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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快樂小蜜蜂隊伍指引 2020-2021 

 

快樂小蜜蜂隊伍自 2001 年開始創立，發展迅速，在二十年間由 1 隊漸漸發展至目前

超過 210 隊，會員人數增加至約九千人。快樂小蜜蜂隊伍有今天的成績，實有賴各幼稚

園校長、中心主任、老師和家長的支持，使這組別能夠得到成功推展。總會仝寅謹此向

各位致衷心謝意，期望女童軍運動能夠繼續延伸至每個家庭。 

 

為配合學校及家長的要求，總會已訂定有關快樂小蜜蜂隊的指引，詳情如下： 

 

 

 快樂小蜜蜂隊伍照顧及聯繫 

為方便照顧及聯繫各快樂小蜜蜂隊伍，總會已把各隊伍納入所屬區域，由所屬助理

區總監照顧，敬請各隊每年 12 月 31 日前遞交「隊伍登記及紀錄表格」及「個人資

料私隱政策聲明」，請留意，表格現已更新，敬請使用最新版本 https://hkgga.org.hk/ 

資源庫快樂小蜜蜂相關指引及表格隊伍登記及紀錄表格。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聯絡總會附屬會員部職員︰孫嘉婷女士(Eva)，電話：2359 6828 或熊慧瑤女士

(Tiffany) ，電話：2359 6857；或可聯絡所屬總監。 

 

總會總監職銜 姓名 

香港副總監 (會員發展事務) 楊巧蓮女士 

香港助理總監 (會員發展事務) 陳楚瑩女士 

 

 

香港女童軍總會附屬會員部 職員 

高級幹事 梁劉景美女士 (Kelly) 

高級項目主任 李文端女士 (Elisa) 

項目主任 熊慧瑤女士 (Tiffany) 

項目助理 孫嘉婷女士 (Eva) 

 

 

區 總監職銜及姓名 區 總監職銜及姓名 

港島東 助理區總監  劉子琪女士 

            王燕媚女士 

新界東 助理區總監   陸加敏女士 

港島西 助理區總監  陳健顏女士 

石彩虹女士 

新界南 助理區總監  周靜嫻女士 

 

觀塘 助理區總監   邱仲欣女士 新界北 助理區總監  郭德琳女士 

黃大仙 助理區總監  高佩藝女士 屯門 區總監        麥淑雯女士 

油尖旺 助理區總監  黃明慧女士 元朗 助理區總監   朱偉旗女士 

九龍城 助理區總監  譚美玉女士 離島 助理區總監  胡婉姍女士             

深水埗 助理區總監  陸佩泉女士   

重要文件！ 

請準時遞交!

交！ 

 

https://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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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悉總會最新消息，如領隊訓練課程、快樂小蜜蜂活動等，請定期瀏覽總會網頁，以

免錯失良機：https://hkgga.org.hk/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 

本會的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實務指引現已實施，每位申請加入本會的快樂小蜜蜂或

領隊，必須詳閱及填回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函 [適用於 18 歲以下人

士] (快樂小蜜蜂) 或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函，連同同意表格及拒絶服

務要求表格 [適用於 18 歲及以上人士](領隊)，敬請留意！ 

 

 快樂小蜜蜂隊伍統籌委員會 

為增加快樂小蜜蜂隊伍互相聯繫和分享經驗的機會，以及加強推動快樂小蜜蜂的發

展事務，快樂小蜜蜂隊伍統籌委員會於 2012 年成立，每三年一任。目的是為快樂小

蜜蜂及領隊籌劃全港性的活動及向總會或隊伍反映/轉達意見。籌委會每年召開不少

於三次會議，每次會議出席人數不能少於三分之一，在會議中的動議事項將會向有

關委員會提交審核通過。每區須派一位快樂小蜜蜂領隊作為區代表，出席隊伍統籌

委員會會議，並協助總監聯繫所屬隊伍領隊及推行區活動，以及發放會議中消息。

在此，歡迎各隊領隊與所屬區代表保持密切聯繫。 

2018-2021 年度「快樂小蜜蜂隊伍統籌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負責總監 : 楊巧蓮女士  香港副總監      (會員發展事務) 

陳楚瑩女士  香港助理總監    (會員發展事務)  

主席     : 張惠敏女士  74 NT HBH      (屯門區代表) 

副主席   : 文少燕女士   56 NT HBH  (元朗區代表) 

