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支部氣象訓練班開辦指引  

Course Guideline of Sectional Meteorology Training Courses 

  此通告取代 2010 年 12 月 15 日發出之活動通告第 131/2010 號。 

  本署積極推動童軍氣象教育多年，為讓各地域及區對開辦各支部氣象訓練班之準

則有確切了解，本通告現列明各相關訓練班之開辦指引（見附件）。 

  按各支部之訓練安排，幼童軍氣象章及童軍氣象章（興趣組）適宜於團集會、活

動甚或在家中等藉機推動，故建議於團內進行訓練與考核，並由所屬團長簽發。而童

軍氣象章（技能組）、童軍氣象章（教導組）及深資童軍活動段章內之氣象項目則要求

成員涉獵較深，建議成員參與相關訓練班。 

青少年活動署氣象組設有「幼童軍氣象章套包」及「童軍氣象章（興趣組）」等筆

記，歡迎領袖到氣象組網頁（www.meteam.org）下載，並於集會內安排活動或講授（可

分項多次進行），俾能傳授有關知識及引起成員對氣象的興趣，貫徹有關徽章設立的目

的。 

  此指引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各單位在舉行氣象訓練班時必須依據有關指引

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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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幼童軍氣象章訓練班」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幼童軍氣象章訓練班 

Cub Scout Weatherman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12 至 40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之成員。 

  

六. 班職員資格：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並建議已完成氣象基礎課程或同

等資歷。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3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成

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幼童軍手冊》活動徽章氣象章內所列之內容。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幼童軍活動徽

章證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

員，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附件 1】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 148/2017 號 

(15/12/2017)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氣象章（興趣組）訓練班」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童軍氣象章（興趣組）訓練班 

Scout Meteorologist (Interest)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12 至 40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成員。 

  

六. 班職員資格：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及建議已完成氣象基礎課程或同

等資歷。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6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成

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氣象章（興趣組）內所列之內容。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專科徽章證

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員，

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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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17)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氣象章（技能組）訓練班」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童軍氣象章（技能組）訓練班 

Scout Meteorologist (Pursuit)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12 至 40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成員，並已完成童軍氣象章（興趣組）。 

  

六. 班職員資格： 1.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及 

2. 班領導人、副班領導人或助理班領導人其中最少一人為獲有效

委任之「氣象教育導師」。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6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成

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氣象章（技能組）內所列之內容。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專科徽章證

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員，

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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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氣象章訓練班」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童軍氣象章訓練班 

Scout Meteorologist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12 至 40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成員。 

  

六. 班職員資格： 1.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及 

2. 班領導人、副班領導人或助理班領導人其中最少一人為獲有效

委任之「氣象教育導師」。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12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

成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氣象章（興趣組）及氣象章（技能組）內所

列之內容。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專科徽章證

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員，

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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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氣象章（教導組）訓練班」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童軍氣象章（教導組）訓練班 

Scout Meteorologist (Instructor)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4 至 12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成員，並已完成童軍氣象章（技能組）。 

  

六. 班職員資格： 1.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及 

2. 班領導人、副班領導人或助理班領導人其中最少一人為獲有效

委任之「氣象教育導師」。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8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成

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氣象章（技能組）內所列之內容及教導組專

章之程序。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專科徽章證

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員，

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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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深資童軍氣象課程 開辦指引 

 

一. 訓練班名稱： 深資童軍氣象研習班／深資童軍氣象訓練班 

Venture Scout Meteorology Workshop／Venture Scout Meteorology 

Training Course 

  

二. 開辦單位：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各地域及童軍區 

  

三. 核准及簽發開班證書： 1. 地域及童軍區 － 地域總監；或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活動與訓練／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2. 總會     － 青少年活動總監；或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四. 學員人數： 6 至 24 人 

  

五. 參加資格： 持有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之成員。 

（如欲以本項目完成活動段章個人興趣項目單元 A-226 （氣象） 

者，應考時必須已完成深資童軍肩章。） 

  

六. 班職員資格： 1. 班領導人須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及 

2. 班領導人、副班領導人或助理班領導人其中最少一人為獲有效

委任之「氣象教育導師」。 

  

七. 訓練時數： 課節及活動合共不應少於 12 小時，並預留充足額外時間予學員完

成事工。 

  

八. 訓練班內容： 根據《深資童軍訓練綱要》個人興趣項目 A-226（氣象）內所列之

內容。 

  

九. 訓練班／徽章證書： 由開辦單位向完成訓練班之學員發出訓練班證書及專科徽章證

書，證書由開辦單位自行編印。如訓練班取錄跨地域／區之學員，

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十. 訓練班編號： 訓練班編號由開辦單位自行編配。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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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