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短／中／長期策略計劃（2019-2029）  

 



 
短期策略目標（2019-2022）  

 
1. 拓展童軍運動  
   指標：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青少年成員人數需要較 2017 年有不少於 20%的增長。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1.1  加強保留青少年成員  1.1.1  繼續提供有吸引力、歡愉、教育性及進度性

的青少年相關項目和活動  
1.1.2  支援學校旅配對公開旅團，以減少適齡童軍

之流失，並把握時機（例如 : 開學前、期終

前）向學校旅派發公開旅資料  
1.1.3  繼續推行學校旅支援計劃  
1.1.4  鼓勵青少年成員晉升緊接之支部以保留成員  
1.1.5  利用接龍方式為適齡成員提供轉介及配對適

合的旅團或支部  
1.1.6  鼓勵旅團增加支部，或與其他旅團組成「伙

伴旅團」，以便為適齡成員轉介至其他公開旅

升團  
1.1.7  邀請主辦單位或學校負責人參與年度分享活

動，讓彼此分享成果及改善不足之處  
1.1.8  推行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  

    
1.2  加強青少年成員的優

質培訓  
1.2.1  跟進海童軍／空童軍發展專責小組報告，構

思未來路向及策略執行  
1.2.2  豐富青少年成員領導才訓練及解決問題之技

能  
1.2.3  培育青少年成員團隊技能，全人發展及建立

積極的人生態度、信仰、使命及價值觀  
1.2.4  提供青少年成員多元化活動，達至全面學習

經歷，個別成員可向專項深造學習，並藉所

學之不同技能服務社會  
1.2.5  鼓勵及協助青少年成員獲取會內／會外的其

他成就和學術／專業／就業資歷  
1.2.6  繼續為不同學習需要的青少年提供足夠的支

援和配套，以協助他們獲取新知識  
1.2.7  提供機會予青少年成員／年青領袖出席或參

與本會各主要委員會  
1.2.8  明白現今青少年的需要及興趣，以設計富吸

引力的訓練和活動  
1.2.9  檢視及改善訓練方法及質素  
1.2.10  回應第 26 屆亞太區童軍會議（2018 年 10 月）

的決議，加強推行 30 歲以下青年人參與決策  
1.2.11  回應世界童軍組織於 2014 年 4 月的呼籲，加

強與香港青年奬勵計劃的合作，鼓勵本會青

少年成員透過童軍訓練／活動同步獲取兩個

青少年組織的奬勵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1.3  增加童軍成員 1.3.1  回應第 40 屆世界童軍會議（2014 年 8 月）的決

議，支持 2023 年世界童軍青少年成員人數達到

1 億之抱負 
1.3.2  跟進《拓展及保留成員策略小組》報告和建議，

達成本會青少年成員人數由 2016年至 2023年增

長 30%的指標 
1.3.3  於大專院校推動童軍運動，擴闊成年領袖資源 
1.3.4  繼續開辦南亞裔童軍旅團 
1.3.5  加強與志願機構合作，發展旗下單位開辦旅團 
1.3.6  加強與辦學團體及學校之溝通和聯絡 
1.3.7  聯絡未有童軍旅的團體／機構 
1.3.8  招募已離開童軍運動之前童軍成員 
1.3.9  舉辦招募活動／講座 
1.3.10  加強對外界宣傳童軍運動及形象 
1.3.11  關注本地其他青少年制服團隊的發展 

    
1.4  加強傳承工作 1.4.1  串連不同方位及層面，加强年青成員參與童軍事

務，提供培訓，以達至薪火相傳的效益 
1.4.2  發掘有潛質的人才，培養成接班人，避免斷層 

    
1.5  增加場地和設施 1.5.1  協助公開旅尋找合適之集會場地，可嘗試向學校

及社區申請地方 
1.5.2  提供足夠之場地和設施予成員 
1.5.3  增強各中心／營地的服務及競爭力 

    
1.6  改善學校旅團缺乏領

袖之情況 
1.6.1  積極了解相關學校之情況，以協助其解決招募領

袖之困難 
1.6.2  邀請舊生參與，在區職員的協助下擔任領袖及了

解學校旅團現況 
1.6.3  邀請學校老師加入，成為領袖，由區或相熟旅團

提供援助 
    
1.7  加強維繫退役／曾參

加童軍人士 
1.7.1  聯絡曾在香港參加童軍活動或退役童軍之人

士，繼續傳承童軍精神及服務社羣 
    
1.8  保持財政穩健 1.8.1  確保本會總部、各地域及區財政合規 

1.8.2  增加會務委員 
1.8.3  確保量入為出 

    
 
 



