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九 龍 地 域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Kowlo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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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表格： 

 

九龍地域 Google雲端服務 
行政通告第 05/22號 

2022年 4月 1日 

 

本通告取代 2021年 6月 1日發出之行政通告第 09/21 號。 
 

九龍地域自 2004年起為轄下區、旅／團的負責領袖設立電郵帳戶，並於 2020年 2月

1日起轉用 Google 雲端服務，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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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轄下單位除可憑此帳戶使用以九龍地域網域名稱（krscout.org）的電郵地址作通

訊之用，亦可以此帳戶使用下列 Google 雲端服務，費用全免。 

服務 功能 

 
Gmail 以地域域名作電郵地址通訊，更具認受性 

 
Google Calendar 為所屬單位建立屬於自己的行事曆 

 
Google Classroom 建立課程、指派作業、通訊聯絡及有效管理檔案 

 
Google Drive 寄存及分享檔案，共同製作文件、表格及簡報等 

 
Google Forms 透過選擇題、簡易問答等功能，收集及整理資料 

 

Google Groups 建立屬於自己單位的網上論壇 

 
Google Meet 與最多 100 位參與者進行視訊／音訊會議 

 
Google Photo 寄存及分享相片 

 
Google Site 簡易建立單位網頁 

 
YouTube 寄存及分享影片 

 

九龍地域現為轄下各旅／團安排一個電郵帳戶，請各旅長／旅負責領袖填妥網上表格

／夾附之電郵帳戶登記表格，並交回九龍地域總部辦事處。 
 

如有查詢，請與助理地域執行幹事梁啟文先生聯絡（電郵：ase@krscout.org ／電話：

2957 6483）。 

副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行政） 

梁 婉 冰 

mailto:enquiry@krscout.org
http://www.krscout.org/
https://forms.gle/v8B2YZHd4qXnnwPF6
https://forms.gle/v8B2YZHd4qXnnwP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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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帳戶登記表格  
(網上表格： https://forms.gle/v8B2YZHd4qXnnwPF6 ) 

 

致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6 室 

 九龍地域總部辦事處 

傳真： 2302 1163 

電郵： ase@krscout.org 
 

旅號：九龍第＿＿＿＿＿＿＿旅  區別：＿＿＿＿＿＿區 
 

（一）登記電郵帳戶（請以✓號表示） 

□ 本旅現申請登記九龍地域電郵帳戶【請善用地域提供的資源，務必使用此等電郵】 

□ 本旅以下支部／團亦需開設九龍地域新電郵帳戶 

支部 團 

1.   

2.   

3.   

4.   

5.   

6.   

7.   

8.   

 

□ 本旅毋須登記九龍地域新電郵帳戶 
 

（二）領取電郵戶口方法（請以✓號表示） 

□ 方法一：請將電郵戶口名稱及密碼電郵至以下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方法二：請將電郵戶口名稱及密碼郵寄至以下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請細閱背頁的使用指引（請以✓號表示） 

□ 本人確認已細閱並同意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Google非營利服務及電子郵件系統使用指引》

的內容，並承諾妥善管理有關帳戶。 
 

 

旅長／負責領袖簽署 ：   旅印：  

旅長／負責領袖姓名 ：    

聯 絡 電 話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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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Google 非營利服務及電子郵件系統使用指引 

（2021 年 6 月 1 日更新） 
 

1. 目的及範圍 

 1.1. 本指引的對象是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下稱「地域」）轄下使用 Google 非營利服務（下稱「Google 雲端

服務」）的童軍旅／團（下稱「用戶」）。 

 1.2. 本文提供指引給地域各用戶作為日常使用的依據守則，讓用戶能適當使用地域所提供的 Google 雲端服務

及電子郵件系統（下稱「電郵系統」），從而建立及保持良好的使用習慣，履行相關責任。 

 

