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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之會務委員會特別大會會議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採納) 

 

 

總會：香港九龍加士居道 8號 

電話: (852) 2332 5523  傳真: (852) 2782 6466 

電郵地址: hkgga@hkgga.org.hk   網頁: www.hkgga.org.hk  

政策、組織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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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序言 
 請讓我提醒各位，本書所載的規則，並不是規例。 

 

 兩者之間有很大分別。規例是對人民施行的限制，以防止他們不依循正軌行

事，如警務規例。 

 

 但是，規則卻是為一項遊戲參加者而設的指南，如木球規則。 

 

 以女童軍運動而言，規則是為協助參與的工作人員而設，以確保大公無私和

達到提高工作效率的捷徑。 

 

 女童軍運動並不是以嚴肅態度弄研習的一門科學，也不是用以操練紀律給女

童軍的一套軍事守則，藉以壓抑她們的獨立性和主動性。 

 

 女童軍運動主要是鼓勵大家參與戶外活動，使女童軍領袖和女童軍一起進行

探險歷奇，透過露營、遠足和研習自然、學習手工藝活動，而養成助人助己的

態度，並且可以使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訓練女童軍的目的，是發揮她們的內在熱誠，從而培養和發展她們的性格，

故此絕非由外間將集體教條式訓示灌輸給她們。 

 

 根據同一原則，在女童軍工作人員提供這個指導時，我們不是以繁文缛節，

對她們加以集體約束，而是祈望藉著她們本身的熱忱、能力和才智，鼓勵她們

互相合作。 

 

 以下的規則，是為了協助她們實現女童軍運動的理想而設的。 

 

 我們希望儘可能分區管理，由當地人士管理當地行政事務，故此最重要的就

是大家對女童軍運動的主要理想、方式和政策，有正確的了解和執行。 

 

 這些規則的釐定，就是希望能達到上述的目的。 

 

 我絕對相信各階層成員，藉著這些規則，加上她們的熱誠，將會引導新的一

代發揚崇高的良好公民精神，使我們的國家獲得極大的禆益。 

 

羅拔．貝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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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1.00 世界女童軍協會（世界協會） 

 

 創辦人：羅拔．貝登堡勳爵（1857-1941） 

 

愛麗絲．貝登堡（1858-1945） 

首任會長（任期 1910-1920） 

 

愛麗芙．貝登堡夫人 GBE（1889-1977） 

世界女童軍總領袖（任期 1930-1977） 

 

世界女童軍協會總部：世界總局，位於英國倫敦「愛麗芙中心」 

12c, Lyndhurst Road, London NW3 5PQ, United Kingdom。 

 

1.01 世界協會是全世界女童軍的管治機構並名為世界女童軍協會（WAGGGS）。 

 

每個會員機構的宣誓章，都包含三葉章在內，並且繳交定額會費，及將一份年報寄

予世界總局。 

 

1.02 女童軍運動中，標記是一項重要特色。它協助青年人了解她們是屬於一個團體，更

屬於一個當今仍活躍的真正國際女童軍運動之一員。世界女童軍協會使用多個共同

標記，表示女童軍運動的團結。 

 

1.03 世界女童軍協會分為五區，鼓勵區內合作。五區分別為亞洲及太平洋區、歐洲區、

西半球區、非洲區及阿拉伯區。 

 

2.00 香港女童軍總會（總會 或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 1916年鄧肯．杜倫先生將女童軍運動推展到香港，成為英聯邦女童軍的分會，並根

據香港女童軍總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1020 章）在香港正式成立，成為認可之慈善

機構，鼓勵並促進香港區域內的女童軍運動。1978年，香港女童軍總會（以下簡稱

總會）獲得世界女童軍協會接納，成為附屬會員，並於 1981 年成為正式會員。世

界女童軍協會為母體機構， 總會應遵守世界女童軍協會會章訂定之會員條件。 

 

2.02 總會屬於亞洲及太平洋區。 

 

3.00 宗旨 

 

3.01 總會遵守創辦人貝登堡勳爵（Lord Baden-Powell）訂立的誓詞及規律，當中提倡

的精神及道德標準是女童軍運動發展的基礎。 

 

3.02 女童軍的參與屬自願性質，而所有女童及成人，不論其種族、宗教信仰或國籍，均

可加入成為會員。各人的信仰習俗應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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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總會屬非政治及自治的組織，並根據會章及會務委員會所採用的《政策、組織與規

則》（POR）處理其事務。 

 

4.00 目的 

 

4.01 如誓詞及規律的原則所體現，為女童軍提供機會，以自我鍛練品格、培養她們成為

有責任感的公民並服務社會。 

 

4.02 透過參與及組織國際性活動，確認及鼓勵確立文化身份、建立國際親善及彼此了解。 

 

5.00 誓詞及規律 

 

 香港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故此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及成年會員可在宣

誓儀式上宣讀以下其中一種誓詞： 

 

領袖必須確保每名女童軍根據其國籍及宗教信仰宣誓。 

 

5.01 小女童軍誓詞 

 

我誓將竭盡所能， 

真誠對自己、對我的神明 / 信仰*， 

對國家， (# 對我所居住的地方)  

與扶助他人， 

並遵守小女童軍規律 

 

註：* 可根據個人堅定信仰，選擇用「我的神明」或「我的信仰」。 

  # 給予那些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居住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採用。 

 

 小女童軍規律 

 

作為小女童軍： 

我要愛護自己、家人和社區， 

我並會日行一善。 

 

 小女童軍銘言 

 

「隨時幫助別人」 

 

5.02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成年會員誓詞 

 

我誓將竭盡所能， 

真誠對自己、對我的神明 / 信仰*， 

對國家，(# 對我所居住的地方) 



2019 年 3 月 

6 

 

