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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一般安全指引 
甲 一般安全規則 

I.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員無論負責任何形式之活動，必須持有總會規定之適當資格。 

II. 負責領袖必須嚴格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licy, Organization and Rules)內一般安全規則： 

「政策、組織與規則」 第39條：一般安全規則 

1. 任何人士參加由總會主辦的活動時，必須遵守總會各項活動的安全規則。 

2. 凡在非原定集會地點舉辦的活動，必須由一位委任領袖、總監或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總會認可的成年人士負責督導進行，

並須於活動舉行前知會地域辦事處。以及十八歲或以下的會員參加，必須獲得家長或監護人的書面同意。 

3. 在安全規則內，就特定活動而訂定的規則，必須所有遵守。負責領袖須持有認可資格、一般知識、經驗及決斷力，足以確

保活動安全進行；如有需要，她可徵詢總監或總會的意見。 

4. 參加者在參與總會舉辦活動時，必須遵守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專業團體的安全規則。 

5. 至於本書未能涵蓋之冒險性活動的安全規則，負責領袖應請示總監，並遵守有關政府部門/專業團體所訂之指引。 

6. 所有安全規則適用於與其他團體合辦的活動，負責領袖必須獲得其所屬總監書面批准。在批准有關活動時，所屬總監應確

知參與的各領袖對相關的安全措施有深入的認識；而負責此類聯合活動的人士，更必須有適當的訓練及資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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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活動安全的舉行。 

8. 所有特定活動及資格要求，請參閱香港女童軍總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及「委任及資格總覽」。 

III. 凡舉辦任何於恆常集會地點以外的活動，負責領袖須於活動前一星期填妥「隊伍外出活動通知書」遞交予所屬分區總監及地域辦

事處。 

IV. 凡舉辦任何形式的度假營或露營，必須最少於營期指定日期前填妥「度假營或露營申請表/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或露營申請表」

遞交予程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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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以當天課程開始前兩小時由香港天文台發出之天氣報告為準 (活動負責領袖/主辦方亦有權因應天氣情況提早取消活動以保障參加者安

全) 

類別 
戶內活動 

（見註一） 
戶外活動 

(不包括海上活動) 
度假營/露營 
（見註二） 

海上活動 
（見註三） 

寒冷天氣/酷熱天氣/ 
山泥傾瀉/霜凍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領袖應密切留意活動地點安全及參加者狀態， 

如有需要，應安排參加者於戶內暫避或離開 

雷暴警告 照常 活動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強烈季候風信號 照常 照常 照常 

延期/取消 

颱風信號 

一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三號風球 照常 延期/取消 
活動延期或取消， 

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者留在

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八號風球或以上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延期/取消 

暴雨警告信號 

黃色 照常 

活動延期或取消；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負責

領袖應安排參加者於戶內

暫避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負責領

袖應安排參加者於戶內暫避

紅色 活動延期或取消； 
若活動正在進行中，負責領袖應確保參加者留在安全地方，直至警告解除 黑色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高 (7) 照常 應盡量減少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活動負責領袖應勸喻對空氣污染敏感（即

患有心臟病及呼吸系統毛病）的參加者不要參加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  甚高 (8-10) 照常 

嚴重 (10+) 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應予以中止、取消或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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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戶內活動」指在戶內地方進行的活動和訓練，包括於恆常集會地方以外舉行的戶內活動。活動負責領袖必須遵照有關活動場地的使

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 

註二：正值度假營及露營舉行期間，懸掛三號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營負責領袖須考慮所有安全因素，包括道路安全等，

然後透過分區總監及區總監聯同香港副總監商討決定是否解散女童軍。 

註三：海上活動須遵照有關活動場地的使用守則及惡劣天氣安排或場地教練的指引。 
 
乙 活動前準備工作 
 

1.1 參加活動者須具備必有之技能及合適的體能。 
1.2 年齡在十八歲或以下之女童軍隊員，在獲得其家長/監護人許可後，方可參與戶外活動。 
1.3 負責領袖(包括其他成人)與參加之女童軍隊隊員人數，必須合乎各項活動之比例要求。 
1.4 須遞交相關之資料予有關總監及香港女童軍總會有關部門職員，包括於出發前提交活動資料、參加者之姓名及參加者家長/監護

