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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本團直屬香港童軍總會深資童軍支部。 

 

1.2  本團附屬社會福利署荃灣雅麗珊中心。 

 

1.3  本團定名為–“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荃灣區第五童軍旅深資童

軍團＂(5
th
 Venture Scout Unit, Tsuen Wan Group, N.T. Region, 

H.K.) 。 

 

1.4  本團成立於一九七六年四月二十六日。 

 

1.5  團長乃本團最高負責人，該職位由旅長委任。 

 

1.6  此團章在有關團部任何一切形式之活動期間內，不論制服或非制服

情形下，對本團任何職級人等一律平等對待及有效。 

 

1.7  團章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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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 

2.1 本團組織圖表列示如下: 

 

 

 

 

 

 

 

2.2 組織內容 

2.2.1 團長設一位。 

2.2.2 副團長設三位。 

2.2.3 教練員設三位。 

2.2.4 執行委員會由團員互選產生，設主席、文書、財政、物資各

  一位。任期一年，執委會於每年七月重選。 

團長 

副團長 

教練員 

執行委員會 

見習團員 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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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職權 

2.3.1 團長 - 團長為團部最高負責人。 

a. 有籌劃及執行發展、推行團部一切事務之責。 

b. 團部對外之總代表及發言人。 

c. 處理團部內外行政上之事宜。 

d. 主持團務會議並作事後報告。 

e. 代表團部出席旅務會議。 

f. 監管團部其屬下領袖及指派工作。 

g. 負責團費之監管。 

h. 組織及計劃團部各項發展及訓練。 

i. 為執行委員會之顧問可列席該會會議。 

j. 可推薦本團團員晉升領袖及教練員晉升更高職位。 

k. 或其他由旅長指派之合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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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副團長 - 副團長為團部次席領袖，直接向團長負責。 

 

a. 協助團長推行團務。 

b. 協助管理人事褔利、物資、訓練服務、招募、發展事務

之總負責。並向團長作每月報告。 

c. 資歷最高者可直接處理團長之職務，如遇前者缺席不超

過四次連續集會。 

d. 監管團部其屬下之領袖及指派工作。 

e. 為執行委員會之普通顧問，可列席該會。 

f. 可推薦本團團員晉升領袖及教練員並升更高職位。 

g. 須出席旅務會議。 

h. 或其他上級指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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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教練員 - 直接向副團長負責 

a. 協助執行團部既定之事務。 

b. 協助副團長籌劃及推行團務。 

c. 呈交事務進展報告予副團長。 

d. 監管團員及見習團員。 

e. 向上級呈報團員間引起之衝突。 

f. 可列席旅務會議。 

g. 可列席執行委員會會議。 

h. 或其他上級指派工作。 

 

 2.3.5 團務會議 

乃團部最高負責機構，由團部各級領袖及執行委員會組成，

主要職務是籌劃、組織、執行發展及推行團部各項發展、訓

練及一切對外及對內事務。處理本團團員及各級領袖之晉升

事宜，並與執行委員會協調團員之事務。 

    團長乃當然主席，文書一職由各副團長輪流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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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執行委員會 

 

主要職務是協助領袖推行團之活動，課程及訓練，並作為領袖與團員

間之橋樑。 

 主席 - 為團員之總代表 

a. 主持每月執行委員會會議，並作報告，一星期內交團長

備案。 

b. 組織及維繫團員效忠團部。 

c. 協助解決團員所提申之問題並向領袖報告。 

d. 代表團員出席團務會議，並可參與協助籌劃團務工作及

有表決權。 

e. 執行領袖所指派工作。 

f. 監管及指派委員各職級工作。 

g. 主持每年七月之選舉會議及交職典禮及補選事宜。 

h. 協助副團長及教練員籌備及推行團部工作。

主席 

文書 財政 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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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 ─ 責任為負責本團對外及對內文件、書信之往

來。並須在執會會議內記錄及準備一切事宜，須與主席

出席團務會議，並協助工作，惟無表決權。 

 

