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15/6/2007）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 

 

1. 會員章、隊長章、服務年星、小隊活動巾圈的簽發 

a) 會員章、隊長章及服務年星並無簽發程序，各童軍成員可自行往童軍物品供應

社購買。頒授儀式將按各旅團傳統進行。 

b) 小隊活動巾圈並無簽發程序，各童軍成員可攜同有效童軍紀錄冊及毅行獎章或

以上之「童軍進度性獎章證書」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 

 

2. 童軍進度性獎章證書的簽發 

a) 童軍進度性獎章（探索／毅行／挑戰獎章）由童軍團長簽發。總會、地域和區

會不會為個別童軍成員簽發上述獎章。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童軍團長填妥「探索獎章證書」、「毅行獎章證書」

或「挑戰獎章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旅／童軍團印確認（如圖一至圖

三）。 

 

 

圖一：「探索獎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方 

旅／童軍團印 

須填寫童軍 
所屬旅團 

隸屬 
of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1/1/2008 
童軍團長 
簽署 

HKI/888/2008/001 童軍團長姓名 



 

圖二：「毅行獎章證書」式樣 

 

 

 

圖三：「挑戰獎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方 

旅／童軍團印 

須填寫童軍 
所屬旅團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方 

旅／童軍團印 

須填寫童軍 
所屬旅團 

隸屬 
of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1/1/2008 
童軍團長 
簽署 

HKI/888/2008/001 

隸屬 
of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1/1/2008 
童軍團長 
簽署 

HKI/888/2008/001 

童軍團長姓名 

童軍團長姓名 



3. 服務獎章及領導才獎章的簽發 

a) 服務獎章及領導才獎章由童軍團長簽發。總會、地域和區會不會為個別童軍成

員簽發上述獎章。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並取得合格後，由童軍團長填妥「童軍獎章證書」，並於證

書上簽署及蓋上旅／童軍團印確認（如圖四）。 

 

 

 

 

 

 

圖四：「童軍獎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行
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號必
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旅／童軍團印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服務獎章 
Service Flash 

1/1/2008 

HKI/888/2008/003 

童軍團長 
簽署 

童軍團長姓名 



4. 童軍專科徽章的簽發 

a) 童軍專科徽章（興趣組）由總會、地域、區會或童軍團獲授權人士簽發；惟興

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只可由總會、地域或區會簽發。 

b) 童軍專科徽章（技能組／服務組／教導組）及興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由總會、

地域或區會獲授權人士簽發，童軍團長不會為童軍成員簽發上述徽章。 

c)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童軍專科徽章證書」，並

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五）。 

 

 

 

 

 

 

圖五：「童軍專科徽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1/1/2008 
獲授權人士 

簽署 

HKI/888/2008/001 

音樂 
Musician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興趣 
Interest 



5. 宗教章的簽發 

a) 宗教章由總會、地域、區會或童軍團獲授權人士簽發。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宗教章證書」，並於證書

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六）。 

 

 

 

 

 

 

圖六：「宗教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本證書為跨支部證書，本
欄須清楚填寫獲頒徽章成
員所屬支部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童軍支部 
Scout Section 

1/1/2008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HKI/CWB/46/199 



6. 社區參與章的簽發 

a) 社區參與章由總會、地域或區會獲授權人士簽發。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社區參與章證書」，並於

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七）。 

 

 

 

 

 

 

圖七：「社區參與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本證書為跨支部證書，本
欄須清楚填寫獲頒徽章成
員所屬支部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童軍支部 
Scout Section 

1/1/2008 

HKI/CWB/46/199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獲授權人士 
簽署 



7. 維護自然世界章的簽發 

a) 維護自然世界章由總會、地域或區會獲授權人士簽發。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維護自然世界章證書」，

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八）。 

 

 

 

 

 

 

圖八：「維護自然世界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本證書為跨支部證書，本
欄須清楚填寫獲頒徽章成
員所屬支部 

HKI/CWB/46/199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 
888

th
 Hong Kong Group 

童軍支部 
Scout Section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1/1/2008 



8. 航空活動徽章的簽發 

a) 航空活動徽章（航空章、高級航空章及優異航空章）由總會及地域有關航空活

動總監或地域航空活動代表簽發。 

b) 當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航空活動徽章證書」，並

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九）。 

c) 總會及地域應妥善保存考驗紀錄以便查閱，亦應定時向區會匯報區內各級航空

活動徽章之考驗結果。 

 

 

 

 

 

 

圖九：「航空活動徽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本證書為跨支部證書，本
欄須清楚填寫獲頒徽章成
員所屬支部 陳大文 