人之緊急聯絡電話。 
1.5 進行相關之訓練及籌備工作。如安排簡介會及活動前訓練，使參加者對活動意義、活動詳情、適當衣著、需携帶物品及需注意事

項有充份之了解。 
1.6 發出有關活動之「家長通告」，通知參加者家長/監護人活動日期、目的地、集合及回程時間與及家長或監護人緊急聯絡電話；並

收回「家長同意書」、「健康證明書」及「藥物使用委托書」 
1.7 負責領袖應要求家長/監護人在參與戶外活動當天為參加者量度體溫，並在領袖提供的記錄表上填寫有關「體溫量度表」。負責領

袖應按家長/監護人交回的記錄決定參加者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加戶外活動。如參加者參與度假營或露營連續多天的戶外活

動，則負責領袖應在每天進行活動前為參加者量度體溫。 
1.8 負責領袖須適當地分配工作，並明確制訂各工作人員的職務和工作範圍，以便各司其職，彼此照顧。 
1.9 適當地將參加者分成小隊或小組，委派帶領活動之領袖或其他成人或小隊長專責照顧每一小隊或小組。 
1.10 負責領袖應經常留意天氣報告及天氣預測。 
1.11 負責領袖應留意戶外活動和四周環境的潛在危險，並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以確保安全。同時應鼓勵參加者在發現任何不尋常事

情或問題時，盡快向他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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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任何戶外活動（包括在度假營或露營期間），營負責領袖必須預先獲得贊助機構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批准，遠足活動必須注意天

氣情況及預先將活動細則連同度假營或露營申請表交到程序部，並於活動前知會警方及營地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丙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2.1 負責領袖須帶同參加者之「家長同意書」、「健康證明書」及「藥物使用委托書」出發。 
2.2 負責領袖須確保活動依計劃進行。 
2.3 留意每項活動的安全措施及確保參加者遵守有關措施。 
2.4 參加者如需服用藥物，須按「藥物使用指引」。 
2.5 如有參加者身體不適，應作適當治理。如有需要，由協助帶領活動的領袖或成人陪同到醫院，並通知有關家長/監護人。亦可按

情况通知家長/監護人接走參加者。但切勿讓任何參加者自行離去。 
2.6 如有參加者受傷，應立即停止活動予以急救。如有需要，召喚救傷車及報警。並盡速通知有關家長/監護人(到醫院會合)及總監/

總會職員。 
2.7 如有意外發生，負責領袖應在安全情况下，將參加者撤往安全地方或解散回家。並盡速通知有關家長/監護人及總監/總會職員。 
2.8 意外發生後，負責活動領袖應向有關贊助機構負責人及總監提交事件之書面報告。 

 
丁. 活動後跟進事項 

3.1 確保活動後隊員安全離開活動場地。 
3.2 如有意外事件，因應情況作適當處理；及於事後向有關機構及女童軍總會有關部門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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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負責領袖及急救員評估情況 

意外事件發生 

召喚救護車，並

由營職員陪同受

傷參加者赴醫院 

由營職員陪同受傷

參加者使用最便利

之交通工具赴醫院 

負責領袖 / 活動負責人： 
 通知營地職員及負責總監* 
 通知校方/贊助機構負責人 
 通知受傷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 
 安撫其他參加者，繼續活動** 

負責領袖/活動負責人/總監及校

方/贊助機構負責人了解最新情況 

負責領袖/活動負責人將情況

告知家長/監護人並由他們接

手後營職員才可離開醫院 

急救員施行必要

之急救步驟 

照顧受傷會員

領袖通知 
所屬分區總監 

負責領袖/活動負責人填寫意

外事件報告表，並於意外發

生後一星期內將意外事件報

告表***交回地域發展部 

送抵醫院 

緊急情況 - 需要送院或看醫生 非緊急情況 - 可自行處理 

*  請參閱「發生嚴重事故通知流程」 
** 一般情況下活動應繼續進行，如遇

特別嚴重情況，請將參加者安排於

安全地方，待總監/職員到場處理 
*** 請參閱附件「意外事件報告表」 

情況改善 

負責總監於管理委員會

報告有關意外 

填寫意外事件報告表，並於意

外發生後一星期內將意外事件

報告表***交回地域發展部 

註：必須由香港總監或其指派人士回答任何傳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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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嚴重事故通知流程 
 