秘書     : 劉子琪女士   88 KLN HBH  (深水埗區代表) 

委員  : 李愛卿女士   3 IS HBH  (港島西區代表) 

羅文鳳女士  9 IS HBH  (港島東區代表) 

胡婉姍女士  67 KLN HBH A (油尖旺區代表)  

陸嘉慧女士    71 KLN HBH  (觀塘區代表)   

陳秀慧女士  87 KLN HBH  (九龍城區代表)  

楊娟娟女士  91 KLN HBH  (黃大仙區代表)  

陳樂怡女士  52 NT HBH  (離島區代表) 

羅綺雯女士  91 NT HBH  (新界北區代表) 

梁韻儀女士  123 NT HBH  (新界南區代表) 

梁嘉佩女士  228 NT HBH  (新界東區代表) 

 

 總會協調職員: 梁劉景美女士  高級幹事 

李文端女士    高級項目主任 

https://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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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慧瑤女士    項目主任 

孫嘉婷女士 項目助理 

 

 全港快樂小蜜蜂領隊分享會「童樂聚」 

快樂小蜜蜂隊伍統籌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領隊分享會以增強領隊們的溝通、聯繫及

互相交流，合力推動及發展快樂小蜜蜂活動。第九次領隊分享會「童樂聚」暫定於

2020年 10月 31日以視像形式舉行，敬請密切留意總會網頁。  

 

 全港快樂小蜜蜂大型活動 - 千蜂樂聚 100 FUN 

為增加快樂小蜜蜂隊伍互相聯繫的機會及推廣親子同樂的訊息，快樂小蜜蜂隊伍統

籌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全港快樂小蜜蜂活動」。本年度的千蜂樂聚 100 FUN暫定

於 2021年 3月 13或 20日(星期六)舉行，敬請密切留意總會網頁。 

 

 《卓越蜂巢獎》 

總會自 2018-2019 年度開始，增設《卓越蜂巢獎》，以表揚快樂小蜜蜂隊伍在評審期

內的優秀表現，從而鼓勵各隊伍在行政、活動及訓練等各方面提昇水平。獲獎隊伍

會獲頒「卓越蜂巢獎狀」；而每位隊員及領隊均會獲得「卓越蜂巢獎章」，可佩戴

於制服右胸襟位置。 

有關計劃詳情，歡迎瀏覽網址：https://hkgga.org.hk/tc/content/OGGU/welcome 

本會衷心感謝設計師何珊珊女士〈隸屬樂齡女童軍隊—香港女童軍總會興趣章中心

之領隊〉為卓越蜂巢獎設計獎狀及獎章。 

 

 

 

 

 

 

 

 

 

 

「卓越蜂巢獎狀」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OGGU/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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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蜂巢獎章」 

 

注意：鑑於 2020 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各隊伍集會及參與女童軍活動均有所 

      影響，因此 2019-2020 年度《卓越蜂巢獎》暫停一屆。而連續七年獲獎 

      隊伍的獎狀和鐵章之顏色亦會順延至下一年度。 

 

 快樂小蜜蜂智能大使興趣章 

為配合「快樂小蜜蜂智能大使」興趣章活動推行，本會在 2007 年開始推出一系列「智

能大使」小冊子，目的是讓「快樂小蜜蜂」從小開始學習「保護環境 智慧用電」的

知識，培養他們獨立思考能力，將日常生活細節亙相配合，讓他們成為有責任的良好

公民。領隊可親臨女童軍物品專門店訂購，每份$10，包括 「智能大使」小冊子、証

書、貼紙及布章。 

 

           

 

「快樂小蜜蜂智能大使」小冊子          「智能大使」章 

 

 

 

 

 

 

 

  

  

  



6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盡責公民展潛能」跨代共融計劃 2020-2023 

        

 

 

承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再度撥款令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盡責公民展潛能」

跨代共融計劃得以延續。2020-2023 年度的跨代共融計劃以「承傳＊跨越＊活出美好

人生」(Inherit＊Leap＊Live Up Your Good Life)為主題。 

 

計劃主要以跨代共融的活動增強不同年齡層和擁有不同背景人士之溝通與理解。同時

鼓勵樂齡女童軍向年輕一代分享生活經驗與人生智慧，年青一代也向樂齡女童軍分享

新事物。 

 

