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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 香港女童軍總會（「總會」）是根據香港女童軍總會條例（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例第 1020 章）成立。 

  

2.02 總會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進行推廣及活動。 

  

3.003.003.003.00    世界女童軍協會世界女童軍協會世界女童軍協會世界女童軍協會    

  

3.01 在 1978 年，總會被世界女童軍協會（「世協」）接納為附屬會員，而

在 1981 年成為正式會員。世協為組織總部，而總會應遵守世協會章

內列明對會員的規定。 

  

4.004.004.004.00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4.01 總會應遵守創辦人貝登堡勳爵（Lord Baden - Powell）訂立的童軍誓

詞及規律的宗旨。當中提倡的精神及道德標準是女童軍運動發展的

基礎。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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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國籍，均可加入成為會員。各人的信仰習俗均應受尊重。 

  

4.03 總會屬非政治性及自治的組織，並根據會章及會務委員會所採用的

政策、組織及規則（「規條」）處理其會務。 

  

5.005.005.005.00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5.01 如童軍誓詞及規律的宗旨內所載，為女童軍提供機會，透過自我訓

練，發展她們的品格、培養她們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並讓她們為社

會服務。 

  

5.02 透過參與及組織國際性活動，確認及鼓勵確立文化身分、建立國際

聲譽及彼此了解。 

  

5.03 提供機會給青年婦女決策總會事務，成為總會內的決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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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006.006.00    誓詞及規律誓詞及規律誓詞及規律誓詞及規律    

  

6.01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見習領袖、青年領袖、領袖、總監或欲加入

總會成為宣誓會員的任何人士必須在入會儀式上宣讀以下形式的或

規條內其中一種形式的女童軍誓詞。 

 

女童軍組、深資女童軍組、領袖、成年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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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遵守女童軍規律」 

 

註：  1.＊ 可根據會員的個人信念，選擇用「我的神明」或「我

的信仰」作為個人對誓詞的履行。 

 2.＃ 給予那些暫時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居住地方的其它國

籍人士採用。 

  

6.02 女童軍規律 

作為女童軍 

一、 我是誠信可靠的。 

二、 我會善用資源及樂於助人。 

三、 我珍惜自己並尊重他人。 

四、 我勇於接受挑戰，克服困難，從經驗中學習。 

五、 我愛護環境及一切生物。 

六、 我是友善及善待所有女童軍姊妹。 

  

6.03 小女童軍必須在入會儀式上宣讀以下形式的或規條內其中一種形式

的小女童軍誓詞。 

 

小女童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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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註：  1.＊ 可根據會員的個人信念，選擇用「我的神明」或「我

的信仰」作為個人對誓詞的履行。 

  2.＃ 給予那些暫時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居住地方的其它國

籍人士採用。 

  

6.04 小女童軍規律 

作為小女童軍 

一、 我要愛護自己、家人和社區。 

二、 我並會日行一善。 

  

7.007.007.007.00    宣誓章宣誓章宣誓章宣誓章    

  

7.01 總會的宣誓章應包括象徵三種誓詞的三葉宣誓章。 

  

8.008.008.008.00    會員資格會員資格會員資格會員資格    

  

8.01 總會只接納該等願意接受總會的宗旨及目的並服從規條者為會員。 

  

8.02 入會屬自願性質，但總會期望會員參與適當聚會。 

  

8.03 一經宣讀童軍誓詞，即成為宣誓會員，而會員有權在制服上配戴宣

誓章。 

  

8.04 會員資格分為兩種：宣誓會員及非制服會員。 

  

8.05 會員如欲退出總會，可以自由退會，惟必須以書面通知總會。 

  

9.009.009.009.00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9.01 總會由以下組織及人士管理： 

 

(a) 會務委員會 

(b) 會長 

(c) 香港總監 

  

9.02 法團應包括會長、副會長、香港總監、香港副總監、國際事務總監、

香港助理總監、會務委員會義務秘書及會務委員會義務司庫，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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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法例對其明文賦予的權力。 

 

10.0010.0010.0010.00    會務委員會會務委員會會務委員會會務委員會    

  

10.01 會務委員會的職能 

 

會務委員會的職能為監控及管理總會的事務，尤其是： 

 

(a) 推廣及執行總會的宗旨及目的。 

 

(b) 批准政策及組織及不時制定所需的規條及規例。 

 

(c) 成立所需的委員會。 

 