 

 
 
 

 
 
 
 

 
 
 
 
 

 
 
 
 

 
 
 
 
 
 
 
 
 
 
 
 
 
 
 
 
 
 

負責領袖 / 
活動負責人 

營地職員 

營地主任 

營地幹事 

分區總監 / 
活動負責總監 

上級總監 

贊助機構 / 
校方負責人 

地域發展部/活動

統籌部門相關職員 

有關幹事 各副總監 

香港總監 

必須確保持有有關人士的聯絡電話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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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集會、總會活動及其他機構活動 
 
甲 集會 

1. 資料記錄 
1.1 保存隊員個人資料記錄表 (方便與家人/監護人聯絡) 
1.2 通知隊員家人/監護人集會資料，詳列集會日期、時間、地點及須注意事項 
 

2. 集會期間 
2.1 安排集會於安全地點(如課室、禮堂、草地等)舉行 
2.2 點名確定隊員出席記錄 
2.3 確定缺席隊員辦妥告假手續或通知領袖 
2.4 如遇隊員缺席而未有辦告假手續或通知領袖，必須聯絡家人/監護人，以便找出原因 
2.5 提醒隊員依安全路線及採用適當交通工具往返集會地點 
2.6 訓練隊員自行往返集會場地及如何處理意外事故 
 

乙. 總會活動及其他機構活動 
1. 參考個別活動發出之指引，確定參加隊員安全往返活動場地及完成活動 
2. 如屬戶外活動，請參考本指引第三章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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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各類戶外陸上活動安全指引 
 
 
1. 野外鍛鍊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所有本科活動必須於進行前三個月將

路線詳情及導師名單交予總會程序部

批核 
2/ 每次活動必須有最少兩位成年領隊，並

由最少一位委任領袖為該活動之負責

領袖，其中一位應持有急救證書 
3/. 帶隊導師必須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中

央註冊組導師並依照 1：7 人數比例 
4/ 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5/ 提醒參加者： 

a. 穿著適當衣物 
b. 帶備充足糧水及裝備﹕如地圖、指

南針、急救藥箱及身分證等 
c. 遵守安全措施 

6/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手

續 
7/ 預先將活動細則連同度假營或露營申

請表送交香港女童軍總會批核，並於活

動前知會警方及營地職員有關路線資

料 

1/ 出發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

因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出發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 
b. 慎防山火，勿留火種 
c. 勿接近危險地區，如溪澗及懸

崖 
d. 切勿自行離隊 
e.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況，量力

而為﹔中途應有適當休息 
f. 遵守郊野守則及愛護郊野 
g.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3/ 帶備充足糧水及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遇有意外，應保持冷

靜，商議解決辦法，尤須注意安全

問題。如有人受傷，按情况作急救

處理，然後採取適當行動；如傷者

情況嚴重，應報警求助並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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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遠足/旅行/實地考察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 1 名委任領袖及 1 名富遠足

經驗成年領隊 (其中一位應持

有成人急救證書)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2

4/ 帶隊領袖事前已充份了解行程

路線 
5/ 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提醒參加者： 

a. 穿著適當衣物 
b. 預備充足糧水及裝備﹕如地

圖、指南針、急救藥箱及身

份證等 
c. 愛護郊野 
d. 遵守安全措施 

7/ 預備急救用品 
8/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

有關手續 
9/  預先將活動細則送交香港女童

軍總會批核，並於活動前知會警

方及營地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1/ 出發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出發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 
b. 慎防山火，勿留火種 
c. 勿接近危險地區，如溪澗及懸崖 
d. 切勿自行離隊 
e.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況，量力而

為﹔中途應有適當休息 
f. 遵守郊野守則及愛護郊野 
g.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3/ 帶備充足糧水及配備急救用品 
4/ 除領隊外，並要有 1 名有經驗領袖於隊

