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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務須知 

女童軍資訊管理系統（GGMS）已正式推出，會員可透過互聯網

(https://ggms.hkgga.org.hk/GGMS/) 登入系統。負責領袖可於系統查閱隊伍資料及以電子

工作流程直接遞交有關表格。 

 

而表格同時亦可於香港女童軍總會網頁下載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隊務管理) 

 

表格相關                

表格名稱 
遞交日期/ 時

間 (如適用) 
遞交方法 備註欄 

1. 隊伍登記及紀

錄表格 
12 月 31 日前 

GGMS 表格編號 RDD - 08 

 電郵  region.admin@hkgga.org.hk 

傳真  2568 8036 

2. 個人資料私隱

政策聲明 
/ 

網上表格 
https://www.hkgga.org.
hk/tc/resources/privacy
-policy-statement  

新隊員及未提交之

領袖/隊務助理必

須填回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3. 隊伍資料更改

表格 

當隊伍資料有

所更改 

GGMS  可直接更新隊伍檔案 / 簡歷 

例 : 學校 /機構名

稱、負責人、集會

地點時間等 

傳真 2782 7979 / 2617 1334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收) 

4. 隊伍活動簡報  

 

7 月第 3 個星

期五前 

GGMS 表格編號 RDD - 09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收) 

5. 隊伍收支簡報 
7 月第 3 個星

期五前 

GGMS 表格編號 RDD - 11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收) 

6. 隊伍戶外活動

紀錄表格 

戶外活動前一

個星期 

GGMS 表格編號 RDD - 07 
高活動風險需於四

星期前向總會申報 
電郵 rdg@hkgga.org.hk 

傳真 2782 7979 / 2617 1334  

7. 隊伍服務記錄

表 

服務活動前一

個星期 

GGMS 表格編號 RDD - 06 
如有任何隊員缺

席，領袖應盡早以

電郵通知 

電郵  service.guides@hkgga.org.hk 

傳真 2782 7979 / 2617 1334  

https://ggms.hkgga.org.hk/GGMS/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隊務管理
https://www.hkgga.org.hk/tc/resources/privacy-policy-statement
https://www.hkgga.org.hk/tc/resources/privacy-policy-statement
https://www.hkgga.org.hk/tc/resources/privacy-policy-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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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索取興趣章証

書回條 
/ 

網上表格 
https://form.jotform.me/
91048660644459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收) 

傳真  2782 7979 / 2617 1334 

9. 義工服務時數

統計表 
10-12 月 

GGMS 會員檔案-女童軍資訊-服務時數列表 時數計算時段 : 

1/9-31/8 電郵 至分區總監 

10. 特邀興趣章評

核員登記表 
12 月 31 日前 

GGMS 可於「贊助機構管理」中登記 

 
郵寄 

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收) 

電郵  service.guides@hkgga.org.hk 

傳真 2782 7979 / 2617 1334  

 

費用相關 

費用名稱  繳交日期 繳交方法 備註欄 

1. 世界女童軍協會

年費 

由學校 / 機構負

責繳付 
12 月 31 日前 

支票寄交香港筲箕灣

愛東邨愛善樓 6 樓 604

室 

- 按發票上金額 

- 支票背面請註明「隊

號」及「世界女童軍協

會年費」字樣 

2. 世界靜思日基金 由隊員捐獻 3 月 15 日前 
支票寄交九龍加士居

道 8 號 

- 支票背面請註明「隊

號」及「世界靜思日基

金」字樣 

3. 醫療基金 由隊員捐獻 3 月 15 日前 
支票寄交九龍加士居

道 8 號 

- 支票背面請註明「隊

號」及「醫療基金」字

樣 
 

隊伍相關 

新領袖/ 隊務助理接任 

- 必須向贊助機構登記，並告訴所屬分區總監及通知女童軍總會地域發展部 

- 區務及隊伍支援辦事處職員。 

- 同時亦必須參與領袖訓練課程，並於課程完成後，獲頒發領袖委任証，成

為一位具認可委任資格的領袖。 

隊伍銀行戶口 

- 戶口之任何更改 (包括更改戶口持有人、取消戶口等)，請以書面通知總會

代為處理，不得自行向銀行作出更改。 

- 隊伍應定時使用戶口(必須為支出/提取)，以免戶口成為不動戶口。 

隊伍停辦 

- 如隊伍有意停辦，隊伍領袖需向所屬分區總監尋求協助及必須通知女童軍

總會地域發展部跟進有關事宜。 

- 有關文件 (如隊伍註冊證書、隊伍戶口存摺等)亦需交還總會。 

 

https://form.jotform.me/91048660644459
https://form.jotform.me/9104866064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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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相關 

計劃名稱 計劃內容 表格下載 

女童軍全方位資助計劃 
為有經濟困難的隊員提供制服津貼 

(只提供網上下載表格) 

 
女童軍全方位資助計劃 

女童軍優化活動計劃 (PES)  

(GGMS 表格編號: RDD – 29) 

 
女童軍隊伍參與計劃 (UIS) 

(GGMS 表格編號: RDD – 33A) 

鼓勵各組別的女童軍隊伍策劃及推行

一些提升隊伍質素之活動 

 
(領袖可透過 GGMS 申請 /網上下載表

格 ) 

    
女童軍優化活動計劃 (PES) 

 
 
 
隊伍參與計劃 (UIS) 

女童軍優化境外活動計劃 

(OPES) 
 

鼓勵各組別的女童軍隊伍策劃及推行

境外活動 

(只提供網上下載表格) 

 
 
女童軍優化境外活動計劃 (OPES) 

1+1 會員拓展計劃 

鼓勵會員成功推薦女孩子加入女童軍

隊伍 

 
(只提供網上下載表格) 

 
1+1 會員拓展計劃 

 

 

資助 / 優惠相關 

1. 凡於 12 月 31 日前遞交「隊伍收支簡報」的隊伍將會獲發放該年度的贊助，而贊助金額將按隊伍的人數

而定。如於 12 月 31 日前未收到「隊伍登記及紀錄表格」，贊助金額將會維持港幣伍佰元正。 

2. 隊伍每學年可免費租用總會場地(包括：總部大廈，興趣章中心及各營地)作宣誓用途一次(3 小時)，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  

3. 隊伍借用總會場地作興趣章評核用途，可獲豁免場租兩小時(包括：戶內，戶外及廚房等)，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4. 女童軍考核小隊露營許可証、深資女童軍考核越宿遠足許可証或深資女童軍露營許可証，可獲豁免營

費。 

5. 凡領袖成功通過考核獲得小女童軍渡假營執照、香港渡假營許可証或露營執照等資格，可獲總會資助該

次場地租借費用(即退回已預先支付之營費)。 

6. 總會隊伍每學年可享有一次免費日營場租(只適用於女童軍營地)以及一次免費租用總會作宣誓用途(3 小

時)。 

 

歡迎經常瀏覽香港女童軍總會網頁   、 Facebook 專頁    及 Instagram 以獲取最新

資訊。 

https://www.hkgga.org.hk/tc/resources/%E5%A5%B3%E7%AB%A5%E8%BB%8D%E5%85%A8%E6%96%B9%E4%BD%8D%E8%B3%87%E5%8A%A9%E8%A8%88%E5%8A%83-%E6%8C%87%E5%BC%95%E5%8F%8A%E8%A1%A8%E6%A0%BC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programme-enrichment-scheme-pes_c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unit-involvement-scheme-uis_c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opeschinese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1plus1
https://hkgga.org.hk/tc
https://www.facebook.com/hkgga
https://www.instagram.com/hkgirlguides_offi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