  物資 ─ 責任為負責本團物資之購買及借用。並須負責團

部或執行委員會於特別或正常活動中須要之物資。 

 

  財政 ─ 責任為負責本團之財政，包括團費、罰款、捐贈、

津貼、基金，並於每月的第一次集會向團長呈交報告。

並會同主席對財政使用適當安排，惟需得團長同意。 

 

2.3.7 會員大會 

團員最高負責機構，由執行委員會主持，主要職務是選舉新一屆執

 行委員會幹事；檢討及通過執行委員會週年報告及週年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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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費 

3.1.1 基金費 ─ 凡加入成為本團之見習團員，必須繳交基金費二十

元正。 

3.1.2 團費 ─ 每月須繳交團費二十元正作為團部常務支出，凡見

習團員及團員均需繳交費用由執委會財政代收。 

3.1.3 普通費用 ─ 凡任何活動或服務經財政、主席及團長審定，須繳

交適當、合理的參加費用。由該活動負責人管理。 

3.1.4 特別費用 ─ 在特別情況下，經財政、主席及團長同意下收取及

使用。 

3.1.5 津貼 ─ 團部津貼依活動需要而向中心申請津貼，申請需於

活動舉行前十八日交財政報告予團長審核，然後於

四天內呈交中心職員覆核。事後之單據需於活動完

成後三十日內交予中心職員辦理，取回津貼。若過

時限概不辦理。 

3.1.6 請假交費 ─ 凡請事假及長假者，於其申請獲團部書面批準後，

需立即繳付假期內之一半團費，以作生效。 

凡請病假者於病假取消日期後十日內繳付病假內之

團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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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逾期交費 ─ 凡逾期交費者一律罰款十元正，罰款須於下次集會

〈連所欠費用〉一併繳交。 

3.1.8 退出交費 ─ 須繳交所有欠費始獲退出團部，有違者將用徹底辦

法追討。 

3.1.9 罰款 ─ 所有罰款需於七天內繳交，否則當逾期交費論。 

3.1.10 延期交費申請 ─ 欠費團員若具充份理由須延期交費者，可於被罰

該日內書面向教練或以上職級申請。如獲允許

者，可獲副團長級接見，考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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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4.1  團員 

4.1.1 團員資格 –  年齡:  15~20 歲; 

國籍: 不限; 

性別: 男性或女性; 

學歷: 中二或以上; 

精神及體格: 健全。 

4.1.2 見習團員 – 未宣誓為本團之團員。 

4.1.3 年齡凡滿 14 歲半者皆可接受為見習團員。 

4.1.4 見習團員與團員除 4.1.3 外皆一切相同。 

 

4.2 權利 

4.2.1 凡團員均可參加及協助籌劃團部所舉辦之一切活動及推行工作。 

4.2.2 均可借用本團擁有的一切物資，惟必須事先一星期申請，並獲得物

資及副團長批准。 

4.2.3 可直接或書面向副團長或以上提出意見或申訴。惟必須合理及適當。 

4.2.4 有選舉或被選為執行委員會各職位的權利。 

4.2.5 均可晉升為各級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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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義務 

4.3.1 須遵從團章。 

4.3.2 須準時出席及離席團部一切活動，如有特別情況，須事先通知有關

之負責領袖。 

4.3.3 須遵守童軍規律與誓詞、及團規。 

4.3.4 應隨時提出對團部發展有益之建議。 

4.3.5 須協助推行策畫團部一切活動。 

4.3.6 須繳交一切應繳之費用。 

4.3.7 如遇不能依時出席集會或活動，須於七天前書面通知負責領袖。 

4.3.8 未經同意，不得私下向外作出任何代表團部之聲明或承諾。 

4.3.9 如欲請假、退職、退出、調職，須以書面向上級申請。 

4.3.10 須服從領袖指派之合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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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團規 

5.1 制服 

5.1.1 團員必須遵照香港童軍總會指示之規定及本團認可之制 

  服，不可標奇立異。 

5.1.2 制服服飾如夏季、冬季、禮宴及訓練等之換轉須依從團部之

  通知。 

5.1.3 除參與團部認許之活動外，團員不得穿著整套或部份代表本

  團之服式。 

5.1.4 制服必須保持整齊清潔。 

 

