次申請 (網上或申請表) 只限一個家庭 

6. 所有申請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7. 本會有權於活動當天核對參加者資料 

8. 申請人請填妥「營地親子活動申請表」，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9. 所有參加者必需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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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遠足同樂日  

 

贊助機構： 

目的： 

學習基本地圖閱讀及山藝知識，推廣假日安全遠足 

內容： 

本活動共分為 3 個部分︰ 

地圖認知及定向應用遊戲以輕鬆手法教授基本技巧及遠足時需注意的安全事項 

原野烹飪讓參加者感受不一樣的戶外煮食體驗，並於分工合作後分享努力的成果 

於大美督家樂徑進行的遠足及野外定向體驗讓參加者實踐所學到的山藝知識，同時欣賞沿途

優美湖光山色，遠眺八仙嶺、鹽田仔和馬鞍山及尋找十二生肖柱 

*教練會因應各學員體質、實際天氣情況而更改原定課程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活動名稱 親子遠足同樂日 

活動編號 SP19KA/SATC-HI1 SP19KA/SATC-HI2 SP19KA/SATC-HI3 

活動日期 27/07/2019 (六) 04/08/2019 (日) 10/08/2019 (六) 

活動時間 9:30am - 4:30pm 

活動地點 
梁省德海上活動中心 

(大埔大美督船灣淡水湖側) 

活動集散時間 
集合時間 : 9:00am 

解散時間 : 4:30pm 

集合及解散地點 
梁省德海上活動中心 

(大埔大美督船灣淡水湖側) 

活動對象 4 歲或以上的會員及其家庭成員 (男女均可) 

名額 24 人 

費用 
$110 

(包括：營費、教練費、午餐、暑期活動紀念章) 

截止報名日期 13/07/2019 (六) 21/07/2019 (日) 27/07/2019 (六) 

 

重要事項： 

1. 最少開辦人數為 16 人 

2. 申請人必須為會員 

3. 每個家庭必須有成人參與，而每位成人最多可攜同三名 4 至 12 歲的小童 

4. 每項申請只限 6 名參加者 (包括申請人) 

5. 每次申請 (網上或申請表) 只限一個家庭 

6. 所有申請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7. 本會有權於活動當天核對參加者資料 

8. 申請人請填妥「營地親子活動申請表」，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9. 所有參加者必需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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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以食為天」，飲食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世界

各地的飲食文化同樣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稻鄉飲食文化博

物館」從不同角度介紹各地飲食文化，讓大家親身領略各國獨

有的飲食文化和特色，希望藉此引發快樂小蜜蜂對飲食文化的

興趣。本會將舉辦「飲食文

化之旅」活動，帶領快樂小

蜜蜂一起穿梭世界飲食文

化的時空，細味當中的奧妙

之處。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1 08/06/2019 (六) 2:30pm-3:45pm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13 號 1 樓) 

內容 (1) 透過參觀模擬場景、文字說明、以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所用的煮食用具、

容器、餐具及香料食材等展品，了解各地飲食文化 

(2) 體驗人類飲食文化的睿智和趣味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36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12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

報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12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3 名隨隊領隊。 

*不足 12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

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75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需準備一個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

後將寄上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回程解散時間：4:30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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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07/05/2019 (二)。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後

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

隊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

會遞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

多，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

並安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

檔。 

截止報名日期 21/05/2019 (二)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 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

不獲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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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日飲咗未？」是港人家傳戶曉的

益力多廣告標語，更是不少人的兒時

回憶。本會將舉辦「有『益』身心」活

動，帶領快樂小蜜蜂了解益力多所引

入的日本先進及高科技生產線，參觀

一絲不苟的生產程序。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2 A 班︰ 

15/06/2019 (六) 

9:45am-10:45am 

益力多工場 

(大埔工業邨大利街 4 號) SP19HB/PO3 B 班︰ 

29/06/2019 (六) 

11:00am-12:00nn 

內容 (1) 參觀益力多工場引入日本先進及高科技的生產線，親身體驗工場的環境 

(2) 見證益力多的誕生過程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每班 40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10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報

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3 名隨隊領隊。 

*不足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90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需準備一個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後將寄上