尾，以確保隨後的隊員不致離群、墜後

或失散 
5/ 領隊與其他領袖應有默契及特定之聯

絡方式；一旦有意外，應互相通知及照

顧 
 

1/ 途中如遇天氣惡劣或遇到山洪暴

發或遇到山火而影響安全，應盡快

找尋安全地方；報警及在安全情況

下撤離 
2/ 如在活動期間遇有意外，應保持冷

靜，商議解決辦法，尤須注意安全

問題。如有人受傷，按情况作急救

處理，然後採取適當行動；如傷者

情況嚴重，應報警求助並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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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足/旅行/實地考察(續)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9/ 負責領袖須於活動前一星期填

妥「隊伍外出活動」通知書遞交

予所屬分區總監及地域辦事處。

如活動安排於度假營或露營期

間舉行，必須最少於營期指定日

期前填妥「度假營或露營申請

表」遞交予香港女童軍總會批核

10/ 預先將活動細則送交香港女童

軍總會批核，並於活動前知會警

方及營地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11/ 所有遠足活動必須於晚上 10 時

前於安全地點解散 
12/ 如安排在度假營或露營當中進

行夜行活動，必須由富經驗的導

師帶領，並需於一個月前將詳細

路線計劃以及導師履歷連同「度

假營或露營申請表」一同交予程

序部作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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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度假營 (住宿室內營舍)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有 2 名委任領袖 (其中包括

營負責領袖及活動安全主任)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2

4/ 負責領袖帶領全隊於事前計劃活

動詳情、編訂程序表及選定適當

營地 
5/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及

妥善分派工作 
6/ 進行有關訓練及安排簡介會 
7/ 準備有關物資，安排購買或自携

8/ 預備急救箱 
9/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0  預先將活動細則連同度假營或露

營申請表送交香港女童軍總會批

核，並於活動前知會警方及營地

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1/ 營期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如有男性營職員(只協助活動程序)留

宿，須入住與女童軍分開之營舍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及設施。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有隊員身體不適需送醫院，須由

一位營職員(非營負責領袖) 陪同，

並須通知家長/監護人；如患者情况

嚴重，應報警求助並通知家長 
3/  如隊員需回家，必須通知家長/監護

人到營地將隊員接走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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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露營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 2 名委任領袖 (其中包括營

負責領袖及活動安全主任)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2

4/ 負責領袖帶領全隊於事前計劃活

動詳情、編訂程序表及選定適當

營地 
5/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及

妥善分派工作 
6/ 進行有關訓練及安排簡介會 
7/ 準備有關物資，安排購買或自携

8/ 預備急救箱 
9/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0/ 預先將活動細則連同度假營或露

營申請表送交香港女童軍總會批

核，並於活動前知會警方及營地

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1/ 營期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如有男性營職員(只協助活動程序)留

宿，須入住與女童軍分開之營區 
3/ 遵守郊區守則及愛護郊野 
4/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及設施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有隊員身體不適需送醫院，須由一

位營職員(非營負責領袖) 陪同，並須

通知家長/監護人；如患者情况嚴重，

應報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3/ 如隊員需回家，必須通知家長/監護

人到營地將隊員接走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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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野烹飪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 2 名委任領袖 (其中包括負責

領袖及活動安全主任)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2 

4/ 負責領袖帶領全隊於事前計劃活

動詳情及程序表 
5/ 選定安全及適當可生火地點 
6/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及妥

善分派工作 
7/ 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8/ 準備有關物資，安排購買或自携 
9/ 預備急救箱 
10/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使用正確方法生火、使用爐具及

柴架﹔ 
b. 注意食物衛生 
c. 保持地方清潔﹔活動完畢後須清

理場地及熄滅火種 
3/ 遵守郊區守則及愛護郊野 
4/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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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火會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 2 名委任領袖 (其中包括負責

領袖及活動安全主任)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2 

4/ 負責領袖帶領全隊於事前計劃活

動詳情及程序表 
5/ 選定安全及適當可生火地點 
6/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及妥

善分派工作 
7/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

習 
8/ 準備有關物資，安排購買或自携 
9/ 預備急救箱 
10/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帶備電筒﹔注意在黑暗中之安全 
b. 使用正確方法生火 
c. 保持地方清潔﹔活動完畢後須清

理場地及熄滅火種 
d 遵守郊區守則及愛護郊野 
e.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例如有人燒

傷，按情况作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

嚴重，應報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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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繩網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在

