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成員資料 

 

 
  現時成年成員的資料是由各單位收集，並上交總會儲存於童軍成員資訊系統及管

理；而青少年成員的資料則由各童軍旅負責收集及存檔，總會於有需要時向童軍旅收集

該等資料，以處理青少年成員事宜。 

 

  按世界童軍組職（WOSM）的指引及香港總監諮議會決定，總會應完善及中央註册

其所有成員的資料，包括青少年成員及成年成員，使能更有系統地處理及管理該等資料，

並用作總會及其轄下單位與成員之間的通訊及聯絡、處理成員報名參加各類童軍訓練及

活動、分析數據以作訓練／活動／發展的策略參考等。就此，總會現透過各旅團向所屬

青少年成員收集所需資料，並為各青少年成員編配獨立的童軍成員編號，該成員編號將

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取代團員紀錄冊號碼，作為處理其童軍事宜的依據。 

 

  為配合上述行政安排，總會推出「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 "Youth Membership 

Information System（YMIS） " 以儲存青少年成員個人資料，該網上系統（網址：

https://ymis.scout.org.hk）將提供一些附加功能，以便利旅團日常工作，包括：編印青少

年成員旅團履歷、記錄青少年進度性獎章進度及製備一些旅團常用的工作報表。此外，

總會正與程式開發商商討加設「自訂」的工作報表，讓旅團可按需要於特定選項範圍內

自由選擇編輯報表。 

 

  童軍旅可用夾附之信函及「青少年成員申請／登記表格」【表格 Y01】，以收集青少

年成員資料。總會行政署將於 2018 年 10 月寄發系統的旅團戶口及密碼予童軍旅旅長／

負責領袖，而系統使用手册可於上述網址下載。旅團可由本年 11 月起於系統登記青少年

成員資料，並須於 2019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完成。 

 

  特能童軍旅的青少年成員資料登記將於下一階段進行，總會稍後會就有關安排以書

面形式通知相關旅團。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行政通告第 50/2018 號 

電話：2957 6333  傳真：2302 1001           2018 年 9 月 15 日 

https://ymis.scout.org.hk/


 

  此外，總會將於本年 10 月中起舉辦「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簡介會，介紹此系統的

功能和運作流程，各簡介會詳情如下： 

 

(一) 日期及地點：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1. 2018 年 10 月 16 日 二 19:30-21:30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

中心 1114 室 

2. 2018 年 10 月 20 日 六 10:30-12:30 大埔運頭角里 15號羅定邦童軍

中心 09 室 

3.  2018 年 10 月 27 日 六 10:30-12:3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

堅男女童軍中心 1 樓馬會堂 

4. 2018 年 10 月 30 日 二 19:00-21:00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

中心 1104 室 

5.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四 19:00-21:00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

中心 1030 室 

 

(二) 參加資格：旅長／負責領袖及其授權使用「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之團長 

 

(三) 費    用：全 免 

 

(四) 報名辦法：旅團須於截止日期前透過 電子回條 （QR 碼請參閱左下方）報名，

本會會以電郵發出參加確認書。 

 

(五) 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 

 

  總會一直非常重視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權和安全性，並嚴格按「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

處理童軍成員的資料。「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會按「有需要知道」的原則設立權限，供授權

人士閱讀、使用或修改儲存在系統上的資料，並已設立各項技術措施（例如: 數據加密、防

火牆等），以保障資料私隱和系統安全。 

 

倘有查詢，請於辦公室時間內致電 2957 6305 與行政署職員聯絡。 

 

 

 電子回條 QR 碼 系統 QR 碼 

  

副香港總監（管理） 

       容 建 文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9wHXwfIMCGl-YOpmwkP2Ms5mApHh_j-idXKLVSlRL-GTzQ/viewform


 
 

 

 

 

 

 

 

 

 

 

致童軍成員家長／童軍成員： 

 
香港童軍總會現須收集其青少年成員資料，以完善及更有系統地中央註册、處

理和管理該等資料，並用作總會及其轄下單位與成員之間的通訊及聯絡、處理成員

報名參加各類童軍訓練及活動、分析數據以作訓練／活動／發展的策略參考等。總

會亦會就此為各青少年成員編配獨立的童軍成員編號，該成員編號將於2019年4月

1日起取代團員紀錄冊號碼，作為處理其童軍事宜的依據。 

 

本旅根據香港童軍總會行政通告第 50/2018 號，請  閣下填妥夾附之「青少年

成員申請／登記表格」【表格Y01】，並於2018年X月X日或以前交回，以便處理。 

 

 
XX 旅旅長／負責領袖 

( 簽署) 

 

 
 

2 0 18  年 10 月X 日 

範 本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青少年成員申請／登記表格

Youth Membership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Form 
新申請 New Application  轉旅申請 Transfer 資料更新 Information Update 

‧ 成員於提供資料前，請參閱本會之「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成員個人資料會被輸入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YMIS)。Before a member provides his/her 
personal data to the Association, he or she should refer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of the Association.  Members' personal data is entered into 
the Youth Membership Information System (YMIS).

‧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在適當空格內劃上「」號及在不適用的欄內，填上「不適用」／「NA」字樣。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and if any of the section is not applicable, please indicate by writing “NA” in that section. 

