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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支援 

總會及本地域有關童軍資助計劃及津貼計劃等各項資料 

常務通告第 14/21號 

2021年 11月 1日 

 

 

此通告取代 2021 年 6月 1 日發出之《常務通告第 06/21 號》。 

 

地域進一步支援旅團的工作，現把總會及本地域有關童軍資助計劃及津貼計劃等各項統整一份

總覽如下： 

 

項目名稱 單位 目的 申請資格 

資助現有童軍旅 

成立新支部 

 

總會行政通告 

第 26/2021號 

總會 資助現有童軍旅成立或加

開新支部（包括加開新

團），讓更多適齡的青少

年參與童軍運動。 

1. 為正常集會的童軍旅；及 

2. 達到香港童軍總會「政策、組織及

規條」就各支部及團所訂定的應有

標準，並獲區總監於 2020 年 11 月

16 日或之後批准開辦的新支部／

團；及 

3. 有關新支部或團已舉行 6 次團集會

（其中一次須為戶外活動）。 

學生隊員制服 

資助計劃 

 

總會行政通告 

第 08/2020 號 

總會 民政事務局推行，旨在津

助家境有困難的學生參與

制服團體活動。 

1. 為合法香港居民；及 

2. 為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或樂行

童軍（隸屬學校旅或公開旅均可）；

及 

3. 來自有經濟困難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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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

計劃／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

貸款計劃50%或以上批款；或其他特

別經濟困難（須獲得所屬童軍旅推

薦）。 

 

（第 1 / 5頁） 

 

mailto:enquiry@krscout.org
http://www.krscout.org/
https://www.scout.org.hk/uploads/tc/circulars/5802/AC262021C.pdf
https://www.scout.org.hk/uploads/tc/circulars/5802/AC262021C.pdf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2401/082020_HAB_SPCR2021C.pdf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2401/082020_HAB_SPCR2021C.pdf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樓 926 室   電話：2957 6488  傳真：2302 1163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1300 及 14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enquiry@krscout.org  網址：www.krscout.org   

 

 

項目名稱 單位 目的 申請資格 

學生隊員訓練 

資助計劃 

 

總會行政通告 

第 09/2020 號 

總會 民政事務局推行，津助家境

有困難的學生參與制服團體

活動。透過此計劃，童軍成

員參與由區／地域／領袖訓

練學院／署在香港舉辦之活

動及訓練，可獲得資助。 

1. 持有有效支部成員紀錄冊之幼童軍

至樂行童軍支部成員；及 

2. 來自有經濟困難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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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

助計劃／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50%或以上批款；或家庭

有其他特別經濟困難。 

（未能符合申請此計劃而家庭有經

濟困難的成員將由本會資助。） 

孫秉樞童軍基金 

 

總會行政通告 

第 10/2020 號 

總會 專為津助家境有困難之青少

年，使能購置制服，參加童

軍運動。 

「孫秉樞童軍基金」接受來自有經濟困

難家庭之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

行童軍，及未能符合申請學生隊員制服

資助計劃（由民政事務局資助）的童軍

成員申請。 

有經濟需要之 

童軍領袖訓練 

資助計劃 

 

總會行政通告 

第 08/2021 號 

總會 資助經濟上有需要的童軍領

袖，以鼓勵童軍領袖積極參

與訓練班／考核活動。 

有特別家庭經濟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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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全日制大專學生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50%或以上批款，

而持有有效委任書的各級童軍領袖／

委任證之教練員。 

青年領袖發展計劃

（海外活動津貼） 

 

總會行政通告 

第 09/2021 號 

總會 鼓勵樂行童軍及青年領袖參

與認可之海外活動（項目），

擴闊視野，促進個人成長。 

1. 樂行童軍 

 1.1 持有效紀錄冊之樂行童軍；及 

 1.2 應最少考獲樂行童軍獎章，而

該等獎章必須於申請日期前之

最近2年內考獲。 

2. 童軍領袖 

 2.1 年齡介乎18至40歲持有效委任

書的童軍領袖（申請人年齡以

該項目舉行首天為準）；及 

 2.2 應完成任何一個支部之舊制

「木章中級在職訓練」或現行

各支部的「木章基本在職訓

練」； 參加非支部訓練的領袖

則應完成現行「木章中級在職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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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單位 目的 申請資格 

童軍發展資助計劃 

 

總會行政通告 

第 04/2020 號 

總會 資助擴展和保留童軍成員

的活動，及由童軍單位策

劃和執行之各類型社會服

務計劃。 

1. 總會各署、地域、童軍區及童軍旅

均可申請資助。 

2. 申請單位每年度最多可以申請2次

資助以舉辦活動，而每期只可申請1

次資助。 

童軍敬老基金 

 

