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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童軍進度性獎章及專科徽章考驗計劃 

考核內容及要求 

 

 

進度性徽章： 

*只可報考「童軍探索獎章」或「童軍標準奬章」。 

**只考取「戶外挑戰」部份。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於事前到「新界地域」手機應用程式內收看各段訓練短片，再加以實習。於考驗日當天到

場對相關項目進行考核。完成考核後，參加者可獲主考可簽發出書面證明，再自行交回團長在童軍紀錄

冊內簽署。 

 

 

一、 童軍探索獎章  

童軍探索獎章 

營藝 

 

1. 收拾一個兩日一夜露營用的背囊 

- 指出兩日一夜露營所需的個人物資及數量 

- 運用收拾背囊的原則，收拾一個露營用背囊 

 （參考短片： www.youtube.com/watch?v=TocBgjc-N78 及            

     www.youtube.com/watch?v=gD8cWT9M9XU ） 

 

2. 安全使用有潛在危險之工具 

- 安全地使用有潛在危險之工具，例如營燈、爐具、手

鎚及小刀等 

- 指出使用有關工具時應採取之安全措施 

（參考短片： www.youtube.com/watch?v=KiM-BxiK2N4  及 

        www.youtube.com/watch?v=HncvkKMOVK0  ） 

 

3. 保養露營物品 

- 清潔、整理及存放個人及小隊露營物品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歷險 1. 認識地圖及習用圖例 

- 分辨地圖的種類及用途 

- 指出地圖內標示的十種習用圖例 

（參考短片： www.youtube.com/watch?v=xJhHOSQh8tw  及 

      www.youtube.com/watch?v=05dg8pN4IIU    ） 

2. 收拾一個一日郊野旅程用的背囊 

- 指出一日郊野旅程所需的個人物資及數量 

- 運用收拾背囊的原則，收拾一個郊野旅程用背囊 

（參考短片： www.youtube.com/watch?v=6Ks2jbjlWv4 ）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先鋒工程 1. 示範及指出所列繩結之結法及用途，包括平結、八字結、 即場考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cBgjc-N7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D8cWT9M9X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iM-BxiK2N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cvkKMOVK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hHOSQh8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5dg8pN4II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Ks2jbjlW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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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套結、半結、反手結、稱人結、接繩結、繫木結、縮繩

結及曳木結。 

   

參考短片 ： 

    平    結：www.youtube.com/watch?v=SAUNYv6jgz4    

    雙套結：www.youtube.com/watch?v=NzUYJgrbom8  

    稱人結：www.youtube.com/watch?v=t-iqxDPhgno  

    接繩結：www.youtube.com/watch?v=4lzqHcmMzqo  

    繫木結：www.youtube.com/watch?v=hxE3KFZQLlA   

    縮繩結：www.youtube.com/watch?v=jAD0BRGm80Y  

 

2. 認識如何保養繩索 

- 示範收繩的方法及技巧 

- 指出妥善收藏繩索的重要性 

 

 

 

 

 

 

 

 

 

 

 

 

即場考核 

戶外活動 

（選修項目） 

明瞭戶外活動安全指引及郊野守則 

（參考短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l__QJnLeo  ） 

即場筆試 

航空活動 

（選修項目） 

1. 能指出旅客在機場及航機內一般航空安全守則 

2. 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 說出現代飛機〈包括定翼機、直昇機和軍用機〉的各

主要部份及名稱 

- 懂得基本航機辨認方法及能辨認初級航空章課程內的         

四種飛行器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二、 童軍標準獎章 

以下註有 “#” 的項目，參加者可以自行組隊報名（每隊 2人為限）。 

童軍標準獎章 

營藝 

 

1. 架搭、收拾及存放營幕 # 

- 認識不同營幕的種類，例如屋營、蒙古營 

- 示範架搭、收拾及妥善存放一個營幕 

2. 完成不少於四項營地建設 # 

- 在露營活動中與小隊隊員合作完成不少於四項營地建設，例如

營區圍欄、旗架、營門、衣鞋架、廢物處理設施等 

3. 示範利用天然物品及火柴在戶外生火 # 

- 指出火的形成元素 

- 指出可作為燃料的天然物品 

- 示範搭建一個柴架及進行生火 

- 能夠將器皿內的水加熱至沸騰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歷險 1. 認識比例及距離 

- 指出兩種地圖所使用的比例 

- 指出比例與距離的關係 

- 示範換算實際距離與地圖距離 

2. 示範正置地圖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AUNYv6jgz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zUYJgrbom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iqxDPhgn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lzqHcmMzq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xE3KFZQLl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AD0BRGm8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l__QJn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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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正置地圖的方法及目的 

- 在郊野中利用地形、地貌與地徵及指南針示範正置地圖的方法 

3. 利用指南針及地圖尋找自己的位置 

- 認識圖北、磁北、正北及坐標系統 

- 示範利用指南針及地圖尋找自己的位置 

- 示範以四位及六位方格座標標示自己的位置 

 

 

 

即場考核 

先鋒 

工程 

1. 示範及指出所列編結之結法及用途，包括四方編結、十字編結、

八字編結、圓周編結及展立編結 

2. 遵守先鋒工程的安全守則   

- 指出及遵守在先鋒工程活動進行時應有之安全守則 

3. 運用結、索及編結進行一項先鋒工程活動 

- 製作及利用其進行一項活動 

- 先鋒工程項目，例如羅馬炮彈架、童軍棍發彈器（Scout Staff  

Ballista）、彈跳火箭筒 （Bouncing Bazooka）、導向飛彈發射

器（Guided Missile Launcher）及小隊擺動橋  

             （Patrol Swing Bridge）等 

即場考核 

 