(d) 設立及維持一所總部大樓作為總會行政之用。 

 

(e) 作為總會與世界女童軍協會「世協」溝通的渠道。 

 

(f) 為總會的行政管理進行籌款並管理各類款項。 

 

(g) 促使保存一份總會所擁有或持有的任何物業及資產的記錄。 

 

(h) 在香港總監的同意下，界定地方協會的範圍及建議地方協會的註

冊或註銷，並協助統籌其工作，以及就各總監與地方協會之間或

兩個或以上的地方協會之間的意見分歧作出決定。 

 

(i) 在香港總監的同意下，建議女童軍聯誼會的註冊或註銷。 

  

10.02 會務委員會應有以下人員： 

 

(a) 主席（應為會長或一位副會長） 

副會長 

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 

 

(b) 該等人員應在週年大會上由會務委員會選出，而他們的任期由委

任之日起直至下一屆週年大會為止。如會務委員會有任何人員空

缺，可由會務委員會填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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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名人員有權委託一名會務委員會委員於其缺席時作為其代表。 

  

10.03 會務委員會應包括下列有投票權的人員及有投票權的委員： 

 

(a) 人員 

 

會長 

副會長（名譽副會長除外） 

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 

 

(b) 當然委員 

 

香港總監 

香港副總監 

香港助理總監 

國際事務總監 

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 

分區總監 

 

(c) 增選委員 

 

不多於十 ( 10 ) 名的人士可加入會務委員會作為增選委員。該

等人士必須為香港居民，並要促進家長及公眾對整體女童軍運動

的信心。該等委員每年由會務委員會委任。 

 

(d) 推選代表 

 

每個地方協會及女童軍聯誼會應各推選一名代表，任期為一年。

如獲有關地方協會及女童軍聯誼會重新推選，該等委員可以連

任。 

 

(e) 獲委任代表 

 

會務委員會可邀請香港任何對教育及社會福利有興趣的團體及

組織提名一名代表出任會務委員會的委員，但經此方式提名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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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委員在任何時間不應超過八 ( 8 ) 名。該等委員應每年

進行委任。 

  

10.04 會務委員會會議 

 

(a) 週年大會應於完成審核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後六 ( 6 ) 個月內在

執行委員會指定的日期及地點舉行。特別大會可隨時由會長、香

港總監召開，或在會務委員會任何七 ( 7 ) 名委員要求下舉行。 

 

(b) 義務秘書應至少在開會前一 ( 1 ) 個公曆月向各委員發出會議

通知。加入議程事項的通知應在會議指定日期前至少二十一 

( 21 ) 日送交予義務秘書，而該會議的議程應在會議指定日期前

不少於十 ( 10 ) 日送交予每一名委員。任何委員未能收到該通

知不會使會議的事項失效。 

 

(c) 在符合(d)項的規定下，任何會務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為會

務委員會委員的三分之一（1/3）。 

 

(d) 除非任何會務委員會會議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否則除了處理有

關該會議的延期外，不得處理任何其他事務。延期的會務委員會

會議應由義務秘書在會議延期的四 ( 4 ) 個星期內再度召開，而

有不少於十二 ( 12 ) 名委員出席該再度召開的會議即構成法定

人數。 

 

(e) 在會務委員會的任何會議上，每名有投票權而親身出席的會務委

員會委員應有一票。如票數相同，會議主席應有權投決定票。除

非本會章另有所載，在任何會議上提出的問題，應以過半數票決

定。 

 

(f) 在任何正式召開的會務委員會會議上，只要有三分之二 ( 2/3 ) 

的委員出席及投票，便可決議罷免任何會務委員會委員。然而任

何會務委員會人員委任應持續至其任期完結。 

 

(g) 在週年大上，會務委員會應 

(1) 審閱報告及帳目報表。 

(2) 委任會務委員會人員、會務委員會增選委員及委任被選舉

之執行委員會委員。 

(3) 任命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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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傳閱予委員會的會議議程中列明的事宜。 

 

(h) 會務委員會在特別大會上擬處理的事宜應為有關會議的通知中

或該會議議程中（視乎情況而定）規定的事宜。 

  

    11.0011.0011.0011.00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11.01 會務委員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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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執行委員會的職能應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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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本會章第 22.04 條，在週年大會上向會務委員會呈交帳目及資

產負債表，以及總會的進展及情況報告。 

 