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小

組。同時亦須由香港女童軍總會認可

機構教練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屬

場地的安全指引或中國香港挑戰網

陣協會的安全守則安排基本人數比

例  
 (參考:http://www.ccahkc.org/ccahkc/new/)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必須有該隊領袖在場陪同參加者﹔

並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

告，因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

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使用適當裝

備 
b. 遵從導師指導進行活動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

力而為。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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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攀爬活動 (包括攀岩/運動攀登等)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在

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小

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認可

機構教練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屬

場地的安全指引或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的運動攀登訓練手冊或攀

岩訓練手冊安排基本人數比例 
   (參考:http://www.hkmu.org.hk/)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必須有隊領袖在場陪同參加者﹔並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

因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使用適當裝備，

如安全帽 
b. 遵從導師指導進行活動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

力而為。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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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野外定向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

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

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認

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

屬機構或場地的安全指引安排基本

人數比例，一般而言，屬於公園內的

定向活動 小女童軍組為 1：8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10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該隊領袖應在場陪同參加者﹔並安

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8/ 預先將活動細則送交香港女童軍總

會批核，並於活動前知會警方及營地

職員有關路線資料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使用適當裝備 
b. 遵從導師指導進行活動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

為 
d. 遵守郊區守則及愛護郊野 
e.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f. 參加者無論能否完成，都必須回

到起點或終點向領袖報到，以便

點算人數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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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歷奇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在

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小

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認可

機構教練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屬

場地的安全指引安排基本人數比例。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該隊領袖應在場陪同參加者﹔並安

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使用適當裝備，如

安全帽 
b. 遵從導師指導進行活動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告

(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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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箭藝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在場，

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小組。同

時亦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

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屬場地的安全

指引安排基本人數比例。一般而言，教練

及學員人數比例 1：20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該隊領袖應在場陪同參加者 
5/ 預備急救箱 
6/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

告，因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

舉行 
2/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使用適當裝備 
b. 遵從導師指導進行活動 
c. 留意與圍觀人士安全距離 

3/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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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單車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每次活動必須有最少二位成年領隊，

並由最少一位委任領袖為該活動之

負責領袖，以及其中一位持有成人急

救證書。負責活動導師最理想能持有

有關資格；否則最少對該項活動有所

認識並具備相關之經驗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隊員人數比例 

小女童軍組為 1：5 
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組為 1：5 

4/ 該隊領袖應在場陪同參加者﹔並安

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

有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參加者必須﹕ 

a. 檢查及肯定單車性能良好 
b. 穿著適當衣物及防護裝備，如安

全帽 
c. 按照指定路線前行，切勿離隊 
d.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

為 
e. 參加者無論能否完成，都必須回

到起點或終點向領袖報到，以便

點算人數 
4/ 現場必須配備準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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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先鋒工程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袖

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小隊或

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認

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行。亦須根據所

屬場地的安全指引安排基本人數比

例。一般而言， 教練及學員人數比例

1：8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該隊領袖必須在場陪同參加者﹔並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 
5/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習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關

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

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

有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防護裝備 
b.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

為 
4/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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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水上活動 
 
甲. 一般安全規則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員或非會員無論參與任何形式之水上活動，必須持有總會規定之適當資格。 

- 可參與水上活動資格包括：持有水試證書或簽署水上活動參加者聲明及免責書 (後者只適用於非會員及親子活動)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員必須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licy, Organization and Rules)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同時必須遵守香港

女童軍總會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或其他機構場地的安全規則。 
 所有海上旅程(指由出發地起距離超過10海里以上的旅程)，隊領袖必須於活動前一個月填妥海上旅程申請表連同旅程計劃書一併呈交香港

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批核。 
 凡參加各項水上活動/訓練者，必須簽署香港女童軍總會發出之有關活動參加者聲明。 
 凡未滿十八歲參加各項水上活動/訓練者，必須提交家長同意書。 
 參加者於女童軍營地內進行水上活動期間，必須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游泳活動除外)；於其他水上活動中心進行活動時，必

須遵從該中心或主辦機構的安全規則。 
 參加者應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的膠鞋。 
 所有水上活動資格均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安排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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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各類型水上活動 
 