5.2 集會 

5.2.1 團部正常集會乃每星期六下午三時至五時於荃灣雅麗珊中 

  心球場舉行。 

5.2.2 團員需於集會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並向值日領袖報到。 

5.2.3 值日團員需於集會前十五分鐘，完成旗桿設立，並準備集會

  一切事宜。 

5.2.4 遵守集會及操場守則(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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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會議 

5.3.1 團務會議即領袖會議，每月舉行一次，日期、時間由團長預

 先十四天書面通知。此會議由團長主持，並於一星期後呈交

 會議記錄備案。 

5.3.2 執行委員會會議，每月舉行一次，由主席主持並決定日期、

  時間，需於會後一星期內呈交會議記錄予團長備案。 

5.3.3 會員大會，每年七月舉行一次，由執行委員會主持並決定日

  期、時間，需於會後一星期內呈交會議記錄予團長備案。 

5.3.4 特別會議於特別活動時召開，各團員如遇需要則須出席。 

 

5.4 服務與訓練 

5.4.1 團員必須出席團部之內外服務活動，不得借故推辭及無理缺

  席，有充分理由而被接納者除外。 

5.4.2 內外服務期間必須服從該活動之負責領袖。 

5.4.3 團員必須參與團部安排或指派之訓練。 

5.4.4 訓練課程費用得依團部經濟狀況依比例津貼。 

5.4.5 請假之團員將不得參加訓練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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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紀律 

5.5.1 必須保持制服整齊、清潔。 

5.5.2 必須將皮鞋、皮帶擦亮。 

5.5.3 必須舉止莊重，態度自然。 

5.5.4 必須保持自律性。 

5.5.5 必須遵從領袖合理之命令，如有懷疑，先服從後投訴。 

5.5.6 必須履行童軍禮節。 

5.5.7 必須依從團章。 

5.5.8 不得違反香港法律，及香港童軍規律。 

5.5.9 不得染髮及帶頭飾或耳環。 

5.5.10 不得頭髮蓋過耳朵或衣領。 

5.5.11 不得粗言穢語或胡鬧。 

5.5.12 不得擅離職守，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 

5.5.13 不得賭博或從事色情玩意。 

5.5.14 不得向外發表或宣洩本團任何團務。 

5.5.15 不得故意推辭為團部效力之任令。 

5.5.16 不得出入聲譽敗壞及不道德場所。 

5.5.17 不得與不良份子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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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8 不得作出有辱團部良好聲譽之行為。 

5.5.19 不得作出有辱童軍聲譽之行為。 

5.5.20 不得冒充或假借領袖之名發出命令。 

 

5.6 病假 

a. 若活動前得病，應口頭或書面通知負責領袖。 

b. 若活動當日得病，應用電話或任何途徑通知負責領袖。 

 

5.6.1 長假 (暫休) 

a. 必須書面向團長作申請批准。 

b. 連同申請書，須一併繳交假內一半團費。 

 

5.7 缺席 

5.7.1 凡事前無依例通知領袖，則作無故缺席論。 

5.7.2 缺席連續三次，不須經檢舉亦可立即革除團籍，並加以最大

  法律效力追討一切未完之團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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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離職 

5.8.1 團員離退團籍必須作書面通知及申請批准，需註明欲終止團

  籍之日期及理由。 

5.8.2 離職前必須交待清楚與團部一切未清之手續及事務。 

5.8.3 領袖離職需事前三十天申請，待作移交手續，團員則需十四

  天。 

5.8.4 未作離職申請，團部一概作缺席論。 

 

5.9 物資 

5.9.1 團員必須愛護團部一切物資。 

5.9.2 凡借用團部物資，必須經負責領袖批准及記錄方可取走。 

5.9.3 必須如期交還完整之借用物資。 

5.9.4 如無意損壞物資，需作報告及適當賠償。其賠償額得由領袖

  全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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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禮節 