與扶助他人， 

並遵守女童軍規律 

 

註：* 可根據個人堅定信仰，選擇用「我的神明」或「我的信仰」。 

  # 給予那些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居住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採用。 

 

 女童軍規律 

 

作為女童軍： 

一、我定要誠信可靠。 

二、我定要善用我的資源及樂於助人。 

三、我定要忠誠於自己並尊重他人意見。 

四、我定要勇於接受挑戰，從經驗中學習。 

五、我定要愛護自然及一切生物。 

六、我定要友善及善待所有女童軍姊妹。 

 

 女童軍銘言 

 

「準備」 

 

6.00 香港女童軍徽號 

 

 

  
 

香港女童軍徽號是以三葉章為依歸，底部則用一個三角形圖案支托著。整個圓形包

含了一些有關香港特色的意念，例如三葉章的外形線條與洋紫荊花﹝香港市花﹞的

葉頗為相似。 

 

徽號中間有一個很明顯的中文「光」字象徵著曙光和女童軍運動導人趨向光明大

路，與女童軍運動的精神不謀而合。當此徽號以彩色出現時，其主色為洋紫荊含苞

待放時的紫色，此外還配以中國人一向認為吉祥的紅色，使徽號的意義得以有相得

益彰的效果。 

 

7.00 女童軍訓練方法 

 

 女童軍訓練方法是採用獨特的非正規學習模式，支援女孩子及青年婦女的發展。因

為所教育的青年人年齡廣泛，亦由於女童軍經歷讓青年人與世界更多互動時更見成

效，女童軍訓練方法是特意塑造，適用於不同層面，亦可配合任何活動或學習需要。

訓練方法中包含五項重點，以豐富任何學習經歷及促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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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組方式學習 

 我的路向，我的步伐 

 從實踐中學習 

 與他人聯繫 

 與世界聯繫 

 
8.00 訓練程序 

 

8.01 每名宣誓會員所作的誓詞，就是訓練程序的基礎。藉著領袖的協助，每名女童軍都

可以透過愉快與有意義的活動，對誓詞有更充份的了解與實踐。訓練程序對各組別

的女童軍，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協助每一名女童軍從心智發展當中，趨於成長： 

智能 

體能 

品格 

創作能力 

與人相處 

服務 

家務技能 

戶外樂趣 

 

鼓勵每名女童軍為自己訂定高標準並接受個人挑戰。 

 

9.00 訓練 

 

9.01 制服會員必須參加由訓練隊安排的有關訓練。 

 

9.02 所有成年非制服會員及委員會成員應當因應其責任範疇，參加有關女童軍運動的簡

介課程及 / 或培訓。 

 

10.00 會員資格 

 

10.01 總會只接納願意接受總會的宗旨及目的並遵守《政策、組織與規則》內容者為會員。 

 

10.02 入會屬自願性質，但總會期望會員參與相關的會議。 

 

10.03 一經宣讀女童軍誓詞，即成為宣誓會員，有權佩戴宣誓章及穿著制服。 

 

10.04 會員資格分為兩種，宣誓會員及非制服會員。 

 

10.05 會員可自由退會，惟必須通知總會。 

 

11.00 獲授權為新會員宣誓的人士 

 

11.01 凡持有效委任狀的總監，可以為任何新會員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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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凡持有效委任證的訓練員可以在訓練相關活動中，為新會員宣誓。 

 

11.03 在特殊情況下，已宣誓的副會長及名譽副會長可以在總監面前為新會員宣誓。 

 

11.04 凡持有效委任證的領袖，可以為本隊任何新會員宣誓。如果獲得分區總監批准，亦

可以為別隊會員宣誓。 

 

12.00 宗教 

 

12.01 已宣誓的會員，必須竭盡所能，並且受到鼓勵，積極實踐信仰。對上帝忠誠的本意，

就是必要承認信仰上帝，或一位至高無上者，或一種超越人體的力量，一種最高的

精神原則。 

 

12.02 女童軍集禱儀式是女童軍成員自己策劃和主持的一項信仰儀式。 

 

13.00 財務 

 

13.01 總會在銀行開立帳戶，而每個帳戶的適當認可簽署人，必須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義

務司庫必須成為每個帳戶的認可簽署人之一。 

 

13.02 每隊必須有一個銀行帳戶，隊伍的戶口可以由總會或贊助機構開立。所有由總會開

立新銀行帳戶須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如隊伍的戶口由贊助機構開立，在開立戶口時

必須通知總會以作記錄。義務司庫必須為由總會開立的帳戶的認可簽署人之一。 

 

13.03 義務司庫必須真實記錄總會一切收支帳目，連同一切資產和負債。 

 

13.04 總會的帳目必須每年審核一次。一份經過核數師審核的帳目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將

呈交執行委員會，轉呈週年大會審覽。 

 

13.05 經由總會進行購買與取得的一切產業或投資，必須事先經執行委員會批准。根據條

例，總會一切資產，必須以總會名義擁有。 

 

13.06 總會的收入應用於會務管理、行政和運作、物業維修的一切成本與開支。一切捐款

以及財政年度結束時的任何盈餘，均用於促進會務。 

 

13.07 對總會的捐助，並不構成捐款人對總會的控制，總會並不接受含有是項意圖的捐款。 

 

13.08 所有捐助總會的款項，可從應繳稅款中扣除。 

 

13.09 籌款 

 

創辦人對女童軍的忠告：「不要乞求金錢，要去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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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當穿上制服時，女童軍經香港總監批准，方可在街上推銷、或收集金錢。總會

鼓勵女童軍以其他方式協助慈善機構。 

 

乙、如果獲得香港總監批准，各隊、分區或區可以策劃公開籌款活動。所得款項，

必須撥作特別用途。一項書面計劃，必須事先遞交香港總監審閱，而香港總監

須確保良好活動質素得以維持。當籌劃一項公開活動時，須獲得適當的政府主

管部門許可。 

 