1. 水試活動 (水試證書)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至少持有拯溺

銅章或游泳教師資格 
4/ 確保參加者已接受適當訓練及練

習 
5/ 預備急救箱 
6/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需技巧 
3/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 
b.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4/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及有合資格的

救生員當值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備註： 
- 有關水試證書要求，請參閱香港女童軍總會「委任及資格總覽」內之 4.1(水試證書守則) 
- 持有以下證書，可經由程序部審核後簽發水試證書。 

I. 小女童軍游泳章 (進階) 
II. 女童軍游泳章 (初階/進階) 
III. 泳會發出之證明信件 
IV. 拯溺銅章或以上 
V. 游泳或拯溺教師 

- 活動參加者必須於活動前已持有水試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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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木舟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由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相關資格 

4/ 每名教練不能督導超過八名參加

者(如參加者的年齡介乎八至十一

歲，則每名教練不能督導超過六

名參加者)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每次進行獨木舟活動最少要三艇同行 
4/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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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筏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並由香港女童軍總會

認可的教練督導下進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教練/導師必須持有相關

資格 

4/ 每一名教練/導師不能督導超過八

名參加者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不

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隊

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4/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

須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

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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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泳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必須有合資

格的救生員在場當值的場地內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相關資格 

4/ 每一名成人不能照顧超過十名參

加者(如參加者的年齡介乎八至十

歲，則成人與參加者的比例應為

一對五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需技巧 
3/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適當衣物及裝備 
b.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4/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及有合資格的

救生員當值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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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帆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相關資格 

4/ 每一名教練不能督導超過六名參

加者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活動必須以結伴同行形式進行 
4/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

參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

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

急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

警求助及通知家長 

事 後 提 交 跟 進 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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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滑浪風帆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相關資格 

4/ 每一名教練不能督導超過五名參

加者 (如參加者的年齡介乎八至

十三歲，則每名教練不能督導超

過四名參加者)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活動必須以結伴同行形式進行 
4/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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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賽艇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有關資格 

4/ 每一名教練不能督導超過八名參

加者或四隻賽艇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活動必須以結伴同行形式進行 
4/ 參加者必須﹕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5/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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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龍舟活動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負責領袖須委派最少 1 名委任領

袖在場，並安排足夠的人手照顧

小隊或小組。同時亦須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認可機構教練督導下進

行 
2/ 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負責活動導師必須持有相關資格 

4/ 每一名教練只能督導一條龍舟上

的參加者 
5/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女童軍總會

規定之適當資格 
6/ 預備急救箱 
7/ 發出有關通告及依照程序辦妥相

關手續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天氣報告，因應

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期舉行 
2/ 負責領袖於隊員出發前，必須肯定所有

隊員能掌握所須技巧 

3/ 參加者必須聽從主辦機構指示﹕ 
a. 穿著符合安全標準的救生衣/助浮衣 

(於女童軍營地範圍內必須穿著) 
b. 穿著合適的衣服及包趾和包跟膠鞋 
c. 按自己體能及身體狀况，量力而為 

4/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負責領袖須參

考「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

2/ 如在活動期間發生意外，按情况作急

救處理﹔如患者情况嚴重，應報警求

助及通知家長 

事後提交跟進報

告(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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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航空活動 
各領袖在進行航空活動時，必須遵守以下各項﹕  
 
甲. 保險 

1. 所有航機必須按照本港民航處之規定及要求購有保險。 
2. 總會會員如駕駛任何航機，必須另購特別保險。總會保險制度並不包括此項活動保險。 

 
乙. 家長同意書 

十八歲以下之總會會員，必須持有家長同意書。 
 
丙. 參觀航空機構或參加航空活動 

1. 在進入任何機場重地時，負責領袖必須 
1.1 獲得有關方面准許 
1.2 詳細知道有關機場設備及佈置，航機動態及有關安全措施。 
1.3 向所有隊員作詳細的提示及解釋。 

 
注意﹕如總會會員只進入機場參觀，或參觀空軍基地，可豁免遵守上述之規則。 
 
2. 參加飛行活動 

負責駕駛航機之機師或指導員，必須持有香港民航處認可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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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其他活動 

