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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百年童創新紀元國際大露營及開放日

¢ 百年童創新紀元國際大露營及開放日已於2016年12月
23-27日順利舉行 

¢ 如有任何意見，請向分區總監反映 
¢ 營報可供下載http://hkgga2016.wixsite.com/

hkgga100camp/camp-newspaper



總會消息 
香港女童軍百周年大會操暨嘉年華

¢ 將於2017年2月25日假沙田馬場舉行，主題為 「改變 . 
由我做起」 

¢  2 WK Coy 、8 WK Coy及133 WK Coy作檢閱步操代表 
¢ 隊伍參觀申請名額已滿 
¢ 招募「舞動全城」表演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 

 有興趣參加的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需參與兩次練習日，
請所屬隊伍領袖於2017年1月20日或之前於網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euB0JBDM0BVdYMExRkLftJe6WiYVIzm
siIU4h52YwcjkOJ0w/viewform?c=0&w=1 



總會消息 
香港女童軍百周年慶典挑戰盃 

¢ 將於2017年3月5日（星期日）於大埔白石⻆海濱長廊舉
行 

¢ 設有不同年齡組別的10公里及3公里盃賽外，今年還增設
800米家庭跑及共融跑 

¢ 所有完成賽事的參加者均可獲紀念獎牌一枚及證書一張 
¢  10公里盃賽的男、女子組冠軍更可贏取由土耳其航空贊

助的歐洲來回機票 
¢ 首50名報名跑手更可以獲贈主題設計的特色利是封 
¢ https://10k.hkgga.org.hk/



總會消息 
2016 / 2017年度拓展女童軍運動慈善籌款獎券

¢ 銷售日期為2017年1月27日至3月16日（共七個星期） 
¢ 攪珠儀式將於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在香港女童軍總

會舉行 
¢ 獎券會陸續送抵學校 / 贊助機構



總會消息 
小女童軍組興趣章評核綱要（2017年修訂版）

¢ 最新修訂版本之「小女童軍組興趣章評核綱要」將於
2017年1月1日起實施 

¢ 舊版本之評核綱要將會與新版本並行至2017年8月31日 
¢ 於過渡期間，小女童軍可自行採用其中一個版本進行評

核，唯評核綱要內容不能重疊使用 
¢ 最新版本的小女童軍興趣章評核綱要已上載至總會網頁 
¢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Member-Brownie-

Programme-Badge-2017



總會消息 
優秀女童軍選舉2016 - 2017

¢ 已截止報名

¢ 油尖旺區在3月12日將會進行「區優秀女童軍」評選

¢  4月13日網上公佈「區優秀女童軍」獲獎名單及「全港優
秀女童軍」候選名單 

¢  4月23日舉行「全港優秀女童軍」評選前簡介會 
¢  5月21日舉行「全港優秀女童軍」評選 
¢ 油尖旺區將會在6月頒發「隊伍優秀女童軍」及「區優秀

女童軍(小女童軍及女童軍) 組」獎項 
¢ 周年慶典將會頒發「全港優秀女童軍」獎項



總會消息 
優秀隊伍選舉2016 - 2017

¢ 領袖遞交表格時需一併繳交隊員獲取榮譽小棕仙獎章、
紫燕榮譽女童軍獎章、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獎章、深資
女童軍榮譽獎章及隊伍露營 / 渡假營申報紀錄

¢ 上訴期間只容許領袖澄清所交之資料，而不可以再後加
資料，為避免誤會，表格內會註明「活動內容以7月22日
遞交之活動簡報表及財政簡報表為準」 



總會消息 
「世界靜思日基金」及「醫療基金」捐款

¢ 繳交日期為3月15日或之前 
¢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appeal-letter-

thinking-day-fund_c 
¢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appeal-letter-

medicare-fund_c 



總會消息 
「青年領導證書」課程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與總會合作推出「青
年領導證書」課程，歡迎所有女童軍會員報讀