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門外 

A 班：集合時間：8:45am   回程解散時間：11:30am 

B 班：集合時間：10:00am   回程解散時間：12:45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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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14/05/2019 (二) (A 班) 或 

11/06/2019 (二) (B 班)。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

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

隊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會

遞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

多，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並

安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檔。 

截止報名日期 14/05/2019 (二) (A 班) 或 11/06/2019 (二) (B 班)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不

獲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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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舉辦「消防特工隊」活動，透過一系

列互動及多媒體資訊設施，讓快樂小蜜蜂認

識和體驗消防及救護的歷史、文化及其工

作，並讓快樂小蜜蜂學習基本消防安全和救

護知識。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4 A 班： 

29/06/2019 (六) 

9:30am-11:00am 

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將軍澳百勝角路 11 號) SP19HB/PO5 B 班： 

13/07/2019 (六) 

2:00pm-3:30pm 

內容 (1) 教育中心暨博物館設有四層展示廳，當中有不同的展區和體驗區；分別有「消

防歷史沿革區」、「消防及救護車輛展覽區」、「社區應急準備教育」、「消

防服務展覽區」、「救護服務展覽區」、「調派及通訊展覽區」、「培訓工作

區」、「走進社群區」、「加強聯繫區」、「重大事故區」及「英雄閣」等 

(2) 介紹香港消防處 150 多年的歷史、文化和發展 

(3) 向市民教育及推廣基本消防安全和救護知識、遇到火警時的應變方法與及公

眾急救技巧等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每班 36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12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報

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12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3 名隨隊領隊。 

*不足 12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75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需準備一個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後將寄上

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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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門外  

A 班：集合時間：8:15am   回程解散時間：11:45am 

B 班：集合時間：12:45pm   回程解散時間：4:15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28/05/2019 (二) 或 12/06/2019 (三)。後備取錄

名單將於截止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隊

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會遞

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多，

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概

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並安

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檔。 

截止報名日期 28/05/2019 (二) 或 12/06/2019 (三)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不獲

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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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是香港賽馬會轄下規模最大的公眾騎術學校，全年定期舉行比賽供各

級學員參加。擁有世界級設施及經驗豐富的團隊，為對馬術運動、馬匹護理及專業馬術

發展有興趣的人士，提供多元

化的騎術課程以及馬術相關的

休閒活動和工作坊。本會將舉

辦「與馬同樂」活動，由專業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了解馬匹的

日常生活及馬房運作。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6 15/06/2019 (六) 2:30pm-3:30pm 屯門公眾騎術學校 

(屯門龍門路地段 45 號) 

內容 (1) 觀賞馬術運動影帶 

(2) 參觀學校環境設施 

(3) 介紹不同馬匹飼料 

(4) 講解馬匹生活習慣 

(5) 親親接觸迷你小馬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21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7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報

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7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2 名隨隊領隊。 

*不足 7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90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

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後將寄上暑期活

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門外 

集合時間：1:15pm   回程解散時間：4:15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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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14/05/2019 (二)。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後

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

隊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會

遞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

多，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並

安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檔。 

截止報名日期 14/05/2019 (二)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不

獲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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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超過 2,500 平方呎，揉合創新互動並猶如親歷其境的 4D 多

媒體影視、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等多媒體技術的「可

持續資源館 ( S Gallery) 」，由吉祥物水熊爺爺帶

領，向參觀者展示生物資源、有機農業及可持續

消費等概念。本會將舉辦「救救地球」活動，從

小培育快樂小蜜蜂於社區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態

度，以振興農業、保護生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7 06/07/2019 (六) 11:00am-12:30pm 可持續資源館 ( S Gallery) 

(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陳瑞槐夫人胡

尹桂女士持續教育大樓 12 樓) 

內容 (1) 認識本地農業生物資源 

(2) 認識有機農業如何保護生物資源 

(3) 認識氣候改變如何影響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30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10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

報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3 名隨隊領隊。 

*不足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

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75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需準備一個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後

將寄上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紅磡火車站 – 大堂近 C2 出口 

集合時間：10:15am   回程解散時間：1:00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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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05/06/2019 (三)。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後