本計劃每年度亦會推出不同的活動給各組別女童軍參加，費用全免，當中有大型活動

如才藝匯演及分享日、「Make A Difference」社區服務、聯隊活動、興趣班、主題工

作坊等。新項目有「悅+FIT」大使計劃及「Free 3」跨代日營亦歡迎快樂小蜜蜂參加。

快樂小蜜蜂可透過參與跨代活動學習與不同年紀的人士相處和溝通，更可初嘗服務社

區體驗，以建立關愛和諧的社會。 

 

本會衷心感謝設計師朱偉旗女士(Vicky)，元朗區助理區總監為本活動設計活動紀念章 

 

 

 

 



7 

 

 

 

 

 

有關活動詳情，歡迎瀏覽網址︰https://hkgga.org.hk/tc/content/Projects/CPG-IRCP 

 

 「悅+FIT」大使計劃 

以往跨代共融計劃的「盡責公民大使計劃」及「關心社區大使計劃」均反應熱烈。是

次計劃將會環繞個人身、心、靈健康為主題。由於社會逐漸趨向複雜，我們也致力推

廣正向思維、建立核心價值和健康生活模式以提高女童軍適應能力的需要，相信這必

定是毋庸置疑的。計劃將會依照美好生活模式（ Good Life Model ）來進行。完成小

冊子的隊員可成為「悅+FIT」大使，並獲得「悅+FIT」大使章乙枚，可以佩戴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悅+FIT」大使領袖/領隊工作坊 

「悅+FIT」大使領袖/領隊工作坊是有助領袖及領隊更容易掌握「悅+FIT」大使章評

核綱要及內容，完成工作坊的領袖/領隊均可以獲得鐵章乙枚及出席證書乙張，鐵章

可以佩戴至 2023年 12月 31日。工作坊詳情將於稍後公布，敬請密切留意總會網頁 ---

「盡責公民展潛能」跨代共融計劃 2020-2023 ─「悅+FIT」大使計劃或跨代共融計

劃 Facebook 專頁。 

 

 K3 快樂小蜜蜂晉陞 

K3 快樂小蜜蜂在升上小學一年級前，領隊可安排快樂小蜜蜂晉陞到小女童軍組別，

惟只限女孩子會員加入，以延續女童軍的訓練；而男孩子會員則可參加其他制服團

體，如香港童軍總會之幼童軍或基督少年軍等。參加小女童軍之申請表可於總會網

頁資料庫快樂小蜜蜂相關指引及表格內下載「快樂小蜜蜂晉陞 - 申請表」，填

妥後寄∕傳真回總會地域發展處，由所屬地域安排入隊。而在快樂小蜜蜂離隊時，領

隊可頒發快樂小蜜蜂晉陞章及証書予離隊的快樂小蜜蜂，晉陞章可於女童軍物品專

門店購買，每枚$5。快樂小蜜蜂晉陞章可佩戴於小女童軍制服的左肩膀上，男孩子

可作留念。領隊可為晉陞的快樂小蜜蜂報名參加所屬區/地域舉辦的晉陞儀式或隊伍

自行籌辦，晉陞儀式之建議可在總會網頁活動提示網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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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小蜜蜂制服資助計劃 

承蒙總會撥款資助，本年度繼續推出「快樂小蜜蜂制服資助計劃」，本計劃主要幫

助經濟上有困難的幼稚園學童隊員提供制服及教材套津貼，以鼓勵更多兒童參與女

童軍運動。本資助計劃只接受低班(K2)學童申請，由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或申請額滿為止，以先到先批核方式處理。計劃指引及申請表可

在總會網頁資料庫快樂小蜜蜂下載「制服資助計劃申請表格」。由於資助名額

有限，總會鼓勵各隊伍參加「回收舊制服計劃」，讓 K3 快樂小蜜蜂於畢業後將制服

捐回總會或所屬隊伍，讓有需要的學童使用。 

 

 快樂小蜜蜂「索繩袋」及制服價格 

索繩袋乃非必要制服配件，家長可隨意於女童軍物品專門店購買。有關快樂小蜜蜂

制服價格詳情，歡迎瀏覽網址：https://eshop.hkgga.org.hk。 

 