總會行政通告 

第 31/2020 號 

總會 提供資源協助本會單位進

行敬老活動，使長者透過

此等活動身心得益；並透

過組織和參與敬老活動，

培育青少年成員，以達到

童軍運動之目的。 

1. 本會任何單位組織敬老活動，服務

本港長者，均可向本基金申請資

助，惟每項服務只可遞交一個申

請。如有關服務由多個單位合辦，

則只可由其中一個單位遞交申請。  

2. 為有效運用資源，本基金將優先資

助符合本基金宗旨的服務項目。如

申請的服務項目包含「培育青少年

成員，以達到童軍運動之目的」的

培育元素，可獲優先考慮。 

領袖訓練學院基金

「進修資助計劃」 

 

行政通告 

第30/2020號 

總會 支持有需要的領袖及成員

持續進修，鼓勵終生學習，

提昇質素。 

1. 現役童軍領袖及青少年成員；及 

2. 已獲取錄修讀香港童軍總會領袖訓

練學院（下稱「學院」）舉辦及或認

可資助的課程／活動／項目。 

海外及內地活動 

津貼計劃 

 

行政通告 

第 21/2018 號 

總會 鼓勵本會青少年成員及年

青領袖，透過參加認可之海

外及內地活動，擴闊青少年

視野，並鼓勵他們自我學習

和啟發，培訓他們成為一個

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

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為

了讓更多青少年受惠，現進

一步優化現有計劃的內

容，包括擴展津貼範圍至海

外或內地之服務及獎章考

驗、提高個人津貼額及增加

受惠對象至有經濟需要的

青少年成員或年青領袖。 

經青少年活動署批准及認可的下列各

類型活動（申請資格詳情請參照通告內

之要求）： 

1. 海外或內地活動 

2. 海外或內地服務 

3. 前往海外或內地進行獎章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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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

免費開放試驗計劃 

 

領袖訓練學院通告 

第06/2021號 

總會 為鼓勵更多童軍成員參與

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中

心〉的活動，中心將由2021

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

日期間推行「王兆生領袖

訓練中心– 免費開放試驗

計劃」，免費開放中心予

本會童軍成員參與由中心

舉行的日營或渡宿活動。 

香港童軍總會〈本會〉之童軍旅∕區∕地

域（包括營地及活動中心）∕領袖訓練學

院∕署。 

領袖進修津貼計劃 

（持續發展計劃） 

 

發展與領袖資源通告 

第 01/21 號 

九龍地域 培育專業的訓練人才，加

強對青少年成員的技能教

授。 

1. 凡完成由 2021年4月1日至 2022年

3月31日期間舉辦之上述訓練班；及 

2. 地域轄下持有效委任書之各級領袖

或總監。 

全港性青少年比賽 

資助計劃 

 

KT/17/21 

九龍地域 鼓勵九龍地域轄下童軍旅

團多參與各項全港性比

賽。 

凡代表九龍地域參與並完成總會各署

由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

舉辦之全港性比賽（例如各支部錦標

賽、步操比賽、童軍賽船大會或經地域

認可之活動）。 

基維爾營地交通 

津貼申請 

 

產業通告 

第 01/21 號 

九龍地域 為鼓勵九龍地域轄下各區

及童軍旅使用基維爾營地

進行各類型童軍活動及訓

練，並減輕其往返基維爾

營地的交通費用負擔，現

提供「基維爾營地交通津

貼」。 

九龍地域轄下各區及童軍旅，於2021

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包括首尾

兩天）內的營期，已獲批核並已按時繳

付全部營費及相關費用（如活動室、歷

奇廣場收費等），而該營期的申請人數

不少於20人。 

開放地域總部 

及申領 

「地域智能咭」 

 

行政通告 

第12/19號 

九龍地域 為加強九龍地域與旅的聯

繫，現開放地域總部堂予

九龍地域轄下各旅旅長及

旅負責領袖使用。 

地域轄下童軍旅旅長及旅負責領袖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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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單位 目的 申請資格 

    

九龍地域 

Google雲端服務 

 

行政通告 

第09/21號 

九龍地域 為地域轄下單位利用雲端服

務進行網上遙距教學／視像

會議及處理各項童軍事務。 

地域轄下童軍旅旅長／旅及團負責領

袖適用。 

備註：上述資料僅供參考，詳情以個別單位發出的通告為準，詳情請瀏覽香港童軍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 

 

如有查詢，請致電 2957 6488 或電郵至 enquiry@krscout.org 與地域職員聯絡。 

 

 

 
 

 
 

 

 

副地域總監（常務） 

黃 冠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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