丙、如果籌款涉及冒險活動，就必須遵守總會安全規則。 

 

丁、當進行籌款活動時，必須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原則及法規，特別是禁止

使用個人資料索求捐贈，除非已經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或表示不反對使用其個

人資料。資料使用者如違反這些原則及法規有可能會觸犯刑事罪行。 

 

13.10 補助 

 

甲、某些項目可從總會管理的資金中撥款補助，詳情可向總部查詢。 

 

乙、所有向會外團體申請的補助，必須經由香港總監申請。 

 

13.11 保險 

 

甲、總會已就所有會員或義務工作人員，以總會公務身份參加有關活動時所產生的

個人法律責任，投保公眾責任保險。 

 

乙、有關保險計劃保障總會為所有會員或義務工作人員在參加總會活動時造成的身

體損傷或財物損失應承擔的一切法律責任。 

 

13.12 會費 

 

甲、總會作為世界女童軍協會正式會員必須繳交定額會費。為應付是項支出，每隊

必須繳交年費。 

 

乙、每名會員必須繳交隊費，作為隊伍基金。女童軍隊領袖負責確保將所有款項記

帳，並且每年檢查。 

 

丙、所有會員每年均可捐助世界靜思日基金。 

 

14.00 公共關係 

 

14.01 總會的目的在於與社區建立及維持良好關係和互相了解。為此，個別會員須保持適

當的行為與其他社團、機構、相關政府部門的接觸，並與傳播媒介合作。 

 

14.02 傳播媒介包括但不限於電台、電視台、電影、電子傳媒、多媒體、互聯網以及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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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使用錄音、印刷刊物及展覽等。 

 

14.03 

 

鼓勵會員利用適當機會，透過傳播媒介的宣傳，正面推廣女童軍運動， 但須確保

以下指引得以嚴格遵循，並得到香港總監、香港副總監、適當總監或國際事務總監

（視屬何種情況而定）批准。 

 

甲、關於傳播媒介的採訪事宜，須徵求香港總監的意見和指引。 

 

乙、在就總會的政策和原則公開發表意見之前，會員必須獲得香港總監的批准，如

時間不許可的話，則須獲得香港副總監的批准。 

 

丙、收取任何酬金，必須獲得香港總監的批准。 

 

丁、未得香港總監的事先書面批准，會員不能穿著制服，或利用香港女童軍總會或

女童軍名義，參加商業廣告或公開示威。 

 

戊、參與公開會操或集會之前，隊伍必須獲得有關總監（分區、區或地域）的許可。 

 

己、凡與海外女童軍會的聯繫，必須事先獲得國際事務總監的批准。 

 

14.04 社區服務應由地域辦事處安排，會員參與時須穿著合適的制服。 

 

14.05 代表總會對高級官員發出請柬，必須獲得香港總監的批准。 

 

14.06 政治活動：會員不得穿著制服，或以香港女童軍總會或女童軍名義，或以總會及以

其形像，贊同或參與政治集會或活動。 

 

15.00 國際關係 

 

15.01 總會致力促進國際友誼及與海外女童軍的交流訪問，並派代表出席世界女童軍協會

主辦的聚會和活動。 

 

15.02 二月二十二日為世界靜思日，以慶祝創辦人和世界女童軍總領袖的共同生日。總會

鼓勵所有會員對世界女童軍運動作出特別思念，並且捐助世界靜思日基金。 

 

15.03 到外地的會員，可從總部取得介紹咭，並請國際事務總監予以簽署。 

 

15.04 如需穿著制服到海外進行訪問，必須獲得國際事務總監的書面許可。 

 

15.05 到海外定居的宣誓會員，如希望繼續參與女童軍運動，須知會其領袖或分區總監，

後者將填寫一份轉介表格，交予她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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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來自海外的制服會員： 

 

甲、外國公民可按照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會章及《政策、組織與規則》，進行宣誓或 

覆誓。 

 

乙、來自另一國家的女童軍協會宣誓會員，在加入香港女童軍總會期間，須穿著香

港制服。 

 

丙、會員在海外所考取的所有女童軍資格，若該會員明白香港女童軍總會所訂定的

標準，則可獲得承認。 

 

16.00 贊助機構及贊助隊伍 

 

16.01 贊助機構（例如學校、教堂、或會所）是透過贊助其組織内的女童軍隊伍，以支持

女童軍運動的理念及訓練程序。他們提供贊助隊伍運作所需的領袖、集會場地及財

政支持，以及負責贊助隊伍的行政及財政事務。贊助機構須為其所贊助隊伍開立銀

行戶口，並須對有關戶口作出監管和批署贊助隊伍的年度財務報表。 

 

16.02 所有贊助機構將獲邀請成爲其各自分會的會員。 

 

16.03 所有隊伍在其贊助機構名下註冊且名為贊助隊伍。 

 

16.04 當贊助隊伍申辦註冊時，分區總監、總部及贊助機構達成協議，以決定該贊助隊伍

是否只限於該團體的女童參加，抑或可公開招收其他女童。 

 

16.05 贊助隊伍由贊助機構提名，並由分區總監推薦而獲得註冊。 

 

16.06 領袖可由贊助機構提名，及由總會予以委任。 

 

16.07 贊助隊伍隸屬於女童軍分區內，由分區總監負責確保領袖獲得訓練以執行訓練程

序。 

 

16.08 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適用於所有的贊助隊伍，無一例外。 

 

16.09 贊助隊伍是一個自治的組織，全部有關內部行政、紀律和財政，均由該贊助隊伍自

行負責，但須受限於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17.00 地方協會 

 