指定活動申報 
總會所購買的第三者責任保險（Public liability）保障總會、其員工及義工於以總會之名義安排活動或工作期間對第三者引致之法律責

任。保單基本上保障總會所有在香港境內所舉行之活動，下列活動風險比較高，因此需要在活動進行四星期前向總會申報，保險公司

會因應活動風險建議購買團體意外保險。 
 

指定活動包括:  
1. 野外攀岩或游繩下降 5. 跳傘、滑翔傘、降傘、帆傘運動以及相近運動 
2. 所有水上活動 (遊船河除外) 6. 任何涉及飛機或直昇機的活動 (民航客機除外)  
3. 騎馬 7. 參加者達一千人以上的嘉年華或集體活動 
4. 笨豬跳  

註：攀登人工石牆或參加在新德倫山莊的挑戰繩網陣並不屬於指定活動，因此無需預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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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境外交流活動 
境外活動指任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舉行，以女童軍代表團參加的活動，例如國際大露營、世界中心活動、會議、國內交流等，當中需

要穿著制服出席活動。 
 
有關境外活動的負責領袖要求及申請手續請參考「委任及資格總覽」第 3.3.5 項。 

準備工作 活動期間須注意事項 緊急事故應變措施 跟進工作 
1. 最少 2 名委任領袖 (其中包括營負責領袖及活動安全主任)
2. 如以隊伍參與活動，帶隊者須為該隊委任領袖 
3. 確保依照領袖及女童軍人數要求： 

-女童軍國際露營或住宿活動，領袖及女童軍參加者人數比

例為 1:8 
-國內交流團活動，人數比例則為 1:10 

 
4. 負責領袖帶領女童軍於事前計劃活動詳情、編訂行程及選

定適當之交通、住宿等安排 
5. 安排足夠人手照顧小隊／小組及妥善分派工作 
6. 進行有關訓練及安排簡介會，確保參加者有適當的準備如

裝備、証件、禮節等 
7. 準備有關物資，安排購買或自携 
8. 了解如何處理出入境、海關及任何突發情況 
9. 認識世界女童軍協會、海外會員機構及與香港女童軍總會

的關係 
10. 準備旅遊保險及預備急救箱 
11. 參考本指引及由國際及內地事務處發出之相關指引 

1. 活動前負責領袖須留意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之

外遊警示、天氣、當地公

共健康衛生及社會狀況，

因應不同情况决定是否依

期／按預先編排之活動行

程舉行 
2. 同團領袖須合力負責照顧

女童軍團員，並一同往返

位於香港境內之集散地點

3. 如有男性參加者一同活

動，須與女童軍分開住宿

4. 遵守當地之法規，包括郊

區守則及愛護郊野 
5. 遵守本會之活動安全指引

及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並了解活動地點之逃生及

求救方法 
6. 現場必須配備急救用品及

設施 

1. 活動中如遇天氣惡劣，

負責領袖應按照主辦單

位／當地接待單位之建

議行事，一切以安全考

量為優先 
2. 如有團員身體不適／遇

上意外需送醫院，須由

負責領袖陪同，並須通

知家長／監護人及國際

事務總監。嚴重事故

者，應向當地中國大使

館求助 
3. 如有需要，應向當地警

方求助，並通知國際事

務總監 
4. 遇上航班問題或須更改

行程，應立即通知國際

事務總監 

1. 於返港後兩個

月內呈交一份

報告書予國際

事務總監 
2. 如以隊伍、分

區或區形式參

與之活動，亦

需同時呈交報

告予所屬香港

助理總監（地

域發展） 
3. 於總會、區／

分區之活動

上，分享活動

／行程經歷和

所獲得的知識

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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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意  外  事  件  報  告  表 

 
1. 意外發生日期 時間  

地點  
 
2. 意外發生時進行的活動 

  
 

3. 意外發生時，領袖/導師的位置及工作 
  
  

 
4. 意外發生的情況 

  
  
  
  

 
5. 有否參加者受傷  有 (人數：_____)     沒有 

受傷參加者的資料： 
(i) 姓名 性別 年齡 隊號  
(ii) 姓名 性別 年齡 隊號  
 

6. 受傷者的情況 
  
  
   
  

7. 處理方法(包括進行急救) 
  
  
  
  
 
 

活動負責人簽署：  日期：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