¢ 上課地點：香港公開大學 葵興教學中心

¢ 時數：課堂45小時、考試2小時

¢ 所屬資歷架構：第三級

¢ 費用：$5,700 
¢ 成功完成課程的女童軍領袖可申請豁免修讀「領袖訓練

計劃」部分課節 
¢ http://www.ouhk.edu.hk/wcsprd/Satellite?

pagename=OUHK/
tcSchSing2014&c=C_LIPACE&cid=1473122610322&
lang=eng&sch=LIP 



總會消息 
追收隊伍財政簡報及活動簡報

¢ 地域發展部正整理14-15及15-16年度隊務資料，
為核實隊伍遞交財政及活動簡報的數據，請以下各
隊伍於2月10日前補交所欠缺的財政及活動簡報



總會消息 
追收隊伍財政簡報及活動簡報

分區  隊號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4-15)

欠活動簡報 
(2014-15)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5-16)

欠活動簡報 
(2015-16)

京士柏  Air Ranger 
Betsy Unit 


▲ ▲


京士柏  Sea Ranger 
Ship Sea Lion 


▲


京士柏  96 WK Coy B 


▲ ▲ ▲ ▲

京士柏  96 WK Coy D 


▲ ▲ ▲ ▲

京士柏  153 WK Pack 


▲ ▲ ▲ ▲



總會消息 
追收隊伍財政簡報及活動簡報

分區  隊號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4-15)

欠活動簡報 
(2014-15)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5-16)

欠活動簡報 
(2015-16)

大角咀   11 WK Coy ▲ ▲


▲


▲


大角咀   131 WK Pack A ▲


▲


▲


▲


大角咀   148 WK Pack 


▲ ▲

大角咀   155 WK Pack 


▲



總會消息 
追收隊伍財政簡報及活動簡報

分區  隊號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4-15)

欠活動簡報 
(2014-15)

欠隊伍財政簡報 
(2015-16)

欠活動簡報 
(2015-16)

油尖 5 WK Pack A 


▲


▲


油尖


12 WK Coy ▲


▲


油尖 122 WK Pack 


▲



九龍地域活動消息 
九龍地域原野小先鋒日營

¢ 將於3月25日（星期六）在女童軍博康營地舉行 
¢ 名額每區 20人（每隊名額5人，後備2人）  
¢ 每名參加者收費$30 
¢ 活動內容：原野烹飪、先鋒活動，並會教授女童軍相關

興趣章 / 小隊錦旗的部份內容

¢ 參加資格：九龍地域之已宣誓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隊員
（女童軍隊員優先，各參加隊員必須擁有最少一年年資，
不足一年作後備論） 

¢ 詳情請留意通告



油尖旺區活動 
跨代教育班 - 訊號班之「涼風有訊」

¢ 已於1月14日順利舉行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 透過課堂、遊戲學習及運用訊號作溝通，包括旗號、摩

士訊號、無線電通訊 
¢ 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將於2月12日（星期日）在女童軍總

會舉行 



油尖旺區活動 
油尖旺區會長盃 - 小女童軍比賽

¢ 將於5月6日（星期六）在女童軍總會舉行

¢ 名額8隊，每隊收費$50 
¢ 比賽簡介會將於3月20日（星期一）晚上在女童軍總會舉

行

¢ 內容：骨牌及競技 
¢ 詳情請留意通告

 



油尖旺區活動 
油尖旺區晉陞儀式

¢ 本區於本年度將舉行「油尖旺區晉陞儀式」 
¢ 活動負責人：李頴英總監 
¢ 詳情請留意通告



油尖旺區活動 
油尖旺區頒獎典禮暨領袖節

¢ 本區於本年度將舉行「油尖旺區頒獎典禮暨領袖節」 
¢ 暫定於6月下旬舉行 
¢ 活動負責人：區珮珊總監 
¢ 詳情請留意通告



油尖旺分會消息 
分會旅行

¢ 分會將於4月舉辦分會旅行 
¢ 詳情請留意通告



世界靜思日2017

¢ 下載世界靜思日2017活動資源套： https://
hkgga.org.hk/tc/content/
world_thinking_day_2017_c



下次全領袖月會

¢  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 
¢ 會議後請各領袖留步進行分區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