17.01 每個地域及分區，應有地方協會及分會的當地團體支持。地方協會及分會是由地區

上的非制服人士組成，經香港總監邀請，以支持區內的總監和領袖推行該區的女童

軍活動。地方協會或其管治機構，未經與有關總監諮詢，不能作出對制服會員有影

響的決定，他們亦無須負責隊伍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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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 地方協會的作用是： 

 

甲、協助香港總監推廣地域及分區內女童軍運動。 

 

乙、鼓勵適當人士擔任領袖，並推薦予各總監。 

 

丙、推薦適當人士擔任指導員、興趣章秘書及興趣章評核員。 

 

丁、為地域及區提供財政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持。 

 

17.03 香港總監可向執行委員會建議，將地方協會解散。 

 

17.04 地方協會的主席，須由香港總監委任。每個地域的香港助理總監及每個區的區總監

為地方協會的當然委員。 

 

17.05 地方協會必須在總部註冊，並遵守地方協會或分會會章。 

 

17.06 地方協會必須在行政上獨立，經濟上自給自足，不能動用隊伍基金，每個地方協會

的帳目須經正式審核，並於每年的週年大會上呈交，以及將副本交予會務委員會義

務司庫。 

 

17.07 地方協會會員，可以佩戴適當的地方協會或分會會員徽章。 

 

17.08 地方協會可根據獎勵計劃委員會制定的準則，向其會員授予服務獎項。 

 

18.00 相關機構 

 

18.01 其他制服團體 

 

香港女童軍總會與其它制服團體一同舉辦訓練、服務及活動。聯合活動規則及各個

相關機構的規則必須嚴格予以遵守。 

 

18.02 童軍總會 

 

羅拔• 貝登堡勳爵為男女童軍運動的創始人。兩會之間的合作應盡可能密切。香港

女童軍總會在會章、組織和財政方面，與香港童軍總會完全沒有關連。在兩會同意

下，在地區及分區的層面上可安排聯合訓練、服務項目及活動。 

 

18.03 愛麗芙貝登堡基金會 

 

愛麗芙貝登堡基金會的定名是爲了紀念愛麗芙．貝登堡夫人，其使命就是支持世界

女童軍協會的工作。愛麗芙貝登堡基金會屬國際性的，因此凡身在香港的會員人士

無需一定是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員。其屬獨立機構且在行政、經費或人員支持方面對

香港女童軍總會並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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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 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之友 

 

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之友成立，旨在協助籌措資金以支持亞太區成員組織的計劃

綱領及項目。香港的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之友無需一定是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員。

其在行政、經費或人員支持方面對香港女童軍總會並無要求。 

 

19.00 保障總會名稱及制服 

 

 根據香港女童軍總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1020 章），凡未經授權而擅自使用總會名

稱，以及擅自銷售、分發或擁有總會所採用的徽章、標誌和隊徽，即構成罪行。凡

觸犯該條例的人士，可被判罰款港幣 5,000 元。 

 

20.00 全禮及敬禮 

 

20.01 宣誓會員於出席檢閱儀式和擔任儀仗隊時使用女童軍全禮。全禮

亦適用於舉行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之升旗禮上。 

 

 

 

 

 

 

20.02 女童軍敬禮於宣誓或覆誓儀式、旗幟儀式，以及其他儀式上使用。 

 

 

 

 

 

 

 

20.03 女童軍全禮及敬禮，只可於穿著制服時使用。 

 

20.04 男女童軍互相招呼時，以左手相握，同時亦可敬禮。 

 

21.00 旗幟 

 

21.01 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世界旗及香港女童軍總會會旗，可在舉行儀式時使用。 

 

21.02 在世界旗及香港女童軍總會會旗上繡上隊伍名稱，可作為隊伍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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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獎勵 

 

22.01 獎章授予會員及非會員以表彰其對總會提供的服務及所作出的貢獻。獎項設四種，

名為：優良服務獎、服務獎狀、長期服務獎及女童軍配偶感謝獎。全面詳情在獎項

手冊中列明。 

 

22.02 任何會務委員會成員均可用向總部索取的提名表格進行提名，將提名建議交予獎勵

計劃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並作出最終的決定。 

 

22.03 感謝狀的提名，可隨時送交會務委員會義務秘書。 

 

22.04 

 

獎項手冊屬《政策、組織與規則》文件的一部分。任何變更須與《政策、組織與規

則》的修改程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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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23.00 行政管理 

 

23.01 總會由下列組織及人士管理： 

甲、會務委員會 

乙、會長 

丙、香港總監 

 

23.02 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法團包括會長、副會長、香港總監、國際事務總監、香港副總監、

香港助理總監、義務秘書及義務司庫，並應行使香港女童軍總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1020章)對其明文賦予的權力。 

 

23.03 香港女童軍總部位於香港九龍加士居道 8號。 

 

24.00 香港女童軍總會編制 

 

24.01 架構 

 會長 

｜ 

 

 

 

香港總監 

｜ 

香港副總監及國際事務總監 

｜ 

香港助理總監 

｜ 

區總監 

 

 

分區總監  

 

 

領袖 

 

 

   

小女童軍 女童軍 深資女童軍 
 

助理區總監 

分區助理 

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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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 委員會架構 

會務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根據總會會章，會務委員會可成立所需的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可委任其認為必須的

任何小組委員會及決定其職權範圍及權力。 

 

 

25.00 會務委員會 

 

25.01 會務委員會之功能為根據總會會章管理及監察總會事務。 

 

25.02 會務委員會根據總會會章組織及運作。 

 

26.00 執行委員會 

 

26.01 會務委員會之事務應由執行委員會管理，除明文規定或指定由會務委員會行使的職

能外，其餘所有職能由執行委員會履行。 

 

26.02 執行委員會根據總會會章組織及運作。 

 

27.00 管理委員會 

 

