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 
主唱: 周柏豪/馮曦妤/周子揚/方珈悠 

 

 （周柏豪） 戴著旅巾並穿起了制服建立無形自信 

 （馮曦妤） 兌現神聖諾言 每日行善 信念沒有動搖 

 

 （周子揚） 我願獻出熱切愛與關注 一生堅守不變 

 （方珈悠） 貢獻是我使命 熱血熱誠 笑臉帶著自豪 

 

 （合） ＊ 童一天下 不必區分你我他 

  連結每份愛心 服務人群 

  共你去為理想出發 

  童一天下 不分膚色與國家 

  傳遍世上各方 愛護和平 

  樂意接受各種挑戰 全無懼怕 

 

（周柏豪+周子揚） 戴著旅巾並穿起了制服 建立無形自信 

（馮曦妤+方珈悠） 兌現神聖諾言 每日行善 信念沒有動搖 

 

（周柏豪+周子揚） 我願獻出熱切愛與關注 一生堅守不變 

（馮曦妤+方珈悠） 貢獻是我使命 熱血熱誠 笑臉帶著自豪 

 

 

（重唱 ＊ X 2） 



2. 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 
主唱: 周柏豪 

 

立下誓約的當天 實現夢想新開端 

前行懷著這信念 將更勝目前 

 

服務大眾去貢獻 傳承童軍的經典 

將這使命永流傳 千載都不變 

 

營地裡共唱詠 真摰互勉 

齊集訓學紀律 磨練我決心 

 

＊燃亮我心 明亮發光 

照耀每一方 彷似綻放燦爛星光 

培育我心 圓滿這生 

讓潛能盡放 心胸開朗 像百花正盛放 

 

（重唱 ＊ ） 



3. 開心小狼隊開心小狼隊開心小狼隊開心小狼隊 
主唱: 馮曦妤 

 

戶外探險中接受各考驗 

快樂去體驗 看似小狼旋轉 

學習每天都有精彩發現 

幼小中訓練 潛力能盡見 

 

野地結伴觀星仰臥 

夜裡看著營火 

每程旅途上愉快一起唱歌 

新知識增進見聞樂趣多 

 

跟你 營地裡探索通處歷奇 

跟你 考章當遊戲 

跟你 從沒有放棄 俾心機 

跟你 開心也神氣 

 

（全部重唱一次） 

 

 

“香港童軍於 1967 年跟隨英國母會之「未來動態報告書」轉行新制，

並於 1969 年全面性採納新制，「小狼支部」（Wolf Cub section）易

名為「幼童軍支部」（Cub Scout section ） 。” 

 



4. 日行一善日行一善日行一善日行一善 
主唱: 周子揚／方珈悠 

 

（合）＊ 日行一善 懷著這信念奉獻溫暖 

 日行一善 承諾堅守不變 

 

（周） 竭盡我能 勇於擔當 回饋社會 是我使命 

（方） 紀律旅團 成就夢想 抱負大志 心中銘記 

 

（周）＃ 前行無懼困難 

（方） 奮力面對挑戰 

（合） 昂然朝著目標 

（合） 光輝璀璨耀眼 

 

（重唱 ＊ ＃） 

 

（合） 日行一善 傳達這信念奉獻溫暖 

 日行一善 承諾堅守不變 

 

 

誓詞（讀白）： 

「我願以信譽為誓，竭盡所能；  

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  

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 

 

 

（合） 日行一善 延續這信念奉獻溫暖 

 日行一善 承諾堅守不變 沿路與你並肩 



5. 童軍精神童軍精神童軍精神童軍精神 
主唱: 周子揚 

 

＊ 要放棄小我 為成全大我 敢於擔當 艱苦未怕多 

 見證著誓言 堅守這信念 迎挑戰 來共你並肩 

 

＃ 盡責與上進 我做得到  

 團結與合作 我做得到 

 學習自律 高峰攀得更高 

 遊戲鍛鍊體魄 拋開分數 未計較回報 

 發揮正義 用毅力鬥志 高聲去宣告 

 

 （重唱 ＊＃） 

 

 盡責與上進 我做得到 團結與合作 我做得到 

 實現願望 高峰攀得更高 

 培養個人品格 拋開分數 未計較回報 

 發揮正義 用毅力鬥志 高聲去宣告 

 

