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童軍／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發展」政策  

及第二階段推行措施  

 

 

本通告取代 2018 年 11 月 15 日所發出之政策通告第 30/2018 號之「『海童軍／空

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發展』政策」。 

 

本通告說明推行海童軍／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的發展方向和安排。 

 

本會落實推行持續發展海童軍／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透過相輔相成、 

專項和普及並存的原則，以確立童軍、海童軍、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的綜合 

協作發展路向及策略，提升童軍運動的整體形象。 

 

本會除以普及的原則繼續推行海上活動和航空活動之同時，將採用循序漸進的方 

法，優化海童軍團、空童軍團基本要求及有關支部訓練綱要的具體計劃，並按其獨有 

的專項訓練和活動模式，按時更新內容及準則。 

 

本會亦會設立相應的配套方案，包括統籌在人力資源、領袖師資、設施設備和財 

政資源的支援工作及執行有關發展計劃。 

 

本會由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推出第二階段海童軍／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

發展共 5 項措施，有關措施將分階段生效，詳情臚列如下： 

 

1. 恢復成立海童軍／空童軍旅 1 

 

2. 修訂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下

稱海童軍單位）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行空童軍團（下

稱空童軍單位）之附加規定 

2.1 各海童軍單位： 

2.1.1 領袖須持有海童軍領袖工作坊證書。 

2.1.2 海童軍旅長及超過半數之領袖須持有游泳測試證明書。 

2.1.3 每團最少一位團長或副團長須符合指定條件。 

 

 2.2 各空童軍單位： 

2.2.1 須在三年內超過半數領袖持有相關航空教練員訓練班證書。 

2.2.2 領袖須在三年內獲得空童軍領袖實務工作坊證書。 

2.2.3 每團最少一位團長或副團長須符合指定條件。 

 

3. 修改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之委任書內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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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訂總監、領袖及委員穿着海童軍／空童軍領袖制服之安排 

 

5. 引入海童軍見習領袖訓練班 

將以先導計劃性質舉行，加強現役領袖對海童軍運動的認識，並培養未來領

袖以應付海童軍發展之需要。 

 

有關上述各項之詳情，請參閱夾附之相關附件： 

附件 1： 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之

附加規定 

附件 2： 開辦及繼續註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行空童軍團之

附加規定 

附件 3： 增設或轉移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過渡安排 

附件 4： 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委任 

附件 5： 總監、領袖及委員穿着海童軍／空童軍領袖制服安排 

 

本會青少年活動署將聯同各署、地域、區及有關單位，以及海童軍／空童軍旅團 

繼續推動上述相關工作，以令是項政策得以全面落實及執行。 

 

 

註 1：由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 

註 2：預計於 2022/2023 年度內，經系統配合安排後實施 

 

香  港  總  監  

（吳家亮           代行）  



  附件 1  

（01.08.2022） 

 

 

香港童軍總會  

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

軍團之附加規定  

 

A. 引言  

1.  為確保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下稱為海童軍

單位）的訓練水平和安全標準，總會訂下規範海童軍領袖及海童軍訓練的附

加規定。  

 

B. 開辦政策  

2.  按本會「政策、組織及規條」規條 2.2.8 之規定，海童軍旅需根據總會行政

署之旅號編制成立。海童軍旅下只可有小童軍團、幼童軍團、海童軍團、深

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由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 

3. 海童軍旅須最少設有一個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或樂行海童軍團，不可只

設有小童軍團或幼童軍團。 

4.  本會之現行政策不准任何童軍旅設立小海童軍團及幼海童軍團。 

  