27.01 管理委員會應由執行委員會委任。 

 

27.02 管理委員會應執行執行委員會向其轉授的執行委員會的職能。 

  

28.00 總會的委任 

 

 凡所有獲委任的人士應促進所有參與女童軍活動的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

軍，以至各委員會的成員都有來自於在團隊中工作的女童軍精神。 

 

28.01 

 

 

贊助人 

 

會務委員會根據執行委員會的推薦，可邀請任何能激發對香港女童軍運動的廉正之

信心的任何人士成為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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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 職務人員 

 

每名職務人員（會長、副會長、香港總監、國際事務總監、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義務秘書及義務司庫）是經選舉或委任產生的，由總會會章賦予其職位之權

力及職責。每名職務人員在履行其職務的職責時，應在各個方面遵守總會會章。 

 

28.03 總會顧問、統籌人及顧問 

 

總會顧問(Adviser)為會務委員會名譽顧問；可由會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總監的推薦

予以委任。統籌人 ( Co-ordinator)及顧問( Consultant)屬活動計劃、訓練及地

域性質的委任職位，由執行委員會根據管理委員會的推薦予以委任。所有委任職位

應屬年度性委任職位。 

 

29.00 總監、助理及領袖 

 

29.01 區總監 

 

區總監須由香港副總監及/或香港助理總監推薦予香港總監，再由香港總監推薦予

執行委員會。然後她可由執行委員會予以委任。委任為期一年，經執行委員會批准

後可再續期。在職區總監之任期於委出新任香港副總監時，即告終止，但如新任香

港副總監,及/或香港助理總監及香港總監推薦，可即時重獲執行委員會委任區總監

之職。區總監的任期最長可為六年，之後必須停任三年，方可再度出任區總監。一

年的委任期是基於女童軍年度計算，即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倘若

區總監的委任由年中開始及不足一年，該委任亦作一年計。 

 

區總監應為總監會務委員會的會員且須向香港副總監負責。區總監之委任須由香港

總監簽發委任狀，以作證明，委任狀不得轉讓。區總監辭職時，須將委任狀交回總

部，待紀錄註銷後予以發還。 

 

29.02 助理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須經由香港副總監向香港助理總監及/或區總監諮詢，推薦予香港總

監，再由香港總監推薦執行委員會作出委任，一個區中助理區總監人數不得超過兩

名。委任為期一年，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後可再續期。在職助理區總監之任期於委出

新任區總監時，即告終止，但如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總監及新任區總監向香港總

監推薦，可即時重獲執行委員會委任助理區總監之職。助理區總監的任期最長可為

六年，之後必須停任三年，方可再度出任助理區總監。一年的委任期是基於女童軍

年度計算，即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倘若助理區總監的委任由年中

開始及不足一年，該委任亦作一年計。 

 

助理區總監應為總監會務委員會的會員且須向區總監負責。其委任須由香港總監簽

發委任狀，以作證明，委任狀不得轉讓。助理區總監辭職時，須將委任狀交回總部，

待紀錄註銷後予以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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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 分區總監 

 

分區總監須經由香港副總監向香港助理總監及/或區總監諮詢，推薦予香港總監，

再由香港總監推薦執行委員會作出委任。委任為期一年，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後可再

續期。在職分區總監之任期於委出新任區總監時，即告終止，但如香港副總監,香

港助理總監向新任區總監諮詢後向香港總監推薦，可即時重獲執行委員會委任分區

總監之職。分區總監的任期最長可為六年，之後必須停任三年，方可再度出任分區

總監。一年的委任期是基於女童軍年度計算，即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

日。倘若分區總監的委任由年中開始及不足一年，該委任亦作一年計。 

 

分區總監應為區務委員會成員並須向區總監負責。分區總監之委任須由香港總監簽

發委任狀，以作證明，委任狀不得轉讓。分區總監辭職時，須將委任狀交回總會，

待紀錄註銷後予以發還。 

 

29.04 分區助理 

 

分區總監可向區總監推薦予一人為分區助理，協助她執行其職務。該分區助理經執

行委員會批准後應由區總監委任。每個分區只可委任一名分區助理。在職分區助理

之任期於委出新任分區總監時，即告終止，但如由新任分區總監推薦並經執行委員

會批准，可即時重獲區總監委任分區助理之職。分區助理之委任須由香港總監簽發

委任證，以作證明。分區助理的任期最長可為六年，之後必須停任三年，方可再度

出任分區助理。一年的委任期是基於女童軍年度計算，即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

月三十一日。倘若分區助理的委任由年中開始及不足一年，該委任亦作一年計。 

 

分區助理須向分區總監負責。分區助理辭職時，須將委任證交回所屬分區總監。 

 

29.05 領袖 

 

分區總監可向香港副總監推薦人士出任領袖。該委任應由執行委員會根據香港總監

的推薦予以批准。 

 

領袖之委任須由香港總監簽發委任證，以作證明，倘領袖未能遵守總會之《政策、

組織與規則》，其委任將被終止。 

 

領袖須向分區總監負責。領袖辭職時，須將委任證交回所屬分區總監。委任證經總

會註銷後將發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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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委任狀 

 

 任何行使下列職權的人士： 

香港總監 

國際事務總監 

香港副總監 

香港助理總監 

須由會長簽發總監委任狀，以作證明。 

 

任何行使下列職權的人士： 

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 

分區總監 

須由香港總監簽發總監委任狀，以作證明。 

 

 凡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總會會員，均可持有總監委任狀。任何人

士達到六十五歲，便不能夠委任為總監，除非有關總監的任期超過她的六十五歲生

辰，她可以繼續其總監委任直至餘下的任期屆滿。當任期屆滿後，有關總監便不符

合再委任總監職位的資格。 

 

