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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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務領袖/活動負責領袖（以下簡稱負責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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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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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領袖應密切留意活動地點安全及參加者狀態，及衡量環境情況，決定是

否需要更改活動將活動押後，甚或取消（見註四） 

雷暴警告 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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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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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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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天文台發出寒冷或酷熱天氣警告，意味著天氣會持續寒冷或酷熱。領袖應衡量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將活動押後，甚至取消。在寒南天

氣下，建議參加者多穿保暖衣物以防低溫症。在酷熱天氣下，避免過份暴露在陽光下，因身體未能有效散發體溫，便可能出現痙攣、熱衰竭

及中暑等徵狀。若陽光猛烈，亦應提醒參加者配戴闊邊帽子及能過濾紫外光的太陽眼鏡，並於外露的身體部分重複塗抹防曬系數15或以上的

防曬油（有關在炎熱及潮濕或寒冷的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須知，可參閱附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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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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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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任何戶外活動（包括在度假營或露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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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如需服用藥物，須按「藥物使用指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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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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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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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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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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 

在炎熱及潮濕或寒冷的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須知 

 

1. 在籌劃戶外活動時，活動主辦單位/隊伍先進行全面及周詳的計劃，並作風險評估及制訂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以應付任何突發情況 (包

括天氣變化)。 

 

2. 在炎熱及潮濕的天氣下從事劇烈及持久的戶外活動，尤其是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時，參加者因身體未能有效散發體溫，便可能出

現熱痙攣、熱衰竭及中暑等徵狀，嚴重的甚至因而致死。體能較差、缺乏運動、病後虛弱及不習慣在炎熱及潮濕環境下活動的參加者，

最易發生上述情況。活動負責領袖/導師須注意下列各項： 

a. 在炎熱及潮濕的季節進行戶外活動時，應注意氣温及濕度並在戶外活動上作出適當調整 

b. 能循序漸進地安排活動，讓參加者能逐漸適應炎熱及潮濕的天氣 

c. 盡可能穿著寬鬆和通爽的衣物，戴上闊邊帽子以阻擋陽光直射 

d. 在酷熱及潮濕的環境下進行持久及劇烈的戶外活動時，應多作小休及經常喝清水以補充失去的水份 

e. 留意參加者不適的徵狀，例如心跳率可顯示運動對身體構成多少壓力；並提醒參加者如有任何不適，應及早知會活動負責領袖/導

師 

f. 讓患者躺在陰涼及空氣流通的地方，解除他/她的衣物束縛，雙足翹起 

g. 若患者是清醒的，可給予適量清水以補充失去的水份 

h. 如有需要，可用毛巾濕敷或扇涼方式降低患者體溫 

i. 若情況嚴重，則需盡快召援醫療人員。若患者失去知覺，應立即送院治理 

j. 有關預防中暑的進一步資料可參閱衛生署網頁：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htm 

 

3 香港每年均會經歷寒冷季節，期間天氣或會有突然而來的轉變，受冬季季候風的影響，氣溫可能會急劇下降及下雨，天文台會發出寒冷

天氣警告。戶外活動參加者當身處寒冷的地方又沒有足夠衣服保暖，就容易導致體溫下降，甚至患上低溫症，嚴重的低溫症是可以致命

的。因此，活動負責領袖/導師須注意下列各項： 

a. 為在冬季期間進行的戶外活動制訂計劃的同時，擬定遇上寒冷天氣的應變措施（例如考慮押後甚或取消有關活動等）；並須經常留

意天氣的變化，若有需要，活動負責領袖/導師應衡量情況及參加者的身體狀況按既定的應變措施作相關安排，以保障參加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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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 

b. 決定如常進行活動，應要求參加者注意保暖，穿著足夠的禦寒衣服，及帶備合適的禦寒裝備，例如雨衣或防水外套、優質睡袋等； 

c. 避免讓參加者長時間置身在寒風中；活動中應有適當的休息，不應過勞，減低體力的消耗 

d. 適時進食高熱量食物和熱飲，保持體溫 

e. 活動的期間，應觀察參加者有否出現疲倦、沒精打采、皮膚冰冷、步履不穩、發抖、肌肉痙攣、口齒不清、產生幻覺等低溫症的癥

狀，若出現以上的癥狀，應馬上用衣服或求生袋、睡袋包裹身體以保暖，並盡快將患者帶到安全地方尋求協助 

 

有關寒冷及酷熱天氣警告的進一步資料可參閱香港天文台網頁：http://www.hko.gov.hk/wservice/warning/coldhotc.htm 

 

有關體育活動–寒冷天氣情況下的應變措施，可參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網頁：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bulletin-boar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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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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