 樂意繼續跟你彼此鼓舞 未計較回報 

 發揮正義 用毅力鬥志 高聲去宣告 



 

6. 步操步操步操步操 123 
主唱: 方珈悠 

 

 

＊ 手「Fing Fing Fing」 腳「Fing Fing」 

 叉起腰 扭吓扭吓 熱吓身 

 一步兩步 再大踏步 

 開心一起步操 

 每樣步驟 積極練習 

 一二一二 起勁起勁 

 操練是不斷學習 

 當中可以明道理 

 

＃ 學習以手和腳去配合 

 步步要整齊 努力努力 

 莫害怕艱難 靠個個合作 

 操出歡笑與和平 

 

（重唱 ＊ ＃ ＊） 



 

7. 步操與敬禮步操與敬禮步操與敬禮步操與敬禮 
主唱: 張智成 

 

 

 鞋要擦靚 腳拍好 腰肢挺 

 搖臂踢腳 節奏快 考反應 

 從 Left Right Left Right Left 學會守紀 專心做事情 

 互助互勵 凡事會成 

 

＊ 來細聽 配帶旅巾 須端正 

 頭向正 斜斜戴帽 並企定 

 提臂去靠向前額 三指不分開先恭敬 

 不可馬虎 要心裡尊敬 

 

＃ 從步操中記住守規矩 從 Salute 中去學彼此尊敬 

 來吧 一起鍛鍊好身心 毋懼挑戰應付每件事情 

 

（重唱 ＊ ＃ ＃） 



8. 無私奉獻無私奉獻無私奉獻無私奉獻 
原曲: 友共情[古巨基] 

唱: 男聲   

  

 用我心開啟美夢兒 

 來傳達最真摰信念 

 熱情溢滿心田 傳頌快樂調 

 願朋友 就算黑暗路遙遠 

 共挽手去互勉 即使沿路擱淺 

 

＊ 齊心可見 合作可以 

 同步向光輝的每天 

 以熱誠溫暖 呈奉上關心多半點 

 友愛這裡可見 隨人和事分擔苦與酸 

 最在乎人人需要 生命更在意仍是無私奉獻 

 

 （重唱 ＊ ）  



9. Do Our Best 
原曲︰我的驕傲[容祖兒] 

唱: 女聲 

 

“Cubs！Do Your Best！” 

“We Will Do Our Best！” 

齊立正 高聲說 堅決當童軍 

扣上章 並戴帽 長襪兼身上旅巾 

人共制服同配襯 承諾裏未怕犧牲 

 

Do Our Best！ 每一天 Do Our Best！ 

不驚挫折無邊 敢於戰勝挑戰 

常行善永沒變 手牽手說萬遍 

一起創建明天 將愛全數奉獻 

 

每次領徽章心裡也自豪 

時時盡責任我做到 

賴信念似天高 

 

Do Our Best！ 每一天 Do Our Best！ 

登山哪怕危險 敢於戰勝挑戰 

常行善永沒變 手牽手說萬遍 

一起創建明天 將愛全數奉獻 

 

以愛心點燃 此志永不變



 

10. 大同大同大同大同 
原曲：明日恩典[容祖兒] 

唱: 女聲 

 

誰 誰人何種族性別跟國籍 

同處地球上 同樣珍貴 有幸結識 

 

沒有分高矮 年紀老或細  

如何成長中洗禮 怎經歷 最後成為一體 

 

或有彼此的小分差 是背景文化 

突破隔膜籬笆 實無他 語言限制未怕 

 

 貧富不分 都也是人 誰也天生平等 

無論膚色 是黑白人 太陽同樣有份 

多麼遠 都變得很近 

 

貧富不分（廣東話） Let’s come everyone（英語） 

願有一天成真（普通話） 

無論世界 是升是沉 有朋伴更開心 

多麼遠 都變得很近 



 

11. 自強自愛自強自愛自強自愛自強自愛 
原曲<<Shall we talk>>[陳奕迅] 

唱: 男聲 

 

 

迷霧中 全是高山險惡 

攜同伴找到燈塔 星星放光 

熱情像火 燃亮自愛自強 

齊來共挽手找到真正的方向 

 