5.10.1 凡有關團部正常團活動，如集會、會議、服務等。團員須 

  嚴格執行童軍禮節。 

5.10.2 團員須向團領袖級人員作適當正確之敬禮。 

5.10.3 團員對其他團之領袖皆需保持適當正確之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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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處分及投訴 

6.1 處分 – 凡觸犯團章任何事例皆有可能被檢舉。(口頭警告不入檢舉) 

 

6.2 檢舉 

6.2.1  檢舉只限對下屬等各職級行使，(同級並無檢舉，只有投 

   訴)。各領袖級皆有權檢舉任何觸犯團章之團員及其下屬領 

   袖級別。 

6.2.2  檢舉須填寫檢舉書一式三份，一份呈交團長處理，一份備 

   案，一份送被檢人。 

6.2.3  檢舉書須於一星期內呈交有關人等，否則不被接受，若被 

   檢人故意逃避接收，則另議，由團長個別處理。 

6.2.4  檢舉須得團長接納，方開始檢舉程序。團部否定檢舉須向檢

   舉人申述理由。不同意者可再作檢舉一次。 

6.2.5  檢舉書副本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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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檢舉程序 (團員、領袖) 

6.3.1  對團員之檢舉被接納後，由副團長級或以上領袖最少兩位組

   成處理。對領袖級者，則由團長或以上主持檢會。 

6.3.2  檢會必須在檢舉書發出日期兩星期內進行檢舉。 

6.3.3  被檢舉者將被要求就該事件作書面報告乙份，於檢會前呈交

   檢會以作安排了解情況。 

6.3.4  被檢者，必須穿着整齊制服出席檢會。 

6.3.5  檢舉人及其證人可不必出席檢會，如若被邀請則須穿着整齊

   制服出席。 

6.3.6  被檢人可事前要求檢會有辯方證人出席檢會作證，或檢舉人

   出席檢會作質。 

6.3.7  被檢人可作上訴。檢會再委任其他領袖加入組成上訴會，惟

   上訴會必須有團長或以上級別出席。 

6.3.8  檢會及上訴會須於會後一星期內作報告。被檢人必須詳閱及

   簽署該報告。副本交團長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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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懲罰 – 任何領袖，團員如經裁定犯有或承認犯有違犯團章者，可被

判處下列任何一項或多項懲罰： 

a. 由副團長施加者 – 

1. 降職； 

2. 暫停職務； 

3. 罰款； 

4. 嚴厲譴責； 

5. 譴責； 

6. 担任額外職務或體力勞動； 

7. 要求自動動離職。 

 

b. 由團長施加者： 

1. (a)款所載各項懲罰 

2. 革除團籍(團部會出通告予香港童軍總會、地域、及各旅部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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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投訴 – 團員可向任何領袖級投訴。惟投訴以『先服從，後投訴』為

依歸。 

6.5.1  投訴程序 

a. 可向執行委員會主席提出，由主席於團務會議轉述或呈交文

 件，或向投訴者之直屬上級作書面投訴。 

b. 投訴書可即時或事後一星期內提交，否則不被接受。 

c. 投訴委員會應接受投訴後七天內書面通知被投訴者。 

d. 投訴書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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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投訴處理 

6.6.1  投訴委員會設席三位，由副團長或以上職級委派並主持。 

6.6.2  於接獲投訴書後兩星期內，投訴委員會須接見被投訴者及投

   訴人或兩者其一。 

6.6.3  被投訴者有上訴權力。 

6.6.4  投訴委員會須於事後一星期內作報告，被投訴者須閱該報告

   及簽署。副本交投訴人及團長備案。 

6.6.5  上訴委員會設席三位，由團長主持並委任兩名副團長職級協

   助。 

6.6.6  於接獲上訴要求後兩星期內進行辦理。 

6.6.7  被投訴者有權要求本團各職級人士為其本人或事件作申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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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晉升 

7.1 見習團員  晉升  團員 

7.1.1 見習團員須出席最少六次集會(其中一次必須為野外習)，完

  成基本訓練課程及於上述期內獲得良好表現報告者。 

7.1.2 經教練員接見及推薦於團長批准。 

 

