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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區總監 

致   : 各領袖及成員 

知會 : 新界地域總部、各區職員 

 特別通告 第09/2021 
2021年 4月 8日 

香港童軍總會就本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於 2021 年 4 月 8 日在總會網頁發出

下列實體活動與訓練的安排： 

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童軍活動安排（十九） 

1. 成年成員：由 2021 年 4 月 10 日起，相關單位可自行按個別需要及情況恢復實體

的活動及訓練。 
2.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由 2021 年 4 月 10 日起，相關單位可自行按個別需要及情

況恢復實體的集會、活動及訓練。 
3. 小童軍、幼童軍及童軍：實體的集會、活動及訓練繼續暫停。 
4. 相關單位在進行以上實體的童軍活動時必須做足防疫措施，同時必須注意以下事

項： 
A. 策劃活動時，應考慮當時的疫情情況、傳播風險、防疫措施、場地配套、人

數比例等。 
B. 必須遵從政府的規定包括《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俗稱

「限聚令」）內在公眾地方進行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社交距離、膳食安排

限制等及活動場地的相關要求。 
C. 盡量安排童軍活動於半天內完成；如必須進行一整天的活動，活動負責人須

作出妥善安排，避免進行集體用餐。 
D. 要求成員於集會或參與活動前填妥「健康申報」表格（附件），並於每次出

門前自行量度體溫。如有發燒及有呼吸道感染病徵，不應出席活動，及盡早

求醫。如於作出申報後健康狀況有所改變，請儘快通知負責領袖。 
E. 活動負責人必須安排為成員在進入活動場地前量度體溫，發燒者不可參加活

動。 
F. 成員須妥善執行防疫措施，如必須佩戴口罩及保持手部清潔等。 
G. 備有適量的後備口罩及手部衞生設施（例如梘液及酒精搓手液），以供個別

成員有需要時使用。 
香港童軍總會會因應疫情發展而適時調整上述童軍活動的安排，並將考慮於 5 月份分

階段恢復小童軍、幼童軍及童軍的實體童軍活動，請密切留意總會網頁的公布。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疫情資訊及相關措施，可瀏覽政府「同心抗疫」專題網頁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區總監 

司徒宗文 

https://www.scout.org.hk/uploads/editor/Appendix_HealthDeclaration_202103.pdf�


 (03.2021) 
香港童軍總會 — 健康申報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Health Declaration 
 
1. 出席訓練班／活動前，你須填妥「健康申報」表格並交回班領導人／活動負責人。 
2. 如於作出申報後健康狀況有所改變，請儘快通知班領導人／活動負責人以作跟進。 
3. 如你出現發燒及任何呼吸道感染病徵（例如：咳嗽或咽喉痛等），請立即求醫，及

不要參加訓練班／活動直至完全康復或按照醫生的建議。 
 
1.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to course leader / activity in-

charge before starting of the training course / activity. 
2. If there is any change of your health condition after making the declaration, you are 

required to notify the respective course leader / activity in-charge immediately for 
follow up action. 

3. If you have fever or any respiratory symptoms (e.g. coughing, sore throat, etc.), consult 
a doctor promptly and refrain from attending the training course / activity until fully 
recovery or as per the doctor’s recommendation. 

* 必填 
 

參與之訓練／活動名稱 Training Course / Event Name: *        

                   

姓名 Name: *                

童軍職位 Scout Post: *               

單位 Unit: *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1. 你是否有以下的病徵? Do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 

否 No  是 Yes 
發燒 Fever      □   □ 

乏力 Malaise      □   □ 

咳嗽 Cough      □   □ 

呼吸困難 Shortness of breath  □   □ 
 



2. 你是否曾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或曾被衞生署要求強制檢疫？Have you 
confirmed infection for COVID-19 or been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impo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按較近期之情況填寫  Based on the latest situation to 
answer) * 
□ 否 No 
□ 是 Yes（如是，你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最近一次接受強制檢疫的日期 

If yes, what is the date of your confirmed infection / the last compulsory 
quarantine received:            ） 

 
3. 你是否在過去 21 天內曾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者有密切接觸（例如：同住，或

一起用膳，或在未有佩戴口罩的情況下接觸）？Have you been in close contact (e.g. 
living together, or having meals, face-to-face contact without mask) with a person 
confirmed to have COVID-19 in the past 21 days? * 
□ 否 No 
□ 是 Yes 
如是，最近與該確診者接觸的日期 If yes, what is the date of the last contact with 
that person                

   
4. 你在過去 21 天內是否曾離開香港? Have you left Hong Kong in the past 21 days? * 

□ 否 No 
□ 是 Yes 
如是，請列明曾到訪的國家及城市 If yes, please specify countries and cities visited
                   
離港及返港日期 Date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聲 明 Declaration * 
□ 本人確認以上所有由本人提供的資料乃正確無誤，並承擔因提供虛假資料而產生

的任何後果和責任。I declare that all the abov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 and valid, 
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any false information provided. 
 
 
簽 署 Signature:        日 期 Date:       

 
備 註 Remarks: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有關潛在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之健康狀況匯報及跟進行動

之用途。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will only be us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health 
reporting and follow up actions of possible infection of 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