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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資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及領取／購買方法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on Issue and Collection/Purchase of Badges 

in Venture Scout Section 

 

此通告取代 2013 年 12 月 15 日發出之活動通告第 113/2013 號及附件。 

 

本通告現重申深資童軍支部各級徽章之簽發及領取／購買方法，以供各深資童軍領袖

及有關單位遵照，詳情如下： 

 

獲授權簽發各級徽章單位及人士對照表 

 

徽章名稱 簽發單位 簽發人士 

1. 深資童軍獎章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2. 榮譽童軍獎章 總會 總領袖及 

香港總監 

3. 深資童軍段章／ 

宗教章 

深資童軍團 深資童軍團長 

童軍區 區總監；或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4. 深資童軍金帶／ 

深資童軍肩章 
（《深資童軍訓練綱要》2010

年第 8 版內之肩章）／ 

   世界童軍環境章 

童軍區 區總監；或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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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資童軍肩章 
（新《深資童軍訓練綱要》2014

年第 9 版內之肩章） 

 

深資童軍團 深資童軍團長 

童軍區 區總監；或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6. 海上活動徽章 

（艇工章、 

  副舵手章 及 

  舵手章） 

童軍區 區總監；或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或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海上活動）；或 

助理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7. 航空活動徽章 

（航空章、 

高級航空章及 

優異航空章） 

 

童軍區 區總監；或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或 

地域航空活動代表【只限於該地域沒有有關總

監之委任】。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航空活動）；或 

助理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8. 航空活動徽章 

（跳傘章及飛行章）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或 

地域航空活動代表【只限於該地域沒有有關總

監之委任】。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航空活動）；或 

助理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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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區參與章 地域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 

總部總監（深資童軍）；或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 如個別地域同時設有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及（支部訓練）職位，則由負責 

（支部訓練）一職之總監簽署。 

 

各級徽章領取／購買方法 

 

徽章名稱 領取／購買方法 

1. 會員章 

2. 服務年星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無須出示任何證明文件。 

3. 深資童軍急救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有效之認可急救證書

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每次可購買急救章 4 枚。 

4. 深資童軍獎章 由青少年活動署送贈，所屬地域代為派發，領取時須出示由

青少年活動署發出之恭賀信正本及有效的深資童軍紀錄

冊，地域職員會於恭賀信背面蓋印證明已派發布章予該成

員。 

5. 榮譽童軍獎章 由青少年活動署送贈，童軍物品供應社代為派發，領取時須

出示由青少年活動署發出之恭賀信正本及有效的深資童軍

紀錄冊。 

6. 深資童軍肩章／ 

 深資童軍段章／ 

 深資童軍金帶／ 

 宗教章／ 

 海上活動徽章／ 

 航空活動徽章／ 

 社區參與章／ 

 世界童軍環境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獲授權人士簽署及

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之相關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

冊。註
 

7. 拯溺布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

之有效拯溺銅章或以上級別之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

錄冊。註
 

8. 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 

標誌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金紫荊獎章或總領袖

獎章證書副本，每次可購買獎章標誌 3 枚。 

9.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 

（銅／銀／金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所屬地域發出之恭

賀信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註
 

註：每張證書／獲獎證明最多可購買徽章 2 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獲獎證明
背面蓋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證書持有人。 

 
有關深資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請參閱附件一。 

 

青少年活動總監  吳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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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01/09/2014） 

 

深資童軍支部 

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 
 

1. 深資童軍獎章及證書的簽發 

a) 深資童軍獎章及證書由總會青少年活動署簽發及送贈。 

b)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後，由申請人填妥「深資童軍獎章及證書

申請表」(PT/19)，經深資童軍團長於申請表上簽署及蓋上旅／團印確認，

交童軍區及地域批准。 

c) 地域確認有關「深資童軍獎章」申請後，將申請表交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青少年活動署批閱後，將寄發「恭賀信」予申請人。深資童軍支部成員

須持「恭賀信」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並按信內指定日期，自行

往所屬地域辦事處領取深資童軍獎章2枚及證書。地域職員會於該「恭賀

信」背面蓋印證明已派發有關布章及證書予該成員。 

 

2. 榮譽童軍獎章及證書的簽發 

a) 榮譽童軍獎章由總會青少年活動署送贈，證書由總領袖及香港總監簽

發，並於香港童軍大會操後分發予各地域辦事處；而有關領取安排則由

各地域個別通知有關獲獎者。 

b)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後，申請人須填妥「榮譽童軍獎章及證書

申請表」(PT/20)，經深資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旅／團印確認。經童軍區

及地域批准及推薦後交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c) 青少年活動署批閱後，將寄發「恭賀信」予申請人。深資童軍支部成員

須持「恭賀信」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並按信內指定日期，自行

往童軍物品供應社領取榮譽童軍獎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該

「恭賀信」背面蓋印證明已派發有關布章予該成員。 

 