2. 簡介 

地域將會為轄下童軍旅／團提供以下電郵系統及 Google 雲端服務的帳戶，該帳戶只限於該童軍旅／團的負責領

袖及該童軍旅／團內的指定童軍成員使用，若該領袖或童軍成員離開了該童軍旅／團，該帳戶之密碼將於 1 星

期內被更改而毋須預先通知用戶，有關帳戶內所有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電子郵件、相片、影片、行事曆資料及

其他檔案等）將會保留並交予繼任的負責領袖。 

 2.1. 由 Google 雲端服務提供並以 krscout.org 作地域電郵地址網域名稱。 

 2.2. 使用 Google 雲端服務，包括行事曆、Google 雲端硬碟儲存空間等。 

 2.3. 每個帳戶共有 30GB 容量。 

 

3. 指引 

 3.1. 地域電郵系統主要作為用戶與各童軍成員及外界作溝通的系統，用以處理童軍日常事務，包括但不限於傳

遞童軍活動資訊、以童軍旅／團身份與外界溝通的渠道。 

 3.2. 禁止用戶使用地域電郵系統作任何不當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3.2.1. 發送或轉寄任何內容違犯法律之電子郵件； 

  3.2.2. 發送或轉寄包含誹謗性、誹謗、無禮、種族主義者或淫穢內容之電子郵件，如任何人從本系統之用戶

接收到這類型電子郵件，他／她必須即時通知地域辦事處； 

  3.2.3. 偽造或試圖偽造電子郵件、假裝或試圖假裝身份來發送電子郵件； 

  3.2.4. 與任何未獲授權人士共用本地域電子郵件帳戶；使用本地域電郵系統為舉辦其他商業活動之用，例如

行銷或經濟業務；及 

  3.2.5. 轉寄或傳播連鎖信、惡意電子郵件、垃圾郵件等等。 

 3.3. 為保護用戶免受病毒侵害，用戶應採用以下的良好習慣，包括： 

  3.3.1 安裝防病毒軟體並定期更新； 

  3.3.2 掃描所有電子郵件內容； 

  3.3.3 發送郵件時，適當地使用「副本」和「密件副本」；及 

  3.3.4 備份電子郵件； 

  3.3.5 不開啟或轉寄可疑的電子郵件、附件；及 

  3.3.6 不回覆或直接開啟任何可疑電子郵件內之連結，以防止惡意攻擊。 

 3.4. 用戶編寫電子郵件時，應謹慎編寫及留意內容，不建議使用電郵系統傳送及 Google 雲端服務儲存任何機

密及涉及個人私隱的資料。 

 

4. 聲明 

本地域並作出下列的責任聲明： 

無論所有為公開張貼或私下傳送的資訊、資料、文字、軟件、音樂、音訊、照片、圖 形、視訊、信息或其他資

料（簡稱「內容」），均為原創提供者之責任，即經本地域電郵系統或 Google 雲端服務而上載、張貼、發送電子

郵件、傳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之「內容」的責任，是由發送者全部負責而非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地域不約制

經由本電郵系統或 Google 雲端服務而傳送之「內容」，因此不保証其「內容」之正確性、完整性或品質，在任

何情況下，地域均不會為該「內容」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內容」之任何錯誤或遺漏，以及經由本電郵系統或 Google 

雲端服務上載、發送而衍生之任何損失或損害。 

 

5. 監察和違反指引 

 5.1. 通過本電郵系統或 Google 雲端服務發佈或上載的所有訊息，甚至個人電子郵件，均屬本地域的資產，地

域不允許任何用戶要求在電郵系統或 Google 雲端服務內製作、 存放、發送或接收的任何資料持有穩私

權。有必要時候，地域保留監察和閱讀所有電子郵件或 Google 雲端服務內所有內容的權利，而毋須預先

通知用戶。 

 5.2. 如果有證據證實用戶未能遵循在本文訂立之指引，地域將視乎情況可能終止帳戶或根據香港童軍總會有關

之政策及章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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