做童軍快樂積極 做童軍不怕難事 

同齊心不懈堅決奮力 披荊斬棘 

面前萬尺險峰 難關如重巒疊嶂 

Let us climb to the top 

讓我們手牽手攀過 讓我闖 

 

來勇闖 來勇闖天與地 我們團結高歌 

同切磋 同以真心真意 守護法紀 

童軍此際同在 同意要奉獻愛心 

誠懇堅忍激發潛力 誰怕道路困阻 

 

來勇闖 來勇闖多遠路 我們無悔擔當 

齊勇敢 齊以膽識挑戰黑暗裡全力生火 

童軍此際同在 同意要奉獻愛心 

大家希冀明日 全世界共參與 

如今齊集你和我 讓愛的心聲散播 

 

長路遠 縱使彎曲千轉 

前面是崎嶇山林 斗壁斜坡 

若誰伴我 前路就算難平 

同伴共挽手都有心裡的呼應 



 

12. 盡責盡責盡責盡責 
原曲：強 [郭富城]   

唱: 男聲 

 啦~  

  

 可經生老病痛  可享炎夏冷冬 

 生於這世上有經歷千種 

 你有各樣權利  因此都要盡責 

 齊建立這大同 

 

 珍惜鮮花與草 節約容易做到  

 即使出錯願勇敢去修補 

 識得關心友好  懂得尊敬父母 

 你我也要知道 

 

＊ 時時盡責  成長中實習 

 學會乖  學守法 

 必須要有規有矩才合格 

 人人盡責  亦要終身學習 

 愛國家  愛香港  也愛自己 

 向世界美好出發 

 

 （重唱 ＊） 



 

13. In My Dreams I’m Going Back To Gilwell 
唱: 女聲 

 

 

When in the glow of a fire burning low  

There are moments I recall  

Back to my mind come the days far behind  

And the times that hold me over all  

Then the years fade away and again I can stray  

To paths of a brighter hue  

Where boy’s voices ring, where Youth is King  

And the skies again are blue 

 

＊ In my dreams I’m going back to Gilwell  

To the joys and the happiness I’ve found  

On those grand weekends with my dear old friends 

And see the training ground.  

Oh the grass is greener back in Gilwell  

And I breathe again the Scouting air  

While in memories, I see B.P.  

Who never will be far from there 

While in memories, I see B.P.  

Who never will be far from there 

 

（Repeat ＊ ）



14. .I’ve Got The BP Spirit 
唱: 男女聲 

 

 

（男）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女） I’ve got the BP Spirit, Deep in my heart, 

 Deep in my heart, Deep in my heart. 

 I’ve got the BP Spirit, Deep in my heart, 

 Deep in my heart to stay. 

 

（合） I’ve got the BP Spirit, All round my feet, 

 All round my feet, All round my feet. 

 I’ve got the BP Spirit, All round my feet, 

 All round my feet to stay. 

 

（合）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Deep in my heart, All round my feet. 

 I’ve got the BP Spirit, All over me, All over me to stay. 



15. 營火熊熊營火熊熊營火熊熊營火熊熊／／／／Campfire’s Burning 
唱: 男女聲 

 

 

（男）＊ 營火熊熊 營火熊熊 暮色深 暮色深 

 高歌一曲 高歌一曲 今晚盡情歡唱 

 

（重唱＊） 

 

（女）＊ Campfire’s Burning, Campfire’s Burning 

 Draw nearer, Draw nearer 

 In the Gloaming, In the Gloaming 

 Let’s sing and be merry 

 

（重唱＊） 

 

（合） In the Gloaming, In the Gloaming 

 Let’s sing and be merry 



16. Scout Hymn 
唱: 女聲 

 

Now as I start upon my chosen way, 

In all I do, my thoughts, my work, my play, 

Grant as I promise, courage new for me, 

To be the best, the best that I can be. 

 

Help me to keep my honor shinning bright 

May I be loyal in the hardest fight 

Let me be able for my task and then 

To earn a place among my fellow men 

 

Open my eyes to see things as I should 

Then I may do my daily turn of good 

Let me be ready, waiting for each need 

To keep me clean in thought and word and deed 

 

So as I journey on my chosen way, 

In all I do, my thoughts, my work, my play, 

Grant as I promise courage new for me, 

To be the best, the best that I can be. 