(c) 由香港總監推薦，委任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分區總監及領袖。 

 

(d) 促使保存所有女童軍隊伍的註冊及註銷記錄。 

 

(e) 促使保存所有委任狀及委任證的簽發及取消記錄。 

 

(f) 以認為需要的服務條件及條款，聘請所須的受薪人員。 

  

11.03 執行委員會委員 

 

(a) 當然委員 

 

主席（香港總監） 

副主席（其中一位副會長） 

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 

 

(b) 制服會員 

 

必須有不多於十名制服會員，當中包括香港副總監、國際事務總

監及一名青年制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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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制服會員 

 

非制服會員不得多於十名。 

 

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每年於會務委員會週年大會上選出。 

  

11.04 執行委員會的會議： 

 

(a) 執行委員會應每年在其指定的時間及地點舉行不少於四次會議。 

 

(b) 在符合(c)項的規定下，義務秘書應在執行委員會會議舉行前十

四 ( 14 ) 日向全體委員發出開會通知，而議程應連同通知一併

發出。如任何委員未能收到該通知，會議事項不會因此失效。 

 

(c) 若有緊急事務，香港總監可以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但必須在開

會前不少於五( 5 )日發出會議通知，而議程應連同通知一併發

出。 

 

(d) 在符合(e)項的規定下，任何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為執

行委員會委員的三分之一 ( 1/3 )。 

 

(e) 除非任何執行委員會會議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否則除了處理有

關會議的延期外，不得處理任何其他事務。延期的執行委員會會

議應由義務秘書在會議延期的四 ( 4 ) 個星期內再度召開，而有

不少於六名委員出席該再度召開的會議即構成法定人數。 

 

(f) 在執行委員會的任何會議上，每名親身出席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均

有一票投票權。在任何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問題應以過半數

票決定。如票數相同，會議主席除了本身作為委員有權享有一票

外，應有權投決定票。 

 

(g) 非執行委員會的人士可被邀請以顧問身分出席執行委員會或任

何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但並無投票權。 

  

12.0012.0012.0012.00    會長會長會長會長    

  

12.01 總會會長應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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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沒有夫人，或其夫人不願接受會長之

職，總會應在執行委員會推薦下另外委任一名人士為會長，而該名

人士須為香港居民並須致力推動整體女童軍運動。任何根據本條擔

任會長的人士應在第 12.01 條的條文得以符合時放棄其會長之職。 

  

12.03 會長是會務委員會的人員，並在會務委員會的一切會議上擔任主席。 

  

13.0013.0013.0013.00    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    

  

13.01 在執行委員會的推薦下，會務委員會可委任其認為適當數目的副會

長。 

  

13.02 副會長應由會務委員會在週年大會上選出，任期為一 ( 1 ) 年。她/

他們在每次任期屆滿時，均有資格獲重新推選。 

  

14.0014.0014.0014.00    名譽副會長名譽副會長名譽副會長名譽副會長    

  

14.01 在執行委員會的推薦下，會務委員會可在週年大會上邀請其認為適

當數目的人士擔任名譽副會長。 

  

14.02 名譽副會長由會務委員會邀請出任，任期為一 ( 1 ) 年。她/他們在

每次任期屆滿時，均有資格獲重新委任。 

  

14.03 名譽副會長為無投票權的會務委員會委員。 

  

15.0015.0015.0015.00    香港總監香港總監香港總監香港總監    

  

15.01 香港總監的職能應為： 

 

(a) 推廣及鼓勵香港的女童軍運動。 

 

(b) 協助會務委員會履行其在第 10.00 條所列明的職責上的工作。 

 

(c) 向執行委員會推薦擔任區總監及助理區總監、分區總監及領袖的

適當人選，並交由執行委員會批准。此等職位的委任狀及委任證

應由香港總監簽發。 

 

(d) 促使保留全部的註冊及除名記錄，以及所有發出的、撤回的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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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的委任狀及委任證記錄。 

  

15.02 香港總監應由會務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提名的人士中經會務委員會選

出，如當選該人士須表明同意擔任香港總監。當然委員的提名須在

選舉日前最少六個星期提出。即使現任香港總監願意連任，仍須再

次選舉。 

  

15.03 選舉應在現任香港總監任期屆滿前最少六個月在正式召開的會務委

員會會議上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獲過半數票者應予當選，而當

票數相等時，會務委員會主席應有權投決定票。 

  