 
2. 提升童軍形象  

指標：總會／地域每年共舉辦不少於 10 次推廣童軍運動的公開活動，而每次參

與人數不少於 1,000 人，以提升童軍形象，使本會每年繼續成為香港最多青少年

參與的志願團體。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2.1  加強本會之良好形象 2.1.1  繼續培育青少年成為積極參與的良好公民 

2.1.2  致力保持本會成為香港最多青少年參與的制服

團體 
2.1.3  推廣及宣傳童軍運動的正面訊息 
2.1.4  善用電子平台推廣本會形象 
2.1.5  鼓勵成員積極參與大型社區活動和服務，加強公

眾對本會的認識 
2.1.6  加強與傳媒的溝通 
2.1.7  確保《香港童軍月刊》準時出版，避免過時資訊 

    
2.2  與相關之本地青少年

制服團隊合作 
2.2.1  積極參與及主動推動青少年制服團隊活動 
2.2.2  經常互聯互通，加強交流 

    
2.3  鼓勵各成員有良好形

象及禮儀 
2.3.1  提示各成員依照本會《儀容與制服手冊》的指引

穿著整齊制服 
2.3.2  經常提點良好形象及禮儀 
2.3.3  訓練成員應有的態度 
2.3.4  強調成年成員以身作則 

    
2.4  維持良好行為／操守 2.4.1  繼續堅持各成員應有良好行為和操守 
    
2.5  推廣本會於 2021 年成

立 110 周年紀念 
2.5.1  於 2020 年前成立專責小組跟進宣傳，推廣及慶

祝本會於 2021 年成立 110 周年紀念 
 



 
3. 支援前線領袖  

指標：領袖訓練課程／政策／書刊必須每 5 年作出檢視及更新；而區會每年必須

探訪其區內旅團不少於一次，並匯報旅團需要跟進之處，適時提供支援予前線領

袖。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3.1  加強前線領袖的優質

培訓 
3.1.1  確保義務領袖在童軍運動中，達至其工作目標和

預期表現 
3.1.2  改善及增加訓練設施 
3.1.3  提升領袖會內／會外的學術及專業資歷 
3.1.4  提供專業的木章及技能訓練，以支援領袖執行具

質素的工作 
3.1.5  加強支援專業領袖 
3.1.6  檢定及更新訓練班課程內容和政策，與時並進 
3.1.7  鼓勵各級領袖參與本地和海外童軍組織／青少

年團體訓練班、工作坊和研討會 
3.1.8  透過面談了解領袖能力的強弱程度及提供適時

協助 
    
3.2  編印訓練手冊 3.2.1  提供領袖所需之訓練／集會手冊 

3.2.2  提供與集會程序和內容相關的參考資料 
3.2.3  設立相關訓練手冊網上資料庫，方便前線領袖使

用 
3.2.4  推廣網上學習及訓練 

    
3.3  提升領袖素質 3.3.1  定期檢視領袖的素質發展，鼓勵領袖於完成木章

後，繼續持續進修、訓練及發展，終身學習 
3.3.2  強化領袖自我提昇的心志，鼓勵考取專項技能教

練員的資格 
3.3.3  提供資源予領袖 
3.3.4  培養及提升領袖工作表現及個人操守 
3.3.5  有系統地記錄成功個案，讓未來領袖作參考例子 

    
3.4  關注區會／旅團情況 3.4.1  強化區會與旅團之良好關係 

3.4.2  加強區會／旅團探訪 
3.4.3  善用科技減輕旅團的行政工作，讓前線領袖主力

發展於領導及訓練層面 
3.4.4  利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軟件平台加強旅團間

的溝通和互助 
3.4.5  加強地域／區會與旅長及主辦單位負責人的溝

通 
3.4.6  定期召開支部領袖會議 

 



 
4. 加強會內溝通  

指標：總會、地域／區每年舉辦不少於一次退修會／研討會，加強溝通及了解需要改

善之處，制定未來的執行策略。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4.1  加強與前線領袖／青

少年成員溝通及歸屬

感 

4.1.1  加強整合各成員溝通策略和途徑 
4.1.2  定期每年舉辦總會／地域／區退修會／座談會

／聯誼聚會以加強溝通及了解 
4.1.3  確保以人為本的服務態度 
4.1.4  增強各成員之歸屬感 
4.1.5  加強成員資訊系統之功效 
4.1.6  定時探訪前線單位 

    
4.2  促進良好機構管治和

領導 
4.2.1  檢討各級成年成員的職責，人才管理和接任政策 
4.2.2  加強本會之整體組織，問責及監督能力 
4.2.3  提高本會透明度及效率 
4.2.4  舉辦相關培訓課程 
4.2.5  廣納及尊重意見 
4.2.6  考慮於 2020 年前成立專責小組，以檢視本會整