即場考核 

 

模型 

 

    

專科徽章： 

*可自選專科徽章項目* 

 

專科徽章 -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事工 1. 使用圖像處理軟件（例如：Photoshop, Illustrator 等）完成下列其中兩項， 

並向主考分享其設計理念： 

a) 為童軍活動設計不少於兩項宣傳品（例如：海報、宣傳單張、小冊

子、場刊、橫額等）； 

b)  設計不少於兩款童軍活動紀念章； 

c) 為旅團網頁或社交平台設計不少於三個資訊圖表（Infographic）； 

d) 為旅團網頁設計使用者介面 （UX）。 

2. 製作兩條不同類型的短片（例如：紀錄片、短劇、微電影、影片日記    

       （vlog）、活動宣傳片、活動花絮、教學短片等）。每條短片需與童活動

有關及不少於五分鐘，作品亦需包含不同場景、字幕、對白/旁白、音效

及視覺特效等基本元素。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要於事前完成以上各項事工，並於考驗日當天呈交及簡述事工之製

作。主考檢閱後，會向參加者提問有關創作認知問題，完成後便可獲簽發此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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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徽章 - 樹木護理 （技能組） 

事工 就以下內容需要，呈交報告書：  

1. 辨識及製作紀錄冊以記錄十種香港常見的樹木品種。 

2. 認識樹木在大自然及市區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3. 認識樹木的基本知識。 

4. 辨識常見的樹木健康及結構問題。 

5. 認識妥善護理樹木的重要性。 

6. 記錄住所旅部附近休憩設施內之樹木。  

7. 製作一個護樹報告。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於考驗日當天呈交及向主考簡述事工樹木護理報告書。主考檢閱後，

會向參加者提問有關樹木護理及抽問樹木品種問題，完成後便可獲簽發此徽

章。 

 

 

專科徽章 - 手藝 （技能組） 

事工 完成其中一項： 

A) 釘書： 

1. 以線帶釘裝一份簿冊用之紙張。 

2. 把釘裝好之紙張黏上首、尾空頁。 

3. 用紙或布將硬紙板裱好以作書面，並套上縫好的紙張，釘裝成冊 

B) 皮工： 

1. a)  用釘及線把一對皮鞋或皮靴之鞋底釘縫妥當；或 

b)  製造一件設計新穎及著色之用具，如手提包、皮夾或錢袋等，認識

怎樣使用及調製各種染料。 

2. 對所用之工具有良好之認識。 

3. 認識各類皮革的用途及怎樣去選擇。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要自行準備材料到場，即場完成以上其中一項事工，完成後便可獲簽

發此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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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徽章 - 指引（服務組） 

事工 1. 顯示你熟悉自己住所和旅部附近環境，如住在市區者半徑一點五公里，

而住在郊區者則半徑三公里。 

2. 熟悉下列之所在地點： 

a) 醫院、救護車站、診所。 

b) 消防局、警署及公共電話。 

c)  公共交通工具之總站和上落處，及前往鄰近地區之路線。 

d) 童軍總部、地域總部及各區之童軍區會、公園、劇院、戲院、教            

堂、博物館、郵局、民政事務處、公廁和其他名勝地點及建築。 

e) 區總監、旅長、團長及本隊各隊員之住址。 

3. 顯示出你能使用本區之地圖和用此指出第二項中任何六個地點，並能 

        向主考指出通往上述地點之最快途徑。 

4. 向一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單車或汽車之人士清楚指示前往童軍營地之

路線。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要完成一份有關以上考核範圍之題目，並必須達到指定分數，同時

需要回答主考提問之相關問題，方可獲簽發此奬章。 

 

 

專科徽章 - 食物營養（服務組） 

事工 1. 認識營養素、熱量及「食物金字塔」/「我的餐碟飲食指引」及其之間

關係。 

2. 認識食物營養標籤。 

3. 認識均衡飲食及定時進餐的重要性。 

4. 認識不同食物種類（例如：有機食物、加工食物、基因改造食物等）及

其特點。 

5. 說明兩種不同的食物安全處理方法。 

6. 認識青少年成長階段的額外營養需要及其攝取方法。 

7. 專題研習，完成下列其中兩項： 

a) 為有需要進行體重管理的人士，設計及落實兩星期的均衡飲食餐

單，包括計算當中的熱量及營養素含量，並記錄其兩星期的身體

狀況轉變，向主考作簡報，解釋餐單的設計與身體狀況轉變的關

連。 

b) 分析市面上四種零食的熱量及營養素含量，並說明過份進食零食

可能構成的影響，以簡報或其他方式向其他童軍成員及主考分

享。 

c) 分析至少四種不同飲食模式（例如：純素食主義、素食主義、無

麩飲食、生酮飲食、原型食物飲食、排毒飲食、各種宗教信仰 飲

等），比較它們的特點，並研究該飲食模式下如何達至均衡飲食

以簡報或其他方式向其他童軍成員及主考分享。 

考核方式 參加者需要就綱要完成一專題研習，同時需要回答主考提問之相關問題，方

可獲簽發此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