任何人士只可同時持有一張總監委任狀，總監委任狀不得轉讓。總監委任狀持有人

辭職時，須將總監委任狀交回總部，待總部註銷紀錄後，予以發還。 

 

31.00 委任證及委任證書 

 

31.01 以下列身份行事的任何人士的權限須由香港總監簽發委任證予以證明： 

分區助理 指導員 

訓練員          領袖 

領隊 

 

年滿二十一歲及六十五歲以下的總會會員可擔任分區助理、訓練員、領袖、領隊、

指導員。任何人士達到六十五歲便不可以獲得委任為分區助理/訓練員/領袖/領隊/

指導員及不會延長其委任期。 

 

31.02 以下列身份行事的任何人士的權限須由會長簽發的委任證予以證明： 

副會長 

名譽副會長 

會務委員會義務秘書 

會務委員會義務司庫 

會務委員會名譽顧問 

會務委員會推選代表 

會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會務委員會獲委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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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的人士可擔任副會長、名譽副會長、會務委員會義務秘書、會

務委員會義務司庫、會務委員會名譽顧問、會務委員會增選委員或會務委員會獲委

任代表的職位。 

 

31.03 以下列身份行事的任何人士的權限須由香港總監簽發的委任證書予以證明： 

 

地方協會及分會會員 

 

發給地方協會或分會會員的委任證書可由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的總會會員持有。 

 

31.04 在區中以下列身份行事的任何人士的權限須由香港總監簽發的委任證書予以證明： 

 

秘書、司庫、統籌人、顧問、助理、興趣章秘書、興趣章評核員及其他以區中的委

任職位身份行事的任何人士。 

 

必須是年滿二十一歲及六十五歲以下的總會會員才可擔任上述區中的委任職位。 

 

除了興趣章評核員外，所有區中的委任職位應屬年度性委任職位。興趣章評核員經

年度回顧其對興趣章評核工作的參與程度後，其委任可獲得延續。倘區中的委任人

員未能遵守總會之《政策、組織與規則》，香港總監可以終止其委任。 

 

所有區中的委任人員須向所屬區總監負責。委任人員辭職時，須將委任證書交回所

屬區總監。委任證書經總會註銷後將發還有關人士。 

 

任何人士達到六十五歲便不可以獲得區中的任何委任職位及不會延長其委任期。 

 

31.05 就總會的委任職位發出委任證或委任證書之前，必須得到執行委員會批准。 

 

此外，發出區職位之委任證或委任證書前，區總監須諮詢香港副總監及/或香港助

理總監。 

 

及就分區職位發出委任證或委任證書前，分區總監須諮詢所屬區總監。 

 

委任證或委任證書在委任被取消時須交回持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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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職能 (詳情參閱總監手冊﹚ 

 

32.01 香港總監的職能應為： 

 

甲、在香港推廣及促進女童軍運動。 

 

乙、協助會務委員會履行香港女童軍總會會章所規定之職務。 

 

丙、向執行委員會推薦以獲准委任適當人士為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分區總監及領

袖。 

 

丁、 促使保留有關所有已發出、已撤回及已取消的委任狀、委任證及委任證書的登

記及註銷之記錄。 

 

32.02 義務司庫 

 

由會務委員會委任，保存總會所有款項收支、資產及負債之確實帳目，並須向香港

總監負責。 

 

32.03 義務秘書 

 

由會務委員會委任，在工作上與香港總監緊密聯繫，負責召開會議，編寫議程及會

議紀錄，處理會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之有關通訊；監察所有女童軍隊伍的成立，

及受委任人士的註冊；保存總會獎勵計劃獲獎人士的紀錄；並須向香港總監負責。 

 

32.04 香港副總監 

 

負責監察及促進特定範圍之香港女童軍活動，履行由執行委員會決定之職權，並須

向香港總監負責。 

 

32.05 國際事務總監 

 

負責國際教育計劃相關的事務、香港女童軍海外交流及海外代表訪問香港事宜，並

須向香港總監負責。 

 

32.06 香港助理總監 

 

由會務委員會委任，協助香港副總監處理其特定範圍的工作，並須向所屬香港副總

監或國際事務總監負責。 

 

32.07 區總監 

 

負責在香港其所屬的區內，透過推廣女童軍運動，堅持女童軍原則及維持其水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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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女童軍運動的發展，並須向所屬香港助理總監及香港副總監負責。 

 

32.08 助理區總監 

 

協助區總監執行其在區內的職務，並須向所屬區總監負責。 

 

32.09 分區總監 

 

負責在香港其所屬的分區內，透過推廣女童軍運動，堅持女童軍原則及維持其水準

以促進女童軍運動的發展；與其分區助理及領袖們建立優良的團隊精神，並須向所

屬區總監全面負責。 

 

32.10 分區助理 

 

協助分區總監執行分區內職務，並須向所屬分區總監負責。 

 

32.11 領袖 

 

領袖分為隊務領袖及副領袖。隊務領袖須按照訓練綱領，領導隊中女童軍成爲有責

任感的世界公民、建立團隊精神，及引導隊員體驗女童軍運動的樂趣。副領袖則協

助隊務領袖，二者均須向所屬分區總監負責。 

 

32.12 隊務助理 

 

協助領袖處理女童軍隊務，可以是宣誓或非制服會員，並須向所屬隊務領袖負責。 

 

33.00 組別 

 

33.01 小女童軍 

 

甲、小女童軍為介乎六至十二歲生辰已宣誓的女孩子。當小女童軍達到十二歲時，

她可以繼續參與她現時參加的小女童軍隊直至該年的女童軍年度完結，即該年

的八月三十一日前。但在八月三十一日後便不能繼續成為小女童軍。 

 