體組織結構（包括義務和專業單位） 
    
4.3  加強危機意識和管理 4.3.1  加強整個團隊傳承童軍運動的信念，同步觀察

及跟進外在客觀環境 
4.3.2  緊貼不同的危機訊息 
4.3.3  增強風險管理，激發思考和加強競爭力 
4.3.4  檢視減低風險的策略和危機滙報架構 
4.3.5  保障機密／個人資料不外洩 
4.3.6  經常提示成員遵守各項規條和指引 
4.3.7  舉辦相關工作坊 

 



 
5. 為社區作貢獻  

指標：總會每年推行不少於一次不少於 3,000 人的全港性社區服務活動；本會成員透過

童軍多元化活動學習不同技能，回饋社會，以達到全年義工服務總時數不少於 400 萬小

時。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5.1  增強義務社區服務 5.1.1  加強相關教育及支援工作，包括推行每年一次的

本會社區服務活動 
5.1.2  鼓勵成員定期參與和籌劃關懷社區服務，建議每

位成員每年參與最少 30 小時的社會服務 
5.1.3  加強有系統的義工服務 
5.1.4  提升與社區組織／相關政府部門的溝通，聯絡、

參與和合作活動 
5.1.5  加強青少年珍惜自然環境的信念，由童軍成員以

身作側，加強對「不留痕」的支持和推廣有關原

則 
5.1.6  加強長者服務 
5.1.7  鼓勵各單位成立社區服務隊 

    
5.2  於日間有效地使用各

區會總部 
5.2.1  回應社區及前線成員之需要 
5.2.2  開放予青少年成員為自修室 
5.2.3  提供予弱勢社羣兒童作補習室之用 

 



 
中期策略目標（2022-2024）  

 
1. 拓展童軍運動  

 
 
2. 提升童軍形象 

 
 
3. 支援前線領袖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1.1  加強保留本會成員 1.1.1  檢視拓展及保留本會成員執行策略成效 

1.1.2  檢視支部發展情況 
    

1.2  加強青少年成員的優

質培訓 
1.2.1  檢視青少年成員的優質培訓成效 

    
1.3  增加本會成員 1.3.1  檢視增加本會成員成效 

  1.3.2 檢視人數增長指標及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1.3.3 加強將童軍運動帶進大專院校／社區 
  1.3.4 跟進世界童軍會議之決議，支持 2023 年世界童

軍青少年成員人數達到 1 億之抱負 
    

1.4  檢視及加強本會各物

業和設施之發展 
1.4.1  持續發展本會各中心和營地，以增強服務及競爭

力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2.1  加強本會之良好形象 2.1.1  檢視本會之形象 

    
2.2  與相關之本地青少年

制服團隊合作 
2.2.1  繼續主動推動及帶領本地青少年制服團隊活動 

    
2.3  宣傳本會 2021 年 110

周年誌慶成果 
2.3.1  舉辦相關活動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3.1  加強前線領袖的優質

培訓 
3.1.1  檢視前線領袖的培訓成效 

    
3.2  編印相關訓練手冊 3.2.1 繼續提供領袖所需之訓練／集會手冊 

    
3.3  提升領袖質素 3.3.1 繼續加強領袖之質素訓練 



 
4. 加強會內溝通 

 
 
5. 為社區作貢獻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4.1  加強與前線領袖／青少

年成員溝通及增強歸屬

感 

4.1.1  檢視成員溝通成效 
 4.1.2  繼續定期每年舉辦總會／地域／區退修會／座

談會 
    

4.2  促進良好機構管治和領

導 
4.2.1  繼續推行良好機構管治政策 

    
4.3  加強危機意識和管理 4.3.1  加強減低風險的策略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5.1  增強社區服務 5.1.1  檢視社區服務成效 

5.1.2  推動本會救護服務隊以協助政府部門執行緊急

救護服務 



 
長期策略目標（2024-2029）  

 
1. 拓展童軍運動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1.1  繼續保留及招募童軍

成員 
1.1.1  加強成員對「傳承」的意識和信念 

 
 
2. 提升童軍形象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2.1  宣傳本會之成果 2.1.1  舉辦相關活動 

 
 
3. 支援前線領袖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3.1  繼續有效地提供支援

予成年領袖  
3.1.1  加強成年領袖質素和歸屬感，保留他們持續

於本會服務，傳承童軍運動  
 
 
4. 加強會內溝通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4.1  推動及加強各層面之

溝通  
4.1.1  檢視相關策略之成效  

 
 
5. 為社區作貢獻  

策略方向  執行策略  
5.1  繼續推廣志願服務他人

的理念 
5.1.1  擴闊本會服務之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