‧ 如空位不敷應用，可另紙填寫，並隨填妥之表格交回。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please give details on th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Sheet or on
separate sheet(s) to be attached to the Form. 

*必須申報 Required information 

1.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童軍成員編號（如適用） 
Scout ID (if applicable) （ ） 

英文姓名*（請先寫姓氏） 
Name in English* (Surname first) 

(須與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上資料相同)
(Same as Name printed on Identification)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須與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上資料相同)
(Same as Name printed on Identification)   

出生日期*（年／月／日） 
Date of 
Birth*(yyyy/mm/dd)  

年齡 Age 性別* 
Gender* 

男
Male    女Female 

身份證明* 
Identification*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號碼 
HKID Card No. /Birth Cert No. （  ） 或Or 

外地出生證明書號碼 
Foreign Birth Cert No. 

手提／住宅電話號碼* 
Mobile/Home Tel No. * 1. 2.  (如沒有，請輸入家長或監護人的聯絡資料)

(Please provide contact of Parent/ Guardian if without individual contact) 
電郵地址 
Email 
住宅／通訊地址* 
Home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區域* 
District* 

香港 
Hong Kong 

九龍 
Kowloon 

新界 
New Territories 

2. 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第一聯絡人（父母／監護人） Primary Contact 1* (Parent / Guardian)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手提／住宅電話號碼* 
Mobile/Home Tel No. * 1. 2.  

電郵 
Email 

住宅／通訊地址 
Home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與申請青少年成員相同 
Same as applicant 

區域 
District 

香港 
Hong Kong 

九龍 
Kowloon 

新界 
New Territories 

第二聯絡人 (可選擇提供)  Primary Contact 2 (Optional)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手提／住宅電話號碼* 
Mobile/Home Tel No. * 1. 2.  

電郵 
Email 

住宅／通訊地址 
Home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與申請青少年成員相同 
Same as applicant 

區域 
District 

香港 
Hong Kong 

九龍 
Kowloon 

新界 
New Territories 

3. 成員紀錄 Scouting Experience 〔請按日期順序填寫。In chronological order.〕
地域 

Region 
區

District 
旅團 

Group 
入團日期（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宣誓日期（年／月／日）

Investiture Date (yyyy/mm/dd) 
離團日期（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團

Unit 
支部 

Section 
職銜 
Post 

隊名 
Name of Patrol/ Six 

開始日期 
（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結束日期 
（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地域 
Region 

區

District 
旅團 

Group 
入團日期（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宣誓日期（年／月／日）

Investiture Date(yyyy/mm/dd) 
離團日期（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團

Unit 
支部 

Section 
職銜 
Post 

隊名 
Name of Patrol/ Six 

開始日期 
（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結束日期 
（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表格 FORM Y01 

(09/2018) 機密 Confidential 
此欄供本旅填寫 For office use 

申請日期:  （年/月/日） 
Date of Application:      (yyyy/mm/dd) 
童軍成員編號: 
Scout ID: 



4. 其他委任 Other Scout Appointment〔請按日期順序填寫。In chronological order.〕

單位 
Unit 

職銜 
Post 

開始日期 
（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結束日期 
（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單位 
Unit 

職銜 
Post 

開始日期 
（年／月／日）

Start Date 
(yyyy/mm/dd) 

結束日期 
（年／月／日）

End Date 
(yyyy/mm/dd) 

5. 獎章紀錄（支部進度性獎章）Badges Record (only record membership badge and progressive badges)

支部 
Section 

獎章 
Badge 

獲獎日期 
（年／月／日）

Award Date 
(yyyy/mm/dd) 

支部 
Section 

獎章 
Badge 

獲獎日期 
（年／月／日）

Award Date 
(yyyy/mm/dd) 

6. 國際性活動（例如：大露營、會議等。）International Event (e.g. Jamborees, conferences, etc.)
活動 

Event 
職銜 
Post 

年度 
Year 

7. 其他資料 Other information
健康狀況 
Health Issue

學校／學歷等其他資料 
School / Education, etc 

8. 附加補充資料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隨表格附上補充資料共 頁。Attached please find page(s) of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9. 個人資料收集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本會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等）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內所述之用途，並會用作發放活動／訓

練資訊、產品／設施／服務推廣及籌募等用途。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will use your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name, telephone number, fax
number, email address, mailing address etc. for the purposes as stated in the“Personal Data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and for disseminating training and 
programme information, product/facility/service promotion and fundraising appeal.
如你不同意，請在下列適當方格加上“X”號，以表示你不願意接收該項目。If you objec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or the below, please“X”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收費活動／訓練資訊 charged training and programme information  產品／設施／服務推廣 product/facility/service promotion  籌募 fundraising appeal 

10.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此申請表格上所自願填報的個人資料，就本人所知均屬真確及最新資料。I declare that the personal data voluntarily 
provided by me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accurate and up-to-d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18 歲以下申請者適用 For applications below 18 years of age 
 由申請人之家長/監護人填寫 The following is to be completed by the applicant’s parent/guardian: 

本人(姓名) 同意(申請人姓名)  之登記。

I (Name) Hereby give consent to (applicant’s name) registration. 

家長/監護人簽署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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