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

隊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會

遞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多，

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並

安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檔。 

截止報名日期 05/06/2019 (三)(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不

獲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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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事博物館是一所富有活力的文化機構，致力保全、收藏

及展示能夠充分演繹香港及珠江三角洲海事及貿易的故事。本

會將舉辦「小小掌舵手」活動，讓快樂小蜜蜂了解海事及船運

的文化，並親身感受多元感官的

獨特體驗。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SP19HB/PO8 13/07/2019 (六) 11:00am-12:00nn 香港海事博物館 

(香港中環 8 號碼頭) 

內容 (1) 參觀館內展覽廳及資源中心 

(2) 展示香港及珠江三角洲海事及貿易的故事 

(3) 追溯世界各地的船艇、航路探險、海上貿易和海戰等古代發展史 

對象 快樂小蜜蜂及領隊    

名額 30 名快樂小蜜蜂  

*每隊正選 10 名快樂小蜜蜂，其後隊內參加者則屬後備。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

報名後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有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必須最少有 3 名隨隊領隊。 

*不足 10 名快樂小蜜蜂參與的隊伍，則需按快樂小蜜蜂領隊與快樂小蜜蜂人數比

例 1:3 派出足夠的隨隊領隊。 

費用 快樂小蜜蜂每位$75 

(包括：提供旅遊車接送、活動費、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費) 

申請人需準備一個貼上$5 郵票並寫上地址的回郵信封，*信封不可小於 15cm X 

22cm 及不可大於 24.5cm X 16.5cm (即 A5 信封)，於活動當天交給工作人員，稍後

將寄上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 

領隊︰免費 

 (需負責安排出發、回程時的工作及在活動中維持秩序)    

集合及解散 

地點/時間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地面(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門外 

集合時間：9:50am   回程解散時間：12:45pm 

*如集合地點/時間有所更改，以活動備忘為準 

*如參加者選擇自行前往活動地點，請於參加者名單內註明 

服飾 快樂小蜜蜂︰整齊快樂小蜜蜂制服 



2019 年暑期活動 

小小掌舵手 (快樂小蜜蜂) 

44 
  

領隊︰必須穿著戶外制服 

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12/06/2019 (三)。後備取錄名單將於截止後

一星期公佈，後備參加者於正式獲通知取錄後才需要繳費。 

2. 可網上報名或填妥本活動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收」。支票背面請寫上

隊號、學校/中心名稱及活動編號。亦可用傳真以信用卡形式繳交，或親臨總會

遞交均可。 

3. 本活動不接受電話報名，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報名人數過

多，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如報名資料不齊全，報名將不受理。 

4.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

概不退還。 

5.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領隊，並

安排退款。 

6. 除因本會更改活動舉行日期，費用將不會退回。 

7. 取錄與否，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 

8. 領隊必須於活動前收妥所有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由領隊妥善存檔。 

截止報名日期 12/06/2019 (三)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59 6828 與曾進寶女士(Jenny)或 2359 6857

與熊慧瑤女士(Tiffany)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 1. 當日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所有活動即告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則照常。 

2. 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雷暴警告及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則照常舉行。 

3. 天氣報告以天文台所公佈之消息為準。 

備註 本活動只接受隊伍名義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請領隊先為隊員統籌報名。 

為表揚積極參與，凡出席之快樂小蜜蜂均可獲得暑期活動紀念章及證書，缺席者不

獲補發或代領或退款，敬請留意！ 



2019 年暑期活動 

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內地考察交流團 

45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9 

走訪齊魯大地﹒探索孔孟之鄉 
目的及主題： 

這次交流活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青年工作部協助統籌和聯絡，並由香港

童軍總會、香港海事青年團、醫療輔助隊少年團、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聖約翰救

傷隊少青團、香港升旗隊總會、香港紅十字會、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交通

安全隊、香港基督女少年軍、香港航空青年團及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等 14 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招募和

組織隊員參加。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9」考察活動及重點包括：  

國民教育 ─ 透過考察中國首都及東部沿海地區（北京、山東省）啟發團員對國家民族的認 知，對祖

國國疆的愛護，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了解國情和關心國家的未來發展（天安門升旗儀

