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童 軍 總 會
青 少 年 活 動 署
電話：2957 6411 / 2957 6417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 37/2019 號
2019 年 4 月 15 日

傳真：3011 3183

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評核、簽發及領取／購買方法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on Assessment, Issue, Collection/Purchase of Badges
in Cub Scout Section
此通告取代 2018 年 4 月 15 日發出之青少年活動通告第 45/2018 號。
主要改動為以圖表清楚解釋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評核、簽發和領取／購買方法；增加本會之教
練／審核員名單尋找方法；及更新幼童軍支部證書列印格式之下載位置。詳情臚列如下：
各級徽章評核
幼童軍支部所有徽章均由幼童軍團長，或由總會、地域或童軍區訓練班班領導人委任合適人士
協助教授或考驗，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有最終決定及簽發權，請見下圖表：
在幼童軍團
幼童軍

幼童軍團長
備有課程相關知識
及資歷人士

申請報考

或

已擁有相關課程資歷證明
（遞交申請前請先向幼童軍團長了解）
檢視證明是否達到本會課程要求
否
是

安排備有相關課程知識及
資歷人士協助
教授及考驗

簽發相關證書及更新幼童軍紀錄冊

幼童軍團長

在總會／地域／童軍區舉辦的訓練班
幼童軍

參加有關「幼童軍活動徽章」訓練班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參加其他項目／活動訓練班

或

安排備有相關課程知識及資歷人士協助

備有課程相關知識
及資歷人士

教授及考驗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幼童軍團長

簽發「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及
通知所屬單位成績

更新幼童軍紀錄冊內相關課程項目

頒發訓練班證書（如有）及
通知所屬單位成績
簽發
「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
更新幼童軍紀錄冊內相關課程項目

由於部份徽章內容涉及專業知識及安全防護規定，當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安排教授及考驗
時，建議尋求備有相關知識及資歷之人士協助。有關本會之教練／審核員名單，請到本會網頁內
http://www.scout.org.hk 瀏覽【QR 碼請參閱後頁左下方】。
在籌劃徽章教授及考驗時，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必須盡早作出周詳計劃及準備，並且恪守本
會活動安全指引之規定進行，詳情請到本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瀏覽【QR碼請參閱後頁左
下方】。

各級徽章簽發

1.

2.
3.
4.

徽章名稱
會員章／
幼童軍奬章／
幼童軍歷奇章／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金紫荊奬章
童軍先修章
幼童軍活動徽章

簽發單位

簽發人士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長

總會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青少年活動總監
幼童軍團長
幼童軍團長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各級徽章領取／購買方法

1.
2.
3.
4.

徽章名稱
會員章
隊長／副隊長章
服務年星
幼童軍奬章／
幼童軍歷奇章／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領取／購買方法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無須出示任何文件。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旅／幼
童軍團印章之「幼童軍進度性徽章證書」正本。註 1

由青少年活動署送贈。童軍物品供應社代為派發，領取時須出示由地域
發出之恭賀信正本及有效幼童軍紀錄冊。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旅／幼
6. 童軍先修章
童軍團印章之「童軍先修章證書」正本。註 1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班領導人簽署及
7. 幼童軍活動徽章
蓋上總部／地域／童軍區／旅／幼童軍團印章之「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
正本。註 1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班領導人簽署及
8. 世界童軍環境章
蓋上總部／地域／童軍區／旅／幼童軍團印章之「世界童軍環境章證書」
正本。註 1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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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證書持有人。
2..童軍家庭章第二段（黃色）
、第三段（藍色）
、第四段（綠色）必須與所屬之進度性徽章一併
購買。
5.

金紫荊奬章

有關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請參閱附件；另外，更新之證書列印格式可以在本會
網頁 http://www.scout.org.hk 下載【QR 碼請參閱下方】。
青少年活動總監
劉彥樑

《教練員／審核員名單》

《活動安全指引》

《證書列印格式》

【附件】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37/2019號
（15/4/2019）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
1.

幼童軍進度性徽章證書的簽發
a) 幼童軍進度性徽章（幼童軍獎章／幼童軍歷奇章／幼童軍高級歷奇章）由幼童軍團
長簽發。總會、地域和童軍區不會為個別幼童軍成員簽發上述獎章。
b) 當幼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幼童軍團長填妥「幼童軍進度性徽章證書」
，並於證書
上簽署及蓋上旅／幼童軍團印確認（如圖一）。

EKR/888/2016/001 

陳大文 CHAN Tai-man
東九龍第八八八旅 888th East Kowloon Group 

幼童軍獎章 Cub Scout Award


1/3/2016






何小明

何小明 HO Siu-ming





證書編號（由簽發單位自訂） 幼童軍姓名
 童軍旅名稱
進度性徽章名稱
 頒發徽章日期（日／月／年） 旅／幼童軍團印
幼童軍團長簽署
 幼童軍團長姓名
圖一：「幼童軍進度性徽章證書」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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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的簽發
a) 所有幼童軍活動徽章由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班領袖導人簽發。
由於部份「活動徽章」及項目內容涉及專業知識及安全措施，請各幼童軍團長於簽
發時恪切遵守「活動徽章」及項目的教導者及主考人資格。
b) 當幼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班領袖導人
填妥「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
，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旅／幼童軍團或總部／地域／
童軍區印確認（如圖二）。

EKR/888/2016/001

陳大文 CHAN Tai-man
東九龍第八八八旅 888th East Kowloon Group



愛護動物章 Animal Care Badge


1/3/2016





何小明

何小明 HO Siu-ming













證書編號（由簽發單位自訂）
幼童軍姓名
童軍旅名稱
活動徽章名稱
頒發徽章日期（日／月／年）
簽發單位印（旅／幼童軍團或總會／地域／童軍區印）
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班領導人簽署
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班領導人姓名
簽發人（請將不適用者劃去）
圖二：「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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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童軍先修章的簽發
a) 童軍先修章由幼童軍團長簽發。在特殊情況下，可由總會／地域／童軍區委派指定人
士簽發。
b) 當幼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幼童軍團長填妥「童軍先修章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
及蓋上旅／幼童軍團印確認（如圖三）。

陳大文

CHAN Tai-man
東九龍第八八八旅
888th East Kowloon Group 



何小明



15/7/2015

EKR/888/2015/001







幼童軍姓名
證書編號（由簽發單位自訂）
幼童軍團長姓名

何小明 HO Siu-ming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童軍旅名稱
旅／幼童軍團印
幼童軍團長




頒發徽章日期（日／月／年）
幼童軍團長簽署

圖三：「童軍先修章證書」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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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童軍環境章的簽發
a) 世界童軍環境章由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班領導人簽發。
b) 當幼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獲授權人士人填妥「世界童軍環境章證書」
，並於證書
上簽署及蓋上總會／地域／童軍區印確認（如圖四）。

幼童軍支部
Cub Scout Section



陳大文 CHAN Tai-man 
東九龍第八八八旅 888th East Kowloon Group 



何小明



何小明 HO Siu-ming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1/4/2018 



EKR/888/2018/001 











幼童軍支部
幼童軍姓名
童軍旅名稱
簽發單位印（旅／幼童軍團或總會／地域／童軍區印）
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班領導人簽署
幼童軍團長或總會／地域／童軍區班領導人姓名
簽發人職位
頒發徽章日期（日／月／年）
證書編號（由簽發單位自訂）
圖四：「世界童軍環境章證書」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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