乙、小女童軍隊至少須由兩個小隊組成，小女童軍數目最少為十二人，最多可達至

三十六人，須由一名年滿二十一歲的成年領袖在總會註冊為隊務領袖。成年領

袖與女童軍的比例應為 1:12。應按需要增加招募副領袖及隊務助理協助。有關

戶外活動，參照總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可能的話，每一小女童軍隊應與一

女童軍隊相屬；如無女童軍隊，小女童軍隊亦可單獨成立並註冊。 

 

丙、每一小隊由不超過六名小女童軍組成，並由小女童軍領袖委任一名小隊長及一

名小隊副。 

 

丁、小女童軍隊隊長是作為小女童軍隊與女童軍隊的橋樑，負責協助小女童軍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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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經諮詢小女童軍領袖後，她由小隊長議會提名。如小女童軍隊隊長曾

為同一小女童軍隊的成員，她離隊與歸隊的時間，必須相隔約兩年，並至少獲

得一枚「八項綱領章」。 

 

戊、宣誓章必須在小女童軍宣誓儀式後，方可佩戴在制服上。 

 

33.02 女童軍 

 

甲、女童軍是介乎十至十八歲生辰已宣誓的女孩子，並可在十五歲生辰後的任何時

間參加深資女童軍組。當女童軍達到十八歲，她可以繼續參與她現時參加的女

童軍隊直至該年的女童軍年度完結，即該年的八月三十一日前。但在八月三十

一日後便不能繼續成為女童軍。 

 

乙、女童軍隊至少須由兩個小隊組成，女童軍數目最少為十二人，建議最多可達四

十八人，須由一名年滿二十一歲以上的成年領袖在總會註冊為隊務領袖。成年

領袖與女童軍的比例應為 1:16。應按需要增加招募副領袖及隊務助理協助。有

關戶外活動，參照總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丙、每一小隊由不超過六至八名女童軍組成，包括一名小隊長及一名小隊副。小隊

長由小隊中的女童軍選出，而小隊副則由小隊長委任；每一小隊是個獨立的單

位，亦是女童軍隊的不可或缺的部份。 

 

丁、小隊長議會是女童軍隊內管理隊務及策劃活動的委員會，小隊長及女童軍領袖

均為當然委員。 

 

戊、宣誓章必須在女童軍宣誓儀式後，方可佩戴在制服上。 

 

己、小女童軍加入女童軍隊伍時，可穿著其小女童軍制服，直至其宣誓儀式爲止。 

 

33.03 深資女童軍 

 

甲、深資女童軍是介乎十五至二十三歲生辰已宣誓的女孩子。當深資女童軍達到二

十三歲，她可以繼續參與她現時參加的深資女童軍隊直至該年的女童軍年度完

結，即該年的八月三十一日前。但在八月三十一日後便不能繼續成為深資女童

軍。 

 

乙、深資女童軍隊至少須由十二人組成，深資女童軍數目最少為十二人，建議最多

可達至四十八人，須由一名年滿二十三歲的成年領袖在總會註冊為隊務領袖，

應按需要而增加招募副領袖及隊務助理提供協助。有關戶外活動，參照總會的

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丙、深資女童軍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是由深資女童軍隊伍中的深資女童軍選出，負

責管理隊務及策劃活動，深資女童軍領袖為該委員會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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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宣誓章一般須在深資女童軍宣誓儀式後，方可佩戴在制服上。如為女童軍者，

可穿著女童軍制服直至其宣誓儀式。 

 

33.04 特殊女童軍隊伍 

 

特殊女童軍隊伍是為有特殊需要的女孩子而設，凡明瞭及接受誓詞，並能從訓練綱

領中得益者，均可加入。 

 

34.00 女童軍聯誼會 

 

 凡未能繼續積極參與女童軍運動的總會會員，均可加入女童軍聯誼會。 

 
 會員接受以下責任： 

 

甲、發揚女童軍誓詞及規律的精神。 

 

乙、將上述精神傳揚至所居住及工作的社區。 

 

丙、支持女童軍運動。 

 

女童軍聯誼會行政獨立，擁有專屬的會章及委員會，但仍是總會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女童軍聯誼會贊助人是由委員會邀請擔任，而其他名譽職位之委任亦由委員會

自行決定。 

 

女童軍聯誼會會長是經香港總監推薦，由執行委員會提名。主席是在女童軍聯誼會

周年大會上由會員選出，並須由女童軍聯誼會會長簽署委任證，以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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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35.00 頒授委任狀 / 委任證的資格 

 

35.01 總監委任狀 

 

香港副總監應推薦區總監、助理區總監或分區總監，並必須首先確保她： 

 

甲、已經宣誓成為會員。 

 

乙、必須年滿二十一歲，具備良好領導才能及良好品格以及積極主動精神與會內

外人士發展良好關係。 

 

丙、認同《政策、組織與規則》中陳述的女童軍運動宗旨與方法。 

 

丁、明瞭及接受總監的各項職責。 

 

戊、擁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使她能夠接受該等責任，以及明瞭如何可以將該等

責任轉授給她的團隊成員。 

 

己、願意完成有關總監的必要訓練。 

 

庚、具有遠大的眼光，並認識到有需要掌握有關女童軍事項的最新情況，以及考

慮女童軍的福利問題。 

 

35.02 領袖及副領袖委任證 

 

甲、領袖委任證是發給完成由總會舉辦及承認的領袖訓練課程的小女童軍、女童

軍及深資女童軍隊的領袖及副領袖。該領袖如轉帶其他組別的隊伍，她必須

完成該組別的領袖訓練課程，並重新由執行委員會委任。 

 

