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至6月木章訓練班、技能訓練班及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訓練班一覽表  

 

日  期 訓練班名稱 主辦單位 舉辦地點 ＊班費 截止日期 

18年4月15日 第1340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60 18年3月15日 

18年4月15日 第1342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新界東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80 18年3月21日 

18年4月21日 
    4月28日至29日 

第53屆深資童軍領袖暨 
第50屆樂行童軍領袖基本原則訓練班

港島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大潭童軍中心 

$320 18年3月19日 

18年4月22日 
    4月28日至29日 

第98屆小童軍領袖暨 
第144屆幼童軍領袖基本原則訓練班

新界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90 18年3月22日 

18年4月24日 
    4月28日至29日 
    5月5日至6日 
    5月8日 

第33屆幼童軍團度假營及露營訓練班 新界東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25 18年4月3日 

18年4月24日 
    4月29日 

童軍技能評審計劃 
露營技能系列工作坊－原野烹飪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30 18年4月3日 

18年4月25日 
    5月6日 
    5月9日 
    5月12日至13日 
    5月16日 
    5月19日至20日 

第73屆小童軍領袖暨 
第110屆幼童軍領袖支部技能訓練班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50 18年3月6日 

18年4月29日 第1341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新界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50 18年3月29日 
18年4月29日 
    5月12日至13日 第130屆童軍領袖基本原則訓練班 新界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90 18年3月29日 

18年5月2日 
    5月9日 
    5月19日 

第25屆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60 18年4月2日 

18年5月2日 
    5月19日至20日 
    5月23日 
    6月2日至3日 

第73屆營藝訓練班 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大潭童軍中心 
基維爾營地 

$450 18年3月26日 

18年5月3日 
    5月5日 
    5月10日 
    5月19日至20日 
    5月24日 
    5月26日至27日 
 6月2日至3日(後備) 

第106屆童軍領袖支部技能訓練班 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沙田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戶外 

$520 18年3月27日 

18年5月5日 
    5月26日至27日 第131屆童軍領袖基本原則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280 18年4月4日 

18年5月6日 第1344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60 18年4月6日 

18年5月6日 第1345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港島地域 張振興伉儷書院 $140 18年4月9日 

18年5月12日 第33屆急救實務證書訓練班 訓練署 
香港灣仔鄧肇堅醫院 

急症科訓練中心 
$240 18年4月6日 

18年5月12日 
    5月19日至20日 

第 99 屆小童軍暨第 145 屆幼童軍領袖

基本原則訓練班 
港島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大潭童軍中心 

$360 18年4月9日 

18年5月14日 
    5月16日 
    5月19日 
    5月20日 

第 44 屆輕便炊事訓練班 新界東地域
羅定邦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20 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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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訓練班名稱 主辦單位 舉辦地點 ＊班費 截止日期 

18年5月23日 
    5月30日 
    6月3日 
    6月6日 
    6月17日 
    6月20日 

第 131 屆繩結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300 18年4月23日 

18年5月27日 第1343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80 18年4月19日 
18年5月30日 
    6月6日 
    6月9日至10日 
    6月13日 
    6月23日至24日 
    6月27日 
    6月30日 

第41屆小童軍領袖暨 
第89屆幼童軍領袖高級訓練班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大潭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350 18年4月30日 

18年5月31日 
    6月3日 
    6月7日 
    6月10日 
    6月14日 
    6月21日 
    6月28日 

童軍技能評審計劃 
第10屆繩藝第2級技能訓練班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350 18年4月27日 

18年6月1日 
    6月15日 
    6月24日 

童軍技能評審計劃 
先鋒工程系列工作坊－瞭望台製作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100 18年4月30日 

18年6月2日 領袖初級訓練班 新界東地域 待定 $180 待定 
18年6月2日 
    6月7日 
    6月16日至17日 
    6月28日 
    7月7日至8日 
    7月14日 

第87屆童軍領袖高級訓練班 訓練署 香港童軍中心 
大潭童軍中心 $360 18年5月2日 

18年6月5日 
    6月10日 
    6月13日 

歌唱訓練班 新界東地域 待定 $220 待定 

18年6月5日 
    6月9日 
    6月12日 
    6月16日 

第23屆決定與策劃訓練班 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80 18年4月27日 

18年6月9日 
    6月23日至24日 
    7月7日至8日 

深資童軍領袖支部技能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待定 18年5月9日 

18年6月9日 
    6月24日 
    7月8日 
    7月15日 
    7月22日 

船藝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待定 18年5月9日 

18年6月10日 
    6月16日至17日 

第54屆深資童軍領袖暨 
第51屆樂行童軍領袖基本原則訓練班

新界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洞梓童軍中心 

$290 18年5月10日 

18年6月10日 第1347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新界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50 18年5月10日 
18年6月10日 第1348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東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待定 18年5月10日 
18年6月16日 
    6月17日 
    6月24日 

遊戲訓練班 港島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張振興伉儷書院 待定 待定 

     



日  期 訓練班名稱 主辦單位 舉辦地點 ＊班費 截止日期 

18年6月19日 
    6月23日 
    6月26日 
    6月30日 

第27屆人際關係訓練班 九龍地域 香港童軍中心 $180 18年5月11日 

  
＊備註： 

1. 訓練班獲「青少年成員及童軍領袖訓練資助計劃」資助，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教練員委任證之各級童軍領袖班費可獲得減半。 

2. 有意報讀領袖初級訓練班而持有有效支部成員紀綠冊的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如在經濟上有需要，包括：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全額／半額津貼、有特別經濟困難或短期有經濟困難，可參加「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2018-19）」，

以全額資助參加該訓練班，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 

3. 有意報讀以下訓練班而持有有效支部成員紀綠冊的樂行童軍，如在經濟上有需要，包括：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資助計劃

（學生資助）全額／半額津貼、有特別經濟困難或短期有經濟困難，可參加「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2018-19）」，以全額

資助參加該訓練班，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 

船藝訓練班 先鋒工程訓練 繩結訓練班 遠足訓練班 

地圖閱讀訓練班 活動統籌訓練班 初級遠足審核員訓練班 營藝訓練班 
   

 

4. 有經濟需要之童軍領袖可申請「有經濟需要之童軍領袖訓練資助計劃」以全額資助參加本訓練班，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 
 

訓練總監 

（李耀洪

 

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