CHAN Tai-man 

港島第八八八旅童軍團 
888

th
 Hong Kong Group Scout Troop 

高級航空章 
Senior Airman Badge 

1/1/2008 

AHQ/AA/46/201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9. 海上活動徽章的簽發 

a) 海上活動徽章（艇工章、副舵手章及舵手章）由總會、地域或區會獲授權人士

簽發。 

b) 當童軍成員考獲初級、中級或高級童軍標準艇證書後，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

填妥「海上活動徽章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如圖

十）。 

c) 總會及地域應妥善保存考驗紀錄以便查閱，亦應定時向區會匯報區內各級海上

活動徽章之考驗結果。 

 

 

 

 

 

 

圖十：「海上活動徽章證書」式樣 

如有需要，簽發單位可自
行為證書加上編號，惟編
號必須填寫於證書左下角
處 

獲授權單位蓋印 

本證書為跨支部證書，本
欄須清楚填寫獲頒徽章成
員所屬支部 

 

港島第八八八旅童軍團 
888

th
 Hong Kong Group Scout Troop 

舵手章 
Coxswain Badge 

1/1/2008 

AHQ/SA/46/204 

獲授權人士 
簽署 

獲授權人士姓名 

及職位 

陳大文 
CHAN Tai-man 



 

10.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的簽發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並無簽發程序，各童軍成員可攜同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發出

的證書正本及有效童軍紀錄冊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布章 2 枚。 

 

11. 拯溺布章的簽發 

拯溺布章並無簽發程序，各童軍成員可攜同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有效拯溺銅章或

以上證書正本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布章 2 枚。 

 

12. 大量徽章／獎章簽發及購買程序 

若總會、地域或區會因應有關訓練活動（如專章考驗日、專章訓練班等）而需簽發

並購買大量專科徽章或獎章，可依照以下程序進行： 

a) 由活動／訓練班負責人備妥有關之徽章／獎章證書。 

b) 由有關訓練活動主辦單位之獲授權人士於各證書和「大量徽章／獎章購買表格」

（附件四）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位印章確認。 

c) 由活動／訓練班負責人或委托領袖攜同所有已簽發的證書和「大量徽章／獎章

購買表格」往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徽章／獎章。每張證書最多可購買徽章 2 枚。 

d) 本程序只適用於大量購買同一徽章，不適用於購買不同種類的徽章。 

e) 大量徽章簽發程序只適用於總會、地域或區會之訓練活動，不適用於個別或多

名童軍成員自行申報之考驗。 

 

13. 有關跨區或跨地域的證書簽發 

主辦或負責安排考驗之單位（總會／地域／區會）應負責為其訓練活動中考驗合格

之童軍成員直接簽發有關徽章／獎章證書，包括跨區或跨地域參與之童軍成員，主

辦或負責安排考驗之單位同時應將其考驗結果副本送呈有關之區會存案。 

 



【附件二】 
（15/6/2007） 

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 

獲授權簽發各級徽章人士名單獲授權簽發各級徽章人士名單獲授權簽發各級徽章人士名單獲授權簽發各級徽章人士名單 
 

獎章名稱 簽發單位 簽署人士 

1.  會員章 

2.  隊長章 

3.  服務年星 

童軍團 由童軍團長及／或小隊長會議決議頒發 

4.  探索獎章／ 
 毅行獎章／ 

 挑戰獎章 

5.  領導才獎章／ 
  服務獎章 

6.  小隊活動巾圈 

童軍團 童軍團長 

7.  總領袖獎章 總會 香港總監 

8.  興趣組專科徽章 童軍團 童軍團長（（（（興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除外興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除外興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除外興趣組海上活動專科徽章除外）））） 

區會 區總監、助理區總監（童軍）、區專章秘書 

地域總部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9.  宗教章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訓練）、 
總部總監（童軍）、助理總部總監（童軍） 

10.  社區參與章 區會 區總監、助理區總監（童軍）、區專章秘書 

11.  維護自然世界章 地域總部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12.  技能組／ 
 服務組／ 
 教導組專科徽章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訓練）、 
總部總監（童軍）、助理總部總監（童軍） 

地域總部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助理地域總部總監
（航空活動）、地域航空活動代表【只限於該地
域沒有有關總監之委任】 

13.  航空活動徽章 
（航空章、 
高級航空章 及 
優異航空章）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訓練）、 
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助理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區會區會區會區會 區總監區總監區總監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助理區總監（（（（童軍童軍童軍童軍）、）、）、）、區專章秘書區專章秘書區專章秘書區專章秘書 
地域總部 副地域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支部訓練）
*
、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14. 海上活動徽章 
（艇工章、 
副舵手章 及 
舵手章） 

青少年活動署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支部訓練）、 
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助理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15.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獎章（銅／銀章）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推薦，香港青年獎勵計
劃總辦事處簽發 

16.  拯溺布章 並無童軍簽發單位 
 

* 
如個別地域同時設有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及（支部訓練）職位，則由負責（支部訓
練）一職之總監簽署。 