15.04 香港總監的首次任期應為三年。任期屆滿時，香港總監的任期可以

再度延長三年，但在連任後，應停任三 ( 3 ) 年，方可由同一人再

度出任該職。 

  

15.05 香港總監的委任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狀作為証明。 

  

15.06 如香港總監不能履行其日常職責，執行委員會應委任一名香港副總

監擔任署理香港總監之職。 

  

15.07 香港總監有自由隨時辭職。如有辭職或根據第 15.08 條的規定被免

職，會務委員會應根據第 15.02 及第 15.03 條向會務委員會的當然委

員取得新香港總監的提名。新香港總監須在香港總監辭職或被免職

後三 ( 3 ) 個月內選出。 

  

15.08 如會務委員會在特別大會上決議，為了總會的利益，必須將香港總

監免職，則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就香港總監免職一事舉行會務委員

會全體委員投票。如 75%投票贊成，會務委員會應向會長建議取消

香港總監的委任狀及要求交還該委任狀。 

  

16.0016.0016.0016.00    香港副總監香港副總監香港副總監香港副總監    

  

16.01 香港副總監應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提名，並由會務委員

會委任。 

  

16.02 香港副總監的任期為三 ( 3 ) 年。首次任期可再延長三 ( 3 ) 年，但

延長任期須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推薦方可。在連任後，

應停任三年，方可由同一人再度出任該職。在職的香港副總監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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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應在委任新香港總監後立即終止，但同一人可立即獲重新委任擔

任同一香港副總監之職。 

  

16.03 香港副總監的委任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狀作為証明。 

  

16.04 如會務委員會在特別大會上決議，為了總會的利益，必須將香港副

總監免職，則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就香港副總監免職一事舉行會務

委員會全體委員投票。如 75%投票贊成，會務委員會應向會長建議

取消有關香港副總監的委任狀及要求交還該委任狀。 

  

17.0017.0017.0017.00    香港助理總監香港助理總監香港助理總監香港助理總監    

  

17.01 香港助理總監應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提名，並由會務委

員會委任。 

  

17.02 香港助理總監的任期為三 ( 3 ) 年。首次任期可再延長三 ( 3 ) 年，

但延長任期須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推薦方可。在連任

後，應停任三 ( 3 ) 年，方可由同一人再度出任該職。在職的香港

助理總監的任期應在委任新香港總監後立即終止，但同一人可立即

獲重新委任擔任同一香港助理總監之職。 

  

17.03 香港助理總監的委任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狀作為証明。 

  

17.04 如會務委員會在特別大會上決議，為了總會的利益，必須將香港助

理總監免職，則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就香港助理總監免職一事舉行

會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投票。如 75%投票贊成，會務委員會應向會長

建議取消香港助理總監的委任狀及要求交還該委任狀。 

  

18.0018.0018.0018.00    國際事務總監國際事務總監國際事務總監國際事務總監    

  

18.01 國際事務總監應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推薦，再由會務委

員會委任。 

  

18.02 國際事務總監的任期為三 ( 3 ) 年。首次任期可再延長三 ( 3 ) 年，

但延長任期須由香港總監經諮詢執行委員會後推薦方可。在連任

後，應停任三 ( 3 ) 年，方可由同一人再度出任該職。在職的國際

事務總監的任期應在委任新香港總監後立即終止，但同一人可立即

獲重新委任擔任同一國際事務總監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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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如會務委員會在特別大會上決議，為了總會的利益，必須將國際事

務總監免職，則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就國際事務總監免職一事舉行

會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投票。如 75%投票贊成，會務委員會應向會長

建議取消國際事務總監的委任狀及要求交還該委任狀。 

  

19.0019.0019.0019.00    義務秘書義務秘書義務秘書義務秘書    

  

19.01 義務秘書應由香港總監向會務委員會推薦。 

  

19.02 義務秘書應由會務委員會在週年大會上委任，任期為一 ( 1 ) 年，

並有資格在每次任期屆滿時獲重新委任。 

  

19.03 義務秘書之委任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證作為証明。 

  

19.04 如義務秘書一職出缺，香港總監應委任一名會務委員會委員履行義

務秘書職務，直至委任新義務秘書為止。該名委任人士應擁有義務

秘書的所有權力。香港總監應向會長及會務委員會委員提出委任建

議。 

  

20.0020.0020.0020.00    義務司庫義務司庫義務司庫義務司庫    

  