式、人民大會堂、五四廣場） 

認識祖國 ─ 了解山東省的歷史、文化發展、人民生活，社會經濟狀況（北極星鐘錶文化博物館、東

炮臺） 

歷史文化 ─ 考察山東歷史古蹟及儒家文化（包括黑虎泉泉群、中華泰山封禪大典、八大關） 

科技保育 ─ 培育參加者對大自然科學、文物、環保、生態的興趣（青島高新區國際機器人中心、青

島高科技工業園） 

建立友誼 ─ 藉著民居探訪交流和研討等活動，使兩地青少年互相認識 

暫定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安排 用餐 住宿 

20/07/2019 

(六) 
香港/北京 

從香港乘高鐵往北京，抵達後到什剎海考察首都市民消閒生

活及文化 
午/晚 

酒店 

(北京) 

21/07/2019 

(日) 
北京 

上午參觀故宮（或長城） 

下午到國家博物館參觀「改革開放 40 周年展覽」 
早/午/晚 

酒店 

(北京) 

22/07/2019 

(一) 
北京/濟南 

上午參觀天安門升旗儀式及人民大會堂 

下午乘高鐵往濟南，抵達後考察大明湖景區及曲水亭街 

晚上考察黑虎泉泉群 

早/午/晚 
酒店 

(濟南) 

23/07/2019 

(二) 

濟南/曲阜/

泰安 

上午乘車往曲阜，抵達後參觀孔廟，瞭解儒家文化 

下午乘車往泰安，晚餐後參觀「中華泰山封禪大典」演出，

瞭解歷朝皇帝登山封禪的歷史 

早/午/晚 
酒店 

(泰安) 

24/07/2019 

(三) 
泰安/濰坊 

上午乘車往泰山景區，抵達後到南天門、玉皇頂、天街及唐

摩崖石刻等景點考察山東省旅遊業的發展 

下午乘車往濰坊，抵達後參觀楊家埠民俗古村，瞭解當地文

化 

早/午/晚 
酒店 

(濰坊) 

25/07/2019 

(四) 

濰坊/蓬萊/

煙臺 

上午乘車往蓬萊煙臺，抵達後參觀我國「四大名樓」之一的

蓬萊閣及八仙雕塑廣場 

下午乘車往煙臺，抵達後參觀鐘錶博物館及到煙臺山公園和

東炮臺考察清朝的海防工事 

早/午/晚 
酒店 

(煙臺) 

26/07/2019 

(五) 
煙臺/青島 

上午乘車往青島 

下午參觀青島港、國際機器人中心及工業園，考察青島市近

年的發展 

晚上參觀五四廣場及奧運帆船比賽中心 

早/午/晚 
酒店 

(青島) 

27/07/2019 

(六) 
青島 

上午考察棧橋公園、天主教堂及小魚山公園等青島地標 

下午參觀百年企業青島啤酒廠及博物館，瞭解啤酒生產的流

程及環保技術，再到八大關考察具歷史性的歐式建築 

晚上與青島青少年交流（待定） 

早/午/晚 
酒店 

(青島) 

28/07/2019 

(日) 
青島/香港 

早餐後乘高鐵往廣州（或深圳），再轉乘過境巴士返港，讓

參加者自行比較高鐵「一地兩檢」直通香港（去程）及「轉

乘」（回程）的分別 

早/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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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考察交流活動正在申請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19-20」撥款資助。 

 此行程為暫擬，實際行程或會按接待單位的安排和需要作出調整。 

 

名額： 

 22 名（介乎 12-23 歲）之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年齡以出發當日計算）。 

 2 名（21 歲或以上）領袖，包括 1 名一名為負責領袖及 1 名為活動安全主任。 

*有關境外活動的負責領袖要求及資格，請參閱「委任及資格總覽」：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Qualification%20Kit

%20Chinese%20Version%20201610.pdf 

 

費用： 

 港幣$3,500 元 （面試成功後才付款） 

*全程費用約需港幣 8,000 元，部分費用由青年發展委員會之 2019 至 20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
計劃」資助，其餘不足之數將由團長及副團長贊助補貼。 