 申報戶外活動事宜 

為確保快樂小蜜蜂隊伍安全地舉行戶外活動，如以快樂小蜜蜂名義舉行的戶外/日營

活動必須於活動前一星期，通知所屬助理區總監及提交戶外活動申報表予總會附屬

會員部，表格可於總會網頁資料庫快樂小蜜蜂相關指引及表格內下載「隊伍戶

外活動紀錄表格」。請注意！戶外活動的人手比例為 1:3。 快樂小蜜蜂隊不可參加

或舉辦 2日 1夜或以上之宿營活動。 

 

 快樂小蜜蜂領隊資格 

快樂小蜜蜂領隊資格流程圖表 

 
凡領隊完成快樂小蜜蜂領隊訓練課程 

(共 18 小時) 

獲總會頒發領隊委任證及佩帶領隊委任章(黃色) 、飛躍訓練徽章(紅色)  

佩帶徽章扣帶(深藍色無邊)  

 
 領隊表現良好及積極參與，一年後由助理區總監推薦獲取 

領隊銀章 

 
領隊表現卓越及積極參與，三年後由助理區總監推獲薦獲取 

領隊金章 

 

https://eshop.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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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扣帶 委任章 

(黃色) 

飛躍訓練徽章 

(紅色) 

領隊銀章 領隊金章 

詳情可瀏覽本會網頁︰https://hkgga.org.hk/。 

 

 領隊長期服務獎 

凡領隊獲快樂小蜜蜂領隊委任証書及委任章後，可開始計算其服務年資，長期服務

獎章每五年計算及頒發：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

五年…….獎章可佩戴在制服右襟前。各獎項將於各區舉辦的活動或總會頒獎禮中頒

發。 

 

 義工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一直以來積極在全港各區推動義工運動，鼓勵市民加入義工行列，一起

關顧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為了嘉許義工過去一年對社會的貢獻，各快樂小蜜蜂領

隊均可申請義工嘉許狀，只需填交社署服務時數紀錄表予所屬助理區總監，由總監

集合交予總會，轉交社會褔利署即可。嘉許狀於每年 6 或 7 月在所屬區女童軍舉辦

的頒獎禮時頒發，屆時將獲總監通知。 

計算服務時數時，請注意以下四項：  

1. 義工服務時數計算日期：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必須準確填寫姓名(包括中文及英文)及隊號。 

3. 領隊必需在限期前遞交表格才能獲得社會褔利署所頒發的義工嘉許狀(200 小時或

以上為金獎；100 小時或以上為銀獎；50 小時或以上為銅獎)。服務時數不足者，亦可

交上時數統計表，以作個人紀錄。 

4. 義工服務時數申報的截止日期為每年之 1 月 5 日，各領隊謹記於截止日期前遞交。 

 5. 表格可在女童軍總會網頁下載︰資源庫相關組別︰「領袖/領隊」服務時數紀 

  錄表。  

 網上集會指南 

為鼓勵領隊及女童軍利用網上科技進行女童軍活動，總會現推出網上集會指南。指

南向領隊提供集會建議，並附上網上集會家長同意書參考格式，讓領隊派發予家長

簽署同意其子女參加網上集會，使集會能更順利進行。詳情歡迎瀏覽網址：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網上集會指南  

https://hkgga.org.hk/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網上集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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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支持女童軍運動 ~ 

 

2020-2021 年度活動計劃 

2020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遞交隊伍登記及紀錄表格 

9 月 第 20 屆領隊訓練課程–快樂小蜜蜂隊 

10 月 31 日 全港快樂小蜜蜂領隊分享會 -「童樂聚」 

11 月 

11 月至 12 月 

第 21 屆領隊訓練課程–快樂小蜜蜂隊 

跨代共融計劃–興趣班及主題工作坊    

            –戶外探索 

12 月 31 日 社署義工服務時數提名 
 

    

2021 

1 月 

1 月 

2 月 

3 月 

3 月 

第 22 屆領隊訓練課程–快樂小蜜蜂隊 

女童軍慈善獎劵 

女童軍新春團拜 

女童軍慈善獎劵抽獎 

香港女童軍總會全港頒獎典禮 

3 月 

3 月 13 或 20 日 

1 月至 3 月 

第 23 屆領隊訓練課程–快樂小蜜蜂隊 

快樂小蜜蜂大型活動–千蜂樂聚 100 FUN 

跨代共融計劃–興趣班及主題工作坊    

            –越宿渡假營 

5 月至 6 月 

6 月 

各區晉陞儀式 

快樂小蜜蜂 --《卓越蜂巢獎》 

7 月至 8 月 暑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