20.01 義務司庫應由香港總監向會務委員會推薦。 

  

20.02 義務司庫應由會務委員會在週年大會上委任，任期為一 ( 1 ) 年，

並有資格在每次任期屆滿時獲重新委任。 

  

20.03 義務司庫之委任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證作為証明。 

  

21.0021.0021.0021.00    委任委任委任委任狀狀狀狀及委任及委任及委任及委任證證證證    

  

21.01 任何獲授權擔任下列職位之人士，應以會長簽發的委任狀作為証明： 

香港總監 

香港副總監 

香港助理總監 

國際事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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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任何獲授權擔任下列職位之人士，應以香港總監簽發的委任狀作為

証明： 

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 

分區總監 

  

21.03 任何獲授權擔任下列職位之人士，應以香港總監簽發的委任證作為

証明： 

領袖 

副領袖 

分區助理 

  

21.04 在香港總監的推薦下，執行委員會有權取消香港總監簽發的委任狀

及委任證及要求交還該委任狀或該委任證。 

  

21.05 所有委任狀及委任證為總會所有，不得轉讓。 

  

22.0022.0022.0022.00    財務及物業財務及物業財務及物業財務及物業    

  

22.01 總會應設立銀行帳戶，而每個帳戶的適當授權簽署人必須由執行委

員會批准。所有銀行帳戶必須包括義務司庫為其中一名授權簽署人。 

  

22.02 開設新銀行帳戶必須由執行委員會批准。 

  

22.03 義務司庫應促使保留總會一切收支款項及一切資產債務的真實帳

目。 

  

22.04 總會的帳目應每年進行一次獨立審核，而經核數師核証的帳目報表

及資產負債表應向執行委員會呈交，用以提交週年大會。 

  

22.05 凡總會購買或取得的所有物業或投資必須先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總

會的資產必須根據條例以總會的名義持有。 

  

22.06 總會的收入應用於總會管理、行政及運作上的費用及開支，及物業

的保養及維修之上。總會所收到的一切捐款及在每個財政年度終結

時的任何收入盈餘應用於推動總會的工作。 

  

22.07 捐款人對總會作出的任何捐獻均不應授予該捐款人對總會有任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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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權，而總會不應接受任何意圖對總會有控制權的捐款。 

  

23.0023.0023.0023.00    法團印章法團印章法團印章法團印章    

  

23.01 執行委員會應妥善保管法團印章。法團印章應根據法例規定而使

用，並只在執行委員會授權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24.0024.0024.0024.00    會章的修改會章的修改會章的修改會章的修改    

  

24.01 本會章只可經會務委員會特別大會通過的特別決議方可予以修改。

就建議修改會章的任何會務委員會會議，必須在不少於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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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 如任何委員未能出席建議對會章作出任何修改的會務委員會特別大

會，但其正式簽署的書面通知在有關會議前至少二十四 ( 24 ) 小時

已經交到義務秘書，則應將按其指示對動議的決議所投的贊成或反

對票計算在內，猶如該委員親身出席該會議一般。 

  

25.0025.0025.0025.00 總會的解散總會的解散總會的解散總會的解散    

  

25.01 會務委員會可就解散總會特別召開特別大會，如有不少於四分之三 

( 3/4 ) 出席及在會上投票的會務委員會委員的人數決議，便可將總

會解散。三分之二 ( 2/3 ) 的會務委員會委員應構成該特別大會的法

定人數。 

25.02 如果在總會解散時，在清償了其全部債項及負債後， 剩下無論怎樣

的任何財產， 該等財產不得支付給總會會員或在他們之間分配， 卻

應給予或轉讓給具有與總會目標相似的某一機構或某些其他機構，

及符合以下規定： 

 

(a) 該機構或該等機構應至少在第 22 條對總會施加限制的最大程度

上禁止將它或他們的收入及財產在它或他們的會員之間予以分

配；及 

 

(b) 在它或他們的會章中應有一條實質上與本條類似的條文。 

 

該機構或該等機構在解散之前將由四分之三（3/4）會務委員會委員

決定及在沒有此項決定情況下，將由對此事項具有司法管轄權的香



16 

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決定，及如果且只要無法使上述

條文有效，則給予某些慈善對象。 

 

（中英文本若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本為準。） 

 

 

 

 

請注意：香港女童軍總會條例 ( 第 1020 章 ) 的印刷版本於政府書店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