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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PT/51 1/2022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各級活動教練員／審核員／考核員／導師 委任／續任 申請表 

每項委任／續任必須提交獨立申請表 
（請在適當空格加上√號，*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一）申請項目： 委任 續任

海上活動： 初級童軍標準艇教練員 中級童軍標準艇教練員 高級童軍標準艇教練員
助理獨木舟教練員 獨木舟教練員
助理划艇教練員 划艇教練員
助理風帆教練員 風帆教練員
助理獨木舟水球教練員 獨木舟水球教練員
助理龍舟教練員 龍舟教練員
助理滑浪風帆教練員 滑浪風帆教練員

助理獨木舟國際賽艇教練員 獨木舟國際賽艇教練員
游泳測試考核員

航空活動： 助理航空活動章教練員 初級航空活動章教練員
中級航空活動章教練員 高級航空活動章教練員
助理空勤員章教練員 空勤員章教練員

步操活動： 助理步操教練員 步操教練員 高級步操教練員
野外定向： 助理野外定向教練員 野外定向教練員
遠足活動： 初級遠足審核員 遠足審核員 高級遠足審核員
環保活動： 世界童軍環境章教練員 

消防教育： 助理消防教練員 消防教練員
射箭活動： 初級射箭教練員 射箭教練員 高級射箭教練員
歷奇活動： 歷奇活動教練員 高級歷奇活動教練員

氣象活動： 氣象教育導師 

寰宇童軍： 助理寰宇童軍章導師 寰宇童軍章導師
不留痕活動： 不留痕導師 不留痕高階導師

（二）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中文） 

童軍職銜（第 4頁請由相關署總監／地域總監／區總監簽署推薦）： 

職位 所屬單位 領袖委任書/教練員委任證編號 委任到期日 

（三）領袖木章訓練紀錄及「保護童軍成員免受傷害」網上自學課程紀錄

*領袖初級訓練班／木章證書編號：

「保護童軍成員免受傷害」網上自學課程訓練證書編號：

（四）急救資歷（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簽發機構：

證書編號： 簽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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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訓練及資歷（初次委任申請者適用）（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訓練班紀錄： 

 訓練班名稱 證書編號 日期 

1.     

2.     

3.     

其他資歷： 

 摘要 證書編號 日期 

1.     

2.     

實習、帶領及服務紀錄：（如不敷應用，見後頁附加資料） 

 摘要 日期 服務時數（如適用） 

1.     

2.     

 

（六）訓練及資歷（續任申請者適用）（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教練員／審核員／考核員／導師編號：        委任日期：由_________至_________ 

訓練班紀錄： 

 訓練班名稱 證書編號 日期 

1.     

2.     

3.     

覆修訓練（最近 3年內） 

 摘要 證書編號 日期 

1.     

2.     

實習、帶領及服務紀錄（最近 3年內）（如不敷應用，見後頁附加資料） 

 摘要 日期 服務時數（如適用） 

1.     

2.     

 

（七）特別訓練紀錄（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海上活動訓練紀錄（適用於初次委任或續任之海上活動教練員）： 

項目 最高資歷 證書編號 簽發日期 備註 

童軍標準艇     

風帆     

獨木舟     

滑浪風帆     

龍舟     

划艇     

船主／大偈執照     

救生／拯溺     

 

游泳測試證明書編號：                               測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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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審核經驗（適用於初次委任或續任之各級遠足審核員）：  

日期 應考者姓名 所屬旅團 遠足路線 

    

    

    

    

    
 

附加資料（例如：服務時數）：（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摘要 日 期 服務時數（如適用） 

   

   

   

   

   

   

  如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請參閱下列備註 

1. 申請人在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或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並只供本會處理申請有關委任或續任的事宜上。

申請人如未能提供所需的資料，或者其所填寫的資料，未能清楚顯示申請人具有有關職位所規定的資格、訓

練或其他條件，其申請將不獲受理。 

2. 申請人在表格內所提供的相關資歷（例如：急救或拯溺等），將有機會按需要公布在香港童軍總會網頁上。 

3. 在一般情況下，表格將於委任／續任期滿後銷毀。 

4. 倘個人之領袖委任書／教練員委任證、有關急救課程證書或專業證書失效，其有關教練員／審核員／考核員／

導師委任資格亦告終止。 

5. 如教練員／審核員／考核員／導師於委任期間轉換新單位，請主動通知青少年活動署以作跟進。 

 
 

（八）聲明： 
 

本人 

1.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並已提交了所申請的項目之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2.知悉及明白所申請的項目之委任要求及行政安排，並願意被委任及協助有關之工作。 
 
 
 
 

申請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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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由*署總監／地域總監／區總監推薦 

 

□ 推薦 

□ 不推薦，理由：  

 

 

簽署：                  職位：        

 

姓名：                  日期：        

 

（十）由青少年活動署有關項目負責總監確認推薦 

 

□ 確認推薦 

□ 確認不推薦，理由：  

 

 

簽署：                  職位：        

 

姓名：                  日期：        

 

（十一）由青少年活動總監批准 

 

□ 批准 

□ 不批准，理由：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青少年活動署職員填寫 

收件日期：                             委任日期：                            

教練員／審核員／考核員／導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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