3. 深資童軍段章及證書的簽發 

a) 深資童軍段章及證書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童軍區或深資童軍團簽發。 

b)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段章考驗時，由總會、地域、童軍區或深資童

軍團獲授權人士填妥「深資童軍段章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

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c) 深資童軍須持段章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軍物品供應

社購買深資童軍段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印證明已

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4. 深資童軍金帶及證書的簽發 

a) 深資童軍金帶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或童軍區簽發。 

b)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金帶考驗時，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或童軍區

獲授權人士填妥「深資童軍金帶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

單位印章確認。 

c)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須持金帶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軍

物品供應社購買深資童軍金帶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

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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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資童軍肩章的簽發 

a) 適用於《深資童軍訓練綱要》（2010年第8版）內之肩章 

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於完成榮譽童軍獎章「活動金帶」後，可同時以

榮譽童軍獎章「活動金帶證書」一併購買「深資童軍肩章」。 

i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須持該金帶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

行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肩章2對，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

背面蓋印證明已出售肩章予該成員。 

b) 適用於新《深資童軍訓練綱要》（2014年第9版）內之肩章 

i. 深資童軍肩章及證書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童軍區或深資童軍團

簽發。 

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肩章所有項目時，由總會、地域、童軍區

或深資童軍團獲授權人士填妥「深資童軍肩章證書」，並於證書上

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ii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須持肩章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

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深資童軍肩章2對，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

於證書背面蓋印證明已出售肩章予該成員。 

 

6. 深資童軍急救章的簽發 

a) 深資童軍急救章並無簽發程序，各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可攜同有效之認可

急救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布章4

枚。 

b)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於獲取有效之認可急救證書後，應於紀錄冊內填妥有

關證書的資料。 

如對認可急救證書有任何疑問，應先向青少年活動署查詢。 

 

7. 深資童軍其他證書及徽章的簽發 

a) 海上活動徽章的簽發 

i. 海上活動徽章（艇工章、副舵手章及舵手章）由青少年活動署、地

域或童軍區簽發。 

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考獲初級、中級或高級童軍標準艇證書後，可

攜同該證書正本到青少年活動署、地域或童軍區，由有關單位獲授

權人士填妥「海上活動徽章證書」、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

認。 

iii. 青少年活動署及地域應妥善保存考驗紀錄以便查閱，亦應定時向童

軍區匯報區內各級海上活動徽章之考驗結果。 

iv.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持該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

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

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b) 航空活動證書及徽章的簽發 

i. 航空活動徽章（航空章、高級航空章、優異航空章）由總會、地域

或童軍區簽發。 

ii. 航空活動徽章（跳傘章及飛行章）由青少年活動署或地域簽發。 

i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或取得有關資格後，可攜同該證書或

證明文件正本到青少年活動署、地域或童軍區（如適用），由有關

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航空活動徽章證書」、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

位印章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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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青少年活動署及地域應妥善保存考驗紀錄以便查閱，亦應定時向童

軍區匯報區內各級航空活動徽章之考驗結果。 

v.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持該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

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

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c) 社區參與章證書及徽章的簽發 

i. 社區參與章由青少年活動署或地域簽發。 

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社

區參與章證書」、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ii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須持該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

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

蓋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d) 宗教章證書及徽章的簽發 

i. 宗教章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童軍區或深資童軍團獲授權人士簽

發。 

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宗

教章證書」、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ii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持該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

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

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e) 拯溺布章的簽發 

拯溺布章並無簽發程序，各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可攜同由香港拯溺總會發

出的有效拯溺銅章或以上級別之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

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布章2枚。 

 

f) 世界童軍環境章的簽發 

i. 世界童軍環境章由青少年活動署、地域或童軍區獲授權人士簽發。 

ii. 當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世

界童軍環境章證書」、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iii.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持該證書正本及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自行往童

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2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背面蓋

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成員。 

 

8. 有關跨區或跨地域的證書簽發 

主辦或負責安排考驗之單位（總會／地域／童軍區）應負責為其訓練活動中

考驗合格之深資童軍支部成員直接簽發有關徽章證書，包括跨區或跨地域參

與之深資童軍支部成員。主辦或負責安排考驗之單位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

呈有關之童軍區或地域存案。 

 

9. 各級證書簽發式樣 

a) 各級證書的簽發方式大致相同，簽發單位應自行設定證書編號的編排方

法，避免只用簡單數字作編號：如001、07/001等。 

b) 證書上必須蓋上獲授權單位的印章，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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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資童軍肩章證書」 式樣 

 

 

 

 

 
 

 

 

 

 

 

 

 

 

 

 

 

 

 

 

 

 

「深資童軍金帶證書」 式樣 

 

 

 

 

 
 

 

 

 

 

 

 

 

 

 

 

 

 

 

 

 

 

 

 

 

 

陳大文 

CHAN Tai-man 

探險金帶 

Exploration Bar 

 15/9/2014 

DRA/EXP/01/13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及職位 

獲授權單位蓋印 

陳大文 

CHAN Tai-man 

 15/9/2014 

VSE/01/13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及職位 

獲授權單位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