*曾參與 2018-2019 年度之同心同根萬里行的參加者將不獲撥款資助，如欲參與是次活動，須支付
全程費用。 

 

報名方法： 

如有興趣參加之女童軍及領袖，請填妥報名表格郵寄或親身遞交至： 

香港女童軍總會 國際及內地事務處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截止報名日期： 

2019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 

 

面試日期： 

5 月下旬，確實日期將另行通知。 

 

備註： 

 活動前簡介會及授旗禮將於 2019 年 7 月上或中旬舉行，請留意最新公佈，參加者必須出

席。 

 每位參加者將會獲得大會 T-Shirt 兩件， 尺碼參考如下： 

cm XS S M L XL 

前衣長 65.5 66.5 69 71 73.5 

肩寬 39 40.5 42.5 44.5 46.5 

胸圍 92 96 100 105 110 

胸寬 46 48 50 52.5 55 

*以上表格僅作參考，實際尺寸會根據所選取的供應商而有所差異，敬請備悉。 

 

查詢 

國際及內地事務處  

電話︰2359 6827 

電郵：renee.ha@hkgga.org.hk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Qualification%20Kit%20Chinese%20Version%20201610.pdf
https://hkgga.org.hk/sites/hkggacms/files/upload/resources/file_for_download/Qualification%20Kit%20Chinese%20Version%202016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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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交流活動 2019—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 
 

目的及主題：藉著是次內地考察活動，希望使參加者體驗和學習以下主題： 

經濟發展 認識國家經濟發展，了解地處中國地理中心的河南省，如果利用地理優勢打造成

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成為全國重要的鐵路、航空、高速公路、電力、郵政電信

主樞紐和核心區域，並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省份。 

城市變遷 開封和洛陽是中國四大古都，保留許多著名歷史古蹟。而透過考察鄭州、開封和

洛陽的新舊建築物，令團員了解這些城市的歷史、文化發展和人民生活等，同時

感受時代的變遷。隨着交通及經濟的不斷發展，鄭州已經成為了商貿中心，並取

代開封成為河南省會和當選為國家中心城市。 

歷史文化 認識河南省的歷史 (考察黃河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清明上河園、龍門石窟、

少林寺等)，加深參加者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探索華夏文明的由來。 

建立友誼 藉著學校交流活動及研討等活動，使兩地青少年認識。 

國民教育 透過以上各項，啟發團員對國家民族的認知，對祖國國疆的愛護，提升國民身份

的認同，了解國情和關心國家的未來發展。 

 

暫定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安排 住宿 

25/07/2019 

（四） 
香港>鄭州 

上午：去程 乘高鐵前往鄭州 

下午：參觀黃河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 
鄭州 

26/07/2019 

（五） 
鄭州> 開封 

上午：參觀企業 

下午：前往開封，參觀清明上河園 
開封 

27/07/2019 

（六） 
開封> 洛陽 

上午：前往洛陽，參觀龍門石窟 

下午：拜訪大學，與當地大學學生交流並認識內地教育政

策及學習環境 

洛陽 

28/07/2019 

（日） 
洛陽> 登封 

上午：前往登封，到訪少林武院學習少林基本功 

下午：參觀少林寺及欣賞武術表演 

洛陽／ 

登封 

29/07/2019 

（一） 
洛陽> 鄭州 

上午：拜訪中學，舉辦文藝交流會，透過遊戲、手工藝及

互動活動與當地學生交流 

下午：前往鄭州，考察鄭國車馬坑景區 

鄭州 

30/07/2019 

（二） 
鄭州> 香港 

上午： 參觀企業後， 前往高鐵站乘高鐵返回香港 
- 

 以上交流活動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19-20」撥款資助。 

 此行程為暫擬，實際行程或會按接待單位的安排和需要作出調整。 

 

參加者必須： 

 能以普通話與人溝通 

 獲有關總監／領袖提名 

 參與活動前簡介會、籌備交流活動、協助領袖完成指派工作並出席檢討會及製作活動報告 

 籌備與當地青少年舉行交流活動的分享節目，包括女童軍技能、歌曲、手工藝、互動遊戲、

製作紀念品等 

 填寫活動評核問卷 

 於回程分享會及「國際活動分享日」分享活動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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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必須︰ 