C. 附加規定  

5.  所有海童軍單位，除須分別遵照「政策、組織及規條」規條 2.3.5、2.3.6 及

2.3.7 的基本規定外，同時須符合下列附加規定：  

(1) 所有領袖必須於獲得委任後一年內取得海童軍領袖工作坊證書；及 

(2) 海童軍旅長及所屬海童軍單位必須有超過半數之領袖持有游泳測試證

 明書；及 

(3) 所有海童軍單位須最少有一位團長或副團長符合下列其中一項條件： 

(a) 持有有效註冊之初級童軍標準艇教練員或以上資格；或 

(b) 持有三級童軍標準艇證書；及 

(c) 持有一項有效之救生或救護資格。例如：香港拯溺總會拯溺銅章或

以上資歷；香港童軍總會、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香港紅十字會或

香港醫療輔助隊之急救證書（30 小時勞工處認可課程）或較高資

歷；或本身是一位專業之醫護人士，如註冊醫生、註冊護士、登記

護士或現役消防處先遣急救員／救護員；及持有以下其中一項資

格：  

(i)  為本會任何一項海上活動之教練員或助理教練員（助理龍舟教

練除外）；或 

(ii) 持有本會童軍技能評審計劃之二級船藝技能證書；或 

(iii) 持有香港海事處簽發之遊樂船隻二級操作人證明書／1986 年

前之二級遊艇船主證明書加二級輪機師證明書／香港海事處

認可之航海專業資格或同等資歷；及 

(4)  有關海童軍旅的旅長、副旅長及海童軍單位的團長或副團長，除事先已

獲所屬地域的地域總監批准外，不能兼任其他海童軍單位之領袖職位。



有關地域總監在作出批准前，須滿意該名領袖之所屬海童軍單位在訓練

活動上已超出總會所訂標準而該領袖亦有時間及能力在其他海童軍單

位履行職責。 

 

6. 所有海童軍單位均須達到下列各項附加訓練標準，方獲准繼續註冊： 

(1) 在持有上述認可的救護及海上活動資格的人士帶領下，每年舉行不少於

6 次有超過半數團員參加的水上活動，其中最少有一次為由團員自行駕

駛／划扒的船艇活動。 

(2) 每年全團要有超過半數團員持有游泳測試證明書。 

(3) 最少有四份之一的團員於 12 個月內考獲較高一級之海上活動徽章。

【只適用於童軍支部】 

(4) 協助每一位團員在考取進度性獎章和專科徽章時，最少有一次使用總會

認可之各類海上活動項目的船艇進行。 

 

D. 申請手續  

7. 如欲申請開辦海童軍單位，須填妥「童軍旅註冊申請表」【Form C】或「開辦

／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並呈交與所屬之區總監；區總監於衡量

及徵詢地域總部總監（海童軍及海上活動）意見後，向地域總監推薦，並由

地域總監決定是否批准該海童軍單位的開辦。 

 

E. 取消註冊  

8.  任何海童軍單位，若連續兩年未能符合總會所定的海童軍單位附加規定，

地域總監可以取消其海童軍單位之註冊，解散該旅／團，或令其改組為常

規童軍旅、童軍團、深資童軍團或樂行童軍團。如該旅／團必須解散時，

地域總監會設法安排其團員轉到其他海童軍單位或其他童軍旅。 

9. 如欲申請取消海童軍單位，須填妥開辦／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

並呈交與所屬之區總監審閱，及經地域總監批准。 

 

F. 申請表格 

10. 「童軍旅註冊申請表」【Form C】或「開辦／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

可向地域總部或行政署索取，或於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

表格下載區內下載（只限【Form S】）。 

 

G. 此規定取代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發出之政策通告第 08/2018 號所附夾的附加

規定。 

 

 

 

http://www.scout.org.hk/


  附件 2  

（01.08.2022） 

 

 

香港童軍總會  

開辦及繼續註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行空童

軍團之附加規定  

 

A. 引言  

1.  為確保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行空童軍團（下稱為空童軍

單位）的訓練水平和安全標準，總會訂下規範空童軍領袖及空童軍訓練的附

加規定。 

 

B. 開辦政策  

2.  按本會「政策、組織及規條」規條 2.2.8 之規定，空童軍旅需根據總會行政

署之旅號編制成立。空童軍旅下只可有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空童軍團、深

資空童軍團及樂行空童軍團。（由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 

3. 空童軍旅須最少設有一個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或樂行空童軍團，不可只

設有小童軍團或幼童軍團。 

4.  本會之現行政策不准任何童軍旅設立小空童軍團及幼空童軍團。  

 