7.2 團員  晉升  教練員 

7.2.1 須完成中級及高級訓練課程；及 

7.2.2 須完成香港童軍總會舉辦之初級領袖訓練課程；及 

7.2.3 須經兩名領袖級人員推薦；及 

7.2.4 須有兩年良好團籍記錄報告；或 

7.2.5 由旅長或團長直接委任。 

 



荃灣第五旅深資童軍團 - 團章 

 
26 

 

7.3 教練員  晉升  副團長 

7.3.1 須有担任最少三年教練員資歷；及 

7.3.2 須有兩年良好團籍記錄報告；或 

7.3.3 須經兩位副團長或以上級之推薦；及 

7.3.4 由旅長或團長直接委任。 

 

7.4 副團長  晉升  團長 

7.4.1 須有担任最少三年副團長之資歷；及 

7.4.2 兩年良好團籍記錄報告；及 

7.4.3 遇團長職位空缺；或 

7.4.4 由旅長之直接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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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般事宜 

8.1 團章修訂 

8.1.1 團章可隨時經由團長會同執行委員會主席作出修改。 

8.1.2 團章修訂本需於團務會議提出討論及在執行委員會議通過 

  方為生效。 

8.1.3 團員有責任向團部提出修訂團章以配合團部發展及需要。 

8.1.4 例行團章檢定，須於每年八月之團務會議舉行。 

8.1.5 團章於一九八三年九月十七日起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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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錄 

附錄 (一) 集會及操場守則 

 

附錄 (二) 檢舉書 

 

附錄 (三) 投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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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集會及操場守則 :- 

1. 出席集會應當穿著整齊制服。 

2. 應提前十五分鐘抵達集會場地。 

3. 前赴或抵達集會場地遇上任何領袖，制服或非制服，應致適當禮節。 

4. 報到後應保持自然，可隨旁休息，等候集隊。 

5. 當集隊號令發出，應迅速齊集。 

6. 齊集時不准談話、不准說笑、不准微笑、做鬼臉或任何不必要之動作。 

7. 不准配帶太陽眼鏡、手錶、頸鍊、手鍊、手襪或任何飾物；墨水筆不

准外露。 

8. 不准咀嚼、吸吮或進食任何東西。 

9. 必須時刻保持警覺，每做一動作一定要整齊劃一，矯捷伶俐。 

10. 必須全神聆聽領袖指令或說話。 

11. 發問時先立正，高聲講『Sir!』，得同意始說出內容，態度要嚴謹，

內容得合理及有建設性。 

12. 先立正，後答話。 

13. 除向左或右看齊，敬禮時，或當領袖向全體示範外，應眼睛保持向前

直望。 

14. 無論任何情况下，未得負責領袖許可，不得擅離本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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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當准許全體整理制服時，而以自由稍息姿勢站立時，所有動作應儘快

完成。無論任何情況下，均不得將帽子作扇子用。 

16. 遇上身體不適，應立刻向領袖示意要求治理。 

17. 在任何情況下，態度要保持嚴謹、莊敬。 

18. 不應嬉皮笑臉、追逐或遊戲，不應長幼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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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檢舉書 

檔案編號: TW5VU/A/013/   

 

甲) 被檢人姓名:   

 日期:   

 時間:   

 被檢原因:  

 觸犯團章: 第  章， 第  項 

   

乙) 檢舉人姓名:  職位:  

 見證人:  職位:  

 見證人:  職位:  

*(見證人最少一位) 

 發出日期:   

 

團長簽收:        被檢舉人簽收:        

日期:          日期:         

Form: 5VU/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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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投訴書 

檔案編號: TW5VU/A/012/   

 

甲) 被投訴人姓名:   

 日期:   

 時間:   

 投訴內容:  

   

   

    

乙) 投訴人姓名:   

 見證人   

*(見證人可確保日後不會有不公平對待) 

 發出日期:   

 

團長簽收:        被投訴人簽收: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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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