 乙、分區總監可推薦領袖及副領袖的委任，但必須首先確保她： 

 

 i) 已經宣誓成為會員。 

 

 ii) 擔任小女童軍隊或女童軍隊的隊務領袖或副領袖者，必須年滿二十一

歲；但在某種情況下，分區總監可委任已完成由總會舉辦及承認的領袖

訓練課程而年齡介乎十八歲至二十歲的人士，以擔任副領袖之職。 

 

 iii) 擔任深資女童軍隊的隊務領袖或深資女童軍隊副領袖者，必須年滿二十

三歲，無一例外。 

 

 iv) 願意接受進一步訓練和參與分區、區及總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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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3 領袖訓練 

 

領袖的培訓應與現時領袖訓練計劃及不時更改的總監批核有關的委任徽章及證

書的準則相符。 

 

35.04 海外簽發之委任狀及資格 

 

甲、委任狀 

 

海外簽發之委任狀，是不能轉換至香港適用的。分區總監須查詢該名領袖有

關的女童軍活動的背景，並儘快將她安排至適合的隊伍。 

 

分區總監需安排該名領袖參加適當的導論課程及訓練，並知會總部有關她的

經驗及資歷，先前的培訓及資歷將獲考慮。 

 

建議簽發香港女童軍總會委任證之前，分區總監必須確認該領袖的海外委任

狀的全部要求正被付諸實行。 

 

乙、露營資格 

 

海外露營執照或證書的持有人，可由總會認可其資格，但她必須： 

 

 i) 經分區總監呈交證書影印本予露營顧問。 

 

 ii) 安排一次符合總會規則及規例的露營或度假營。 

 

 iii) 請求其所屬分區的分區總監安排露營顧問在露營或度假營期間進

行探訪。 

 

 只有當達到所規定的標準時，方可簽發適當的香港女童軍總會露營資格（證

書）。 

 

 丙、其他女童軍資格，須由適當的總監考慮並確認。 

 

36.00 頒發委任證/委任證書的資格 

 

36.01 分區助理的委任 

 

分區總監可推薦委任她的分區助理，而該名人士須符合以下資格： 

 

甲、必須年滿二十一歲，並願意承擔責任。 

 

乙、是一位宣誓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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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具備成爲良好領袖的才能。 

 

丁、明白其作為分區團隊的一員，須向分區總監負責及與她合作。 

 

36.02 區中的委任職位：秘書、司庫、統籌人、顧問、助理、興趣章秘書、興趣章評核

員及其他委任職位 

 

在推薦以上各委任職位的人選之前，香港副總監應確保候選人： 

 

甲、具備知識、經驗及資格承擔特定的責任。 

 

乙、認同《政策、組織與規則》及手冊中陳述的女童軍運動宗旨與方法。 

 

丙、明瞭她∕他作為區團隊的一員，須向區總監負責。 

 

37.00 成人會員的認可資格 

參閱「資格總覽」 

 

38.00 旗幟 

 

38.01 下列的旗幟可公開在各項儀式典禮中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一個國家獲認可的國旗 

世界女童軍協會世界旗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旗 

香港女童軍香港總監旗 

隊伍隊旗 

小女童軍隊隊旗 

 

如需手持巡行或升掛其他的旗幟，必須獲得香港總監或其代表的許可。 

 

38.02 女童軍隊隊旗 

 

印有註冊隊名的世界旗或香港女童軍總會會旗，均可成為小女童軍隊、女童軍隊

及深資女童軍隊的認可旗幟。 

 

38.03 深資女童軍隊隊旗 

 

深資女童軍隊可使用世界旗或香港女童軍總會會旗作隊旗，亦可依據核准的基本

設計圖案自行設計隊旗；有關設計的詳情，可向香港副總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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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 一般安全規則 

 

 甲、任何人士參加由總會主辦的活動時，必須遵守總會有關個別活動的安全規則。 

 

乙、凡在非原定集會地點舉辦的活動，必須由總會認可的一位委任領袖/總監或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的成年人督導進行且須事先知會總部。就該等活動而

言，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會員必須獲得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書面同意。 

 

丙、在安全規則內，就特定活動而訂定的規則，必須在任何時候予以遵守。負責

領袖須符合最新的資格要求，具備一般知識、經驗及決斷力，以確保活動安

全進行；如有需要，她可徵詢總會的有關總監的意見。 

 

丁、參加總會活動的參與者亦必須遵守相關香港特區政府部門及總會所認可的專

業機構的安全規定。 

 

戊、至於總會的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未有涵蓋之冒險性活動的規則，負責領袖在

諮詢適當的總監情況下，應遵守總會所認可的適當政府部門及專業機構所訂

立之規則及指引。 

 

己、總會的所有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適用於與其他機構合辦之活動。如舉辦聯合

活動時，負責領袖必須獲得適當的總監書面批准。在取得該批准時，負責領

袖須遵守安全規則並確保負責此類聯合活動的人士必須具備必要的訓練及

經驗。 

 

庚、戶外活動舉行前及舉行期間，負責領袖必須密切注意天氣情況，以確保活動

得以安全舉行。 

 

辛、有關所有特定活動安全及必需的資格， 請參閲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活動安全

規則及指引及資格總覽。 

 

40.00 制服 

 

40.01 穿著制服的女童軍會員代表香港女童軍總會。所有制服必須穿著正確及整齊、切

合有關場合，並嚴格根據制服手冊規定。 

 

40.02 來自海外的女童軍，如在香港的女童軍隊伍註冊，必須穿著香港女童軍制服。她

可佩戴原有的宣誓章及其在其國家考取的資格章。 

 

40.03 制服手冊屬《政策、組織與規則》文件的一部分。任何變更須與《政策、組織與

規則》的修改程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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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 《政策、組織與規則》的修改 

 

政策、組織與規則只可經會務委員會的特別大會通過的特別決議方可予以修改。

就建議修改《政策、組織與規則》的任何會務委員會會議，必須在不少於一個月

前發出通知，而有關會議的通知應詳列所建議的修改內容。 

 

 

（中英文本若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