C. 附加規定  

5.  所有空童軍單位，除須分別遵照「政策、組織及規條」規條 2.3.5、2.3.6 及

2.3.7 的基本規定外，同時須符合下列各項附加規定：  

(1) 所有空童軍團必須有超過半數之領袖持有初級或中級或高級航空活動

章教練員訓練班證書。 

(2) 所有深資空童軍團必須有超過半數之領袖持有空勤員章教練員訓練班

證書。 

(3) 所有樂行空童軍團必須有超過半數之領袖持有初級或中級或高級航空

活動章教練員訓練班證書 或空勤員章教練員訓練班證書。 

(4) 所有空童軍單位領袖須持有空童軍領袖實務工作坊證書。 

(5) 所有空童軍單位最少有一位團長或副團長符合下列條件： 

(a) 持有有效註冊之相關航空教練員；及 

(b) 持有一項有效之救護資格。例如：香港童軍總會、香港聖約翰救護

機構、香港紅十字會或香港醫療輔助隊之急救證書（30 小時勞工處

認可課程）或較高資歷；或本身是一位專業之醫護人士，如註冊醫

生、註冊護士、登記護士或現役消防處先遣急救員／救護員。 

(6) 有關空童軍旅的旅長、副旅長及空童軍單位的團長或副團長，除事先已

獲所屬地域的地域總監批准外，不能兼任其他空童軍單位之領袖職位。

有關地域總監在作出批准前，須滿意該名領袖所屬空童軍單位在訓練活

動上已超出總會所訂標準而該領袖亦有時間及能力在其他空童軍單位

履行職責。  

 

 



 

 

6.  所有空童軍單位均須達到下列各項附加訓練標準，方獲准繼續註冊：-  

(1) 在持有上述認可的救護及航空活動資格的人士帶領下，每年舉行不少於

6 次有超過半數團員參加的航空活動。 

(2)  每年全團要有超過半數團員考獲航空性質專科徽章。【只適用於童軍支

部】 

(3)  最少有四份之一的團員於 12 個月內考獲較高一級之航空活動徽章。

【只適用於童軍支部】 

(4)  協助每一位團員在考取進度性獎章和專科徽章時，最少參與一次總會或

地域認可之航空活動或訓練。 

 

D. 申請手續  

7. 如欲申請開辦空童軍單位，須填妥「童軍旅註冊申請表」【Form C】或「開辦

／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並呈交與所屬之區總監；區總監於衡量

及徵詢地域總部總監（空童軍及航空活動）意見後，向地域總監推薦，並由

地域總監決定是否批准該空童軍單位的開辦。 

 

E. 取消註冊  

8. 任何空童軍單位，若連續兩年未能符合總會所定的空童軍單位附加規定，

地域總監可以取消其空童軍單位之註冊，解散該旅／團，或令其改組為常

規童軍旅、童軍團、深資童軍團或樂行童軍團。如該旅／團必須解散時，

地域總監會設法安排其團員轉到其他空童軍單位或其他童軍旅。 

9. 如欲申請取消空童軍單位，須填妥開辦／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

並呈交與所屬之區總監審閱，及經地域總監批准。 

 

F. 申請表格 

10. 「童軍旅註冊申請表」【Form C】或「開辦／取消支部／團申請表」【Form S】

可向地域總部或行政署索取，或於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

表格下載區內下載（只限【Form S】）。 

 

G. 此規定取代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發出之政策通告第 09/2018 號所附夾的附加

 規定。 

 

http://www.scout.org.hk/


  附件 3  

（01.08.2022） 

 

 

香港童軍總會  

增設或轉移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過渡安排  

 

 

  

新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下稱海

童軍單位）之附加規定及新開辦及繼續註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

行空童軍團（下稱空童軍單位）之附加規定由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現役童軍旅增

設或轉移至海童軍／空童軍旅之安排如下： 

 

1.  現役設有海童軍／空童軍單位之童軍旅，可繼續運作。 

 

2.  現役童軍旅如增設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須經所屬地域負責海童軍／空童

軍之總部總監評估是否適合開設，及向地域總監推薦，由地域總監批准。 

 

3.  如符合新「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

童軍團之附加規定」或新「開辦及繼續註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

童軍團及樂行空童軍團之附加規定」內 B2 之要求，由 2022 年 10 月 1 日

起，可自行考慮申請將旅名稱轉變為海童軍／空童軍旅。所有申請需經所

屬地域負責海童軍／空童軍之總部總監推薦及地域總監批准。 

 

4.  如考慮將童軍旅改變為海童軍／空童軍旅，除必須符合所有相關的條件

外，亦須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申請，其後將不獲處理。 

 

5.  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童軍旅如欲申請恢復曾使用的海童軍／空童軍旅

號，除須提交足夠理據證明及其他行政情況許可外，另必須獲得香港總監

的酌情批准，方可恢復。 

 