 能以普通話與人溝通 

 參與活動前簡介會、籌備交流活動、協助負責總監／領袖完成指派工作並出席檢討會及製

作活動報告 

 照顧隊員，關心隊員的需要，收集隊員的建議，並確保所有活動（如參觀活動、車廂內活

動、交通、膳食、住宿安排）進行順利 

 分配隊員工作，落實作息時間表 

 籌備與當地青少年舉行交流活動的分享節目，包括女童軍技能、歌曲、手工藝、互動遊

戲、製作紀念品等 

 提高警覺，注意各小隊隊員的安全 

 填寫活動評核問卷 

 協助活動前簡介會、回程分享會及「國際活動分享日」 

 

名額： 

 已宣誓之小女童軍、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共 75 名 

*年齡介乎 12-23 歲 (以出發前往內地當日計算) 

*名額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 

 領袖：共 15 名 

*領袖將會於截止報名日期後進行甄選 

 

費用： 

 港幣$2,200 元 

*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鄭州往返交通、旅遊保險、住宿、當地旅遊巴交通、膳食、交流及活動費用
等。 
*參加者必須未曾參與過由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撥款資助之
2018-19 年度及 2019-20 年度任何內地交流計劃，否則參加者需付全額費用，即港幣$5,650。 
 

報名方法： 

如有興趣參加之女童軍及領袖，請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身份證副本、回鄉證副本、學生證副本

及劃線支票 (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 郵寄或親身提交「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國

際及內地事務處」收，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隊號及活動名稱。 

 

截止報名日期： 

201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 

 

備註： 

 活動前簡介會預計於 6 月下旬或 7 月上旬舉行，參加者必須出席。 

 回程分享會預計於 8 月底或 9 月初舉行，參加者必須出席。 

 大會將為所有參加者購買基本旅行保險，如有需要，請自行因應個人需要購買保險。（有關

基本旅行保險資料稍後將上載至總會網頁） 

 

查詢： 

國際及內地事務處  

電話︰2359 6827 

電郵：renee.ha@hkgga.org.hk 

mailto:renee.ha@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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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法： 

遞交申請表方法 遞交申請表地址 付款方式 

A. 親身遞交 香港女童軍總會總部大廈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支票* / 信用卡# / 現金 

B. 郵遞 支票* / 信用卡# 

C. 傳真 傳真號碼：2617 1478 信用卡# 

D. 網上 透過網上系統申請課程及支付費用 信用卡 

* 支票付款： i) 每張支票只可用作報讀一個課程，否則會影響閣下的申請程序 

ii) 抬頭請寫 “香港女童軍總會”，並在支票背後寫上申請者姓名、隊號、聯絡

電話號碼及課程/活動編號 

# 信用卡付款：只適用於報讀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活動（網上報名除外） 

2. 有興趣參加課程 / 活動的人士必須符合申請資格，並儘早遞交申請表。 

各活動開始接受報名日期安排如下： 

活動類別 開始接受報名日期 

快樂小蜜蜂活動 及 米埔生物多樣性調查計劃 由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小女童軍組興趣章研習課程、興趣課程(小女童軍)、小

女童軍度假營及女童軍營地親子活動 

08/05/2019（三） 

上午 9:30 開始 

女童軍組及深資女童軍組興趣章研習課程、興趣課程

(女童軍)、女童軍度假營 

09/05/2019（四） 

上午 9:30 開始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9 - 走訪齊魯大地﹒探索孔孟之鄉 由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 
請留意「暑期活動 2019」 

網頁公佈 

網上報名系統亦會於以上日期同一時間開始接受申請，截止報名日期請參閱各項課程所註

明的截止日期。 

3. 每項課程 / 活動必須獨立填寫申請表，申請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取錄或按照活動指定