17. By The Blazing Council Fire’s Light 
唱: 女聲 

 

By the blazing council fire’s light 

 

We have met in fellowship tonight 

 

Round about the whispering trees 

 

Guard our golden memories 

 

 

 

And so before we close our eyes in sleep 

 

Let us pledge each other that we’ll keep 

 

Scouting friendships strong and deep 

 

Till we meet again 

 

 

（Repeat All） 



18. 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  
（原曲：打開蚊帳） 

 

 

做哂功課 又再玩過 

 

共唱歌 樂趣多 

 

遠足划艇露營 

 

笑聲不會暫停 

 

玩遊戲 玩遊戲 

 

 

 

大眾歡笑 沒有爭鬥 

 

伴你走 沒困憂 

 

今天可以聚頭 

 

海中一起暢游 

 

好朋友 好朋友 



 

19. O Wonnie Wonnie 
唱: 女聲 

 

 

O Wonnie Wonnie Wa-Ki Wa Wa 

 

Wonnie Wonnie Wa-Ki Wa Wa 

 

Aye Ya Ya Yip-py Aye Ya Ya 

 

Aye Ya Ya Yip-py Aye Ya Ya 

 

Aye Ya! Aye Ya! Aye Ya! Aye Ya! 

 

（Repeat All） 



20. Red River Valley 
唱: 男女聲 

 

 

（男）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We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For they say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That brightened our pathway for a while 

 

（女）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Do not hasten to bid me adieu 

 But remember the Red River Valley 

 And the hearts that have loved you so true 

 

（合） Please come back to the Red River Valley 

 Please come back to a heart that is true 

 I’ll be here in the Red River Valley 

 I’ll be waiting, my darl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my darling, for you 



21. Hong Kong Scout Song 
 

唱: 男女聲 

 

（女） Here’s to all the happy hours 

 Cheers to the Hong Kong Scouting 

（男） Here’s to all the comrades of ours 

 Gathered here beside the sea 

（女） Down along the sandy beach 

 Upon the rugged mountains 

（男） Round the campfire in the evening 

 Here’s to the Hong Kong Scouts 

（合） To the sea, to the hills 

 To the light of fire at eventide 

 To the Chief, to Gilwell 

 To the scouts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We shall sing, with a will 

 As the sparks leap up to the starry sky 

 Tell our hearts, with a thrill 

 That the spirit of Scouting shall never die 

（合） Here’s to all the happy hours 

 Cheers to the Hong Kong Scouting 

 Here’s to all the comrades of ours 

 Gathered here beside the sea 

 Down along the sandy beach 

 Upon the rugged mountains 

 Round the campfire in the evening 

 Here’s to the Hong Kong Scouts 



 

22. 童心童聲童心童聲童心童聲童心童聲 

（（（（”Hong Kong Scout Song”粵語版粵語版粵語版粵語版）））） 

 
（女） 每張笑臉和笑聲 充滿每一趟旅程 

（男） 一聲四方呼應約定 同聚這刻樂意聲 

（女） 海邊闊步曾並肩 山再鈄不怕踏前 

（男） 野外探險喝采聲流傳 對著營火響遍 

 

（合） 跨千山 闖急彎 荒郊披星戴月未懼夜行 

 不止息 於心間 有勇氣衝開界限未言難 

 高聲哼 新的歌 將點起星光璀璨般花火 

 這心聲 很清楚 要見證不死信念哪只得我 

 

（合） 每張笑臉和笑聲 充滿每一趟旅程 

 一聲四方呼應約定 同聚這刻樂意聽 

 看澆灌全憑兩手 憶過去開拓以後 

 繼續發展為社會奮鬥 

 

Here's to the Hong Kong Scouts 



23. 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  

（（（（“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普版普版普版普版）））） 
唱:男女聲 

 

 

（男）＊ 穿起制服和圍上了旅巾 

 表現我的自信 

（女） 實現神聖諾言  日行一善 

 不會動搖方向 

 

（男）＃ 我願熱烈獻出愛和關懷 

 誓言絕不更改 

（女） 我要看見臉上每個笑容 

 快樂迎接未來 

 