倘有查詢，請與所屬地域之執行幹事或總會行政執行幹事聯絡。 

 



  附件 4  

（01.08.2022） 

 

 

香港童軍總會  

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委任 

 

 

現役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委任過渡安排 

 

新開辦及繼續註冊海童軍旅、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及樂行海童軍團（下稱海

童軍單位）之附加規定及新開辦及繼續註冊空童軍旅、空童軍團、深資空童軍團及樂

行空童軍團（下稱空童軍單位）之附加規定由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 

 

1.  為確保 2022 年 8 月 1 日前已開辦之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能順利過度

至新措施下之領䄂委任要求，本會將設 3 年過渡期，由 2025 年 8 月 1 日

起，所有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的委任必須符合新措施的規定。 

 

2.  如未能於過渡期完結前完成訓練，其續任安排需由所屬地域負責海童軍／

空童軍之總部總監評估並向地域總監推薦，由地域總監批准。 

 

 

 

 

修改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之領袖委任書安排 

 

新委任或續任之海童軍／空童軍單位領袖，將收到以新職位名稱發出之領袖委任

書，預計於 2022/2023 年度內，經系統配合安排後實施。 

 

現行海童軍／空童軍單位 

領䄂委任書及暫許領䄂委任書 

職位名稱 

新海童軍／空童軍單位 

領䄂委任書及暫許領䄂委任書 

職位名稱 

港島第 XXXX 旅童軍團長 港島第 XXXX 旅海童軍團長 

九龍第 XXXX 旅樂行童軍團長 九龍第 XXXX 旅樂行空童軍團長 

新界第 XX 海童軍旅深資童軍團長 新界第 XX 海童軍旅深資海童軍團長 

 

倘有查詢，請與所屬地域之執行幹事或總會行政執行幹事聯絡。 



  附件 5  

（01.08.2022） 

 

 

香港童軍總會  

總監、領袖及委員穿着海童軍／空童軍領袖制服安排 

 

 

本附件取代 2019 年 3 月 15 日所發出之行政通告第 15/2019 號。  

 

為加強並凸顯海童軍／空童軍形象，由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各單位專責海童軍

／空童軍及海上活動／航空活動的總監、領袖及委員（見下表），均須穿着合適之海

童軍／空童軍領袖制服。 

 

單位 職位 1 制服 

青少年活動署 總部總監（海童軍及海上活動） 

助理總部總監（海童軍及海上活動） 

助理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海童軍及海上活動委員會委員 

海童軍及海上活動組總部領䄂 

海童軍及海上活動組助理總部領䄂 

海童軍 

領䄂制服 

各地域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教練）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設備） 

地域海上活動委員會委員 

地域海上活動相關的領䄂 

地域海上活動相關的助理領䄂 

 

海童軍旅 海童軍旅長及副旅長 

海童軍旅教練員 2 

旅務委員會委員 

 

各海童軍團 樂行海童軍／深資海童軍／海童軍團長 

樂行海童軍／深資海童軍／海童軍副團長 

 

青少年活動署 總部總監（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助理總部總監（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空童軍及航空活動委員會委員 

空童軍及航空活動組總部領䄂 

空童軍及航空活動組助理總部領䄂 

空童軍 

領䄂制服 

領袖訓練學院 助理領袖訓練學院總監（航空訓練）  

總部總監（航空訓練） 

助理總部總監（航空訓練） 

航空訓練委員會委員 

航空訓練中心航空教練 

航空訓練中心總部領袖 

航空訓練中心助理總部領袖 

 



 

單位 職位 1 制服 

各地域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地域航空活動委員會委員 

地域航空活動相關的總部領䄂 

地域航空活動相關的助理總部領䄂 

空童軍 

領䄂制服 

空童軍旅 空童軍旅長及副旅長 

空童軍旅教練員 2 

旅務委員會委員 

 

各空童軍團 樂行空童軍／深資空童軍／空童軍團長 

樂行空童軍／深資空童軍／空童軍副團長 

 

註 1︰ 亦適用於日後各單位就專責海童軍／空童軍或海上活動／航空活動而增設或改動現

 有之總監／領袖／委員之職位。 

註 2︰ 如教練員出席小、幼童軍團的活動或訓練時，應穿着常規制服。 

 

本安排將適時作出檢視及修訂，以配合未來海童軍／空童軍之推廣及發展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