【附件三】 
（15/6/2007） 

 

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童軍支部 

各級徽章領取各級徽章領取各級徽章領取各級徽章領取／／／／購買方法購買方法購買方法購買方法 

 

1.  會員章 

2.  隊長章 

3.  服務年星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毋須出示任何文件。 

4.  探索獎章／ 

 毅行獎章／ 

 挑戰獎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

旅／童軍團印之「童軍進度性獎章證書」正本。 

5.  領導才獎章／ 

  服務獎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

旅／童軍團印之「童軍獎章證書」正本。 

 

6.  小隊活動巾圈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有效童軍紀錄冊及毅行

獎章或以上之「童軍進度性獎章證書」正本。 

 

7.  總領袖獎章 由童軍物品供應社代為派發，領取時須出示獲獎證明正本及獲

獎者的香港身份證正／副本。 

 

8.  興趣組／ 

  技能組／ 

服務組／ 

教導組專科徽章 

9.  宗教章 

10.  社區參與章 

11.  維護自然世界章 

12.  航空活動徽章 

（航空章、 

高級航空章 及 

優異航空章） 

13. 海上活動徽章 

（艇工章、 

副舵手章 及 

舵手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獲授權人士簽署及蓋

上獲授權單位印章之相關證書正本。 

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獎章（銅／銀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發

出之證書正本及有效童軍紀錄冊。 

 

15.  拯溺布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

有效拯溺銅章或以上證書正本。 

 

 

 

註 1：有關獲授權簽署人士名單詳見附件二。 

註 2：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獲獎證明／證書背面蓋印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證書持有人。 

 



【附件四】 
（15/6/2007）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大量徽章大量徽章大量徽章大量徽章／／／／獎章獎章獎章獎章購買表格購買表格購買表格購買表格 

 

致：童軍物品供應社 

 

 根據本會「大量徽章／獎章簽發及購買程序」，請供應徽章／獎章如下： 

 

1. 活活活活動動動動／／／／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單    位：       地域／署        區 

活動／訓練班名稱：               

活動／訓練班負責人姓名：             

 

2. 徽章徽章徽章徽章／／／／獎章獎章獎章獎章 

類    別：         章（      組） 

購買數量：    

（請出示已簽妥之證書，以獎章證書數量為依歸，每張證書最多可購買徽章 2 枚。） 

 

3. 獲授權人士獲授權人士獲授權人士獲授權人士 

姓    名：        職    位：       

 

 

簽    署：        

 日    期：        單位印章：       

 

4. 購章人士購章人士購章人士購章人士 

姓    名：        職    位：       

購章日期：        

 

 

 

註：完成大量購章程序後，本表格由童軍物品供應社存檔。 



【附件五】 
（15/6/2007）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童軍專科徽童軍專科徽童軍專科徽童軍專科徽章章章章／／／／獎章考驗申請表獎章考驗申請表獎章考驗申請表獎章考驗申請表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報考專科徽章／獎章名稱：         （*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教導組／其他） 

甲部甲部甲部甲部：：：：考驗安排考驗安排考驗安排考驗安排（請 �出所選安排） 

� 童軍成員自行報考（申請人須夾附該專章之課程綱要） 

� 認可訓練班： 訓練班名稱：      主辦單位：        

� 專章考驗日： 考驗日名稱：      主辦單位：        

� 其他安排  ： 詳細資料：               

乙部乙部乙部乙部：：：：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由申請人填寫，由童軍團長副署確認。） 

姓名：     童軍紀錄冊號碼：    電話：   電郵：     

旅團：      地域       區        旅 

團長簽署：          童軍團印：        

丙部丙部丙部丙部：：：：主考安排主考安排主考安排主考安排（只適用於「童軍成員自行報考」安排，如有需要，由獲授權人士副署確認。） 

主考姓名：          聯絡電話：        

獲授權人士簽署：    （*總會／地域／區會／旅團） 獲授權單位印章：     

丁部丁部丁部丁部：：：：考驗安排考驗安排考驗安排考驗安排（由主考填寫，簡略寫出考驗安排、日期和考驗模式。如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擬進行考驗日期：     主考簽署：      日期：      

戊部戊部戊部戊部：：：：考驗結果考驗結果考驗結果考驗結果（由主考填寫，簡略寫出應考者之水準、主考評語、考驗結果等。如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評語：                    

                     

                     

                     

結果： *合格／不合格   主考簽署：      日期：       

己部己部己部己部：：：：確認及簽發徽章確認及簽發徽章確認及簽發徽章確認及簽發徽章 

經下列獲授權人士簽署確認，上述申請人已通過有關專章／獎章考驗，特此簽發   章（  組）。 

姓名：      

職位：      

簽署：      印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