 （合）^ 童一天下 不必區別你我他 

 連結每個愛心 服務人群 

 為理想  來一同出發 

 童一天下  世界本是一個家 

 讓每角落開滿和平之花 

 勇敢接受各種挑戰 全不懼怕 

 

（重唱 ＊ ＃ ^  ^） 



 

24. All Together 

（（（（“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童一天下”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唱: 男女聲 

 

（男）＊ In our uniforms we're shining bright 

 With the pride in our hearts 

（女） Everyday, as always, we hold true to 

 Our promises and virtues 

（男）＃ We will move on with love and devotion,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女） We keep our vows with strength and passion 

 Burning in our hearts. 

 

（合）^ All together 

 Standing side by side 

 Because everyone deserves a helping hand 

 Let's work hard, 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All together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Let's spread the words of love and peace 

 Fac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Together with me 

 

（Repeat Once ＊ ＃ ^  ^） 



 

25. 大串燒大串燒大串燒大串燒 （（（（Medley）））） 
唱: 男女聲 

 

Part 1 ~ This Is My Little Scouting Light （男 / 女） 

 

This is my little Scouting Light, I’m Going to let it shine 

This is my little Scouting Light, I’m Going to let it shine 

This is my little Scouting Light, I’m Going to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all the time. 

 

 

Part 2 ~ Land Of The Silver Birch （女） 

 

Land of the silver birch, home of the beaver, 

Where still the mighty moose, wanders at will, 

Blue lake and rocky shore, I will return once more, 

Boom did - di - yey - di,  Boom did - di - yey - di, 

Boom did - di - yey - di,  Boom! 

 

 

Part 3 ~ The Happy Wanderer  （男） 

 

I love to go a wandering, along the mountain track, 

And as I Go I love to sing, my knapsack on my back... 

 

 

Part 4 ~ Do Re Mi  （女）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ew,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Part 5～童軍樂 （男） 

 

朋友們快來參加童軍 做個良好公民 日行一善 為己為人 

童軍們堅守信譽 顯出大無畏的精神 共同努力 造福人群 

郊外高山青 海中樂融融 田園大地 到處好露營 

朋友們快來參加童軍 做個良好公民 日行一善 為己為人 

 

 

 

Part 6～當我們同在一起 （男 / 女） 

 

當我們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其快樂無比 

你對著我笑嘻嘻 我對著你笑哈哈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其快樂無比 

 

 

 

Part 7～你快樂 （男 / 女） 

 

當你知道你好快樂拍拍手 當你知道你好快樂拍拍手 

當你知道你好快樂 你個貓樣就會表露 

當你知道你好快樂拍拍手 

 

 

 

Part 8～我們唱得好 （男 / 女） 

 

我們唱得好 我們唱得妙 我們唱得呱呱叫 

你們聽聽吧 你們聽聽吧 我們唱得多麼好 

大家唱 大家唱 大家唱個歡樂歌  

大家一齊唱 大家一齊唱 大家唱個團結歌 

 

 



 

 

Part 9～Epo-e-tai-tai  （男 / 女） 

 

O ep-oh e tai tai ey ah, O ep-oh e tai tai ey ah,  

O ep-oh e tai tai ep-oh e tuki tuki ep-oh e tuki tuki ey ah 

 

 

 

Part 10～Lula Ley  （女） 

 

Lu-la-la Lu-la-la Lu-la Lu-la Ley 

Lu-la Lu-la Lu-la Lu-la Lu-la Ley 

Lu-la-la Lu-la-la Lu-la Lu-la Ley 

Lu-la Lu-la Lu-la Ley 

 

 

 

Part 11～Ging Gang Gooli  （男 / 女） 

 

Ging Gang Gooli Gooli Gooli Gooli Watcha 

Ging Gang Goo, Ging Gang Goo  

Ging Gang Gooli Gooli Gooli Gooli Watcha 

Ging Gang Goo, Ging Gang Goo 

Hayla – Hayla – Shayla – Hayla – Shayla – Hayla Hoo 

Hayla – Hayla – Shayla – Hayla – Shayla – Hayla Hoo 

Shally – Wally, Shally – Wally, Shally – Wally, Shally – Wally, 

Oompah, Oompah, Oompah, 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