方式篩選參加者。 

4. 如參加者選擇於「網上報名系統」報讀合乎特定參加者條件之活動，需有待本會確認其參

加資格；當合乎資格參加者被確認後，系統會自動發出電郵予參加者（請參加者留意電郵），

並要求參加者於系統確認後 48 小時內完成付款程序，否則系統將會自動取消有關報名。 

5. 如有些課程 / 活動是允許後補，當後補被批准後，系統會自動發出電郵予參加者(請參加者

留意電郵)，並要求參加者於系統確認後 48 小時內完成付款程序，否則系統將會自動取消

有關報名。 

6. 申請者必須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hkgga.org.hk 讀取最新的活動資訊、取錄名單及課程 / 

活動備忘資料，所有課程 / 活動將不會另發 “接納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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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一經接納，除額滿或因天氣惡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8. 課程 / 活動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會將於課程 / 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通知參加

者，並安排轉為參加其他課程 / 活動或退款。 

9. 興趣章研習課程申請人必須為已經宣誓的會員。參加者必須出席全部課堂，所有缺席、遲

到或早退者，將不會獲安排參加評核。 

10. 參加者必須留意已獲取錄課程 / 活動的日期及時間，並根據網上的備忘資料指示依時出

席。 

11. 興趣章研習課程除因本會更改課程舉行日期，所有參加者將不會獲補堂安排。 

12. 若遇特殊情況需轉換課程 / 活動 或評核日，必須於課程 / 活動舉行前最少 14 個工作天

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請，並闡明原因，以辦理有關手續，否則恕不受理。至於在課程 / 

活動舉行期間提出之轉換申請，概不接受。轉換申請一經批准，本會需按每項申請徵收 

$50 手續費。（本會保留批准轉換與否之權利） 

13. 課程 / 活動如因天氣惡劣影響或其他原因改期，本會將以電郵方式通知參加者。 

14. 上課 / 活動備忘最遲於活動前一星期上載至暑期活動網頁。所有參加者必須按照課程 / 活

動備忘指示穿著適當的制服 / 服裝出席。參加興趣章研習課程之女童軍，如不按指示穿

著指定之制服或戶外制服出席，本會保留取消其參加資格之權利。 

15. 所有活動資料及報名須知以網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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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影響的處理方法：以當天課程開始前兩小時由香港天文台發出之天氣報告為準 

類別 
戶內活動 

（見註一） 

戶外活動 

(不包括海上活動) 

度假營/露營 

（見註二） 

海上活動 

（見註三） 

寒冷天氣/酷熱天氣/ 

山泥傾瀉/霜凍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領袖應密切留意活動地點安全及參加者狀態， 

如有需要，應安排參加者於戶內暫避或離開 

雷暴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強烈季候風信號 照常 

延期/取消 

颱風信號 

一號風球 照常 

三號風球 照常 延期/取消 

活動延期或取消， 

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

者留在安全地方， 

直至警告解除 

八號風球或以上 延期/取消 

暴雨警告信號 

黃色 照常 

活動延期或取消；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 

負責領袖應安排 

參加者於戶內暫避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

負責領袖應安排 

參加者於戶內暫避 

紅色 
活動延期或取消；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

方， 

直至警告解除 
黑色 

空氣質素健康

指數 

高 (7) 照常 應盡量減少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活動負責領袖應勸喻對

空氣污染敏感（即患有心臟病及呼吸系統毛病）的參加者

不要參加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  
甚高 

 (8-10) 
照常 

嚴重 (10+) 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應予以中止、取消或延期 

註一：「戶內活動」指在戶內地方進行的活動和訓練，包括於恆常集會地方以外舉行的戶內活動。活動

負責領袖必須遵照有關活動場地的使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 

 

註二：正值度假營及露營舉行期間，懸掛三號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營負責領袖須考

慮所有安全因素，包括道路安全等，然後透過分區總監及區總監聯同香港副總監商討決定是否解散女

童軍。 

 

註三：海上活動須遵照有關活動場地的使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或場地教練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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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及 最新消息 歡迎瀏覽香港女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hkgga.org.hk 

查詢 致電 2332 5523 與課程登記處聯絡或電郵至 syp@hkgga.org.hk 

傳真號碼 2617 1478 

辦公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9:3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註：08/05/2019 及 09/05/2019 辦公時間為 9:30am – 5:30pm） 

 

http://www.hkgga.org.hk/
mailto:syp@hkgg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