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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軍歷奇章」考核項目> 

 1) 戶外活動  

� a. 繩結-知道接繩結和繫木結的結法及其用途。 

� b. 簡單地圖閱讀 

� c. 指南針認識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2) 運動與愛好  

� 在平日集會、遊戲時緊守「體育精神」和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3) 幫助他人-護理傷者 

� a. 知道如何處理流鼻血。 

� b. 知道如何處理割傷或擦傷。 

� c. 知道如何處理燒傷或燙傷。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4) 照顧自己  

� a. 照顧自己 

� b. 道路安全守則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5) 科學與大自然-園藝 

� a. 知道「水種法」的方法。 

� b. 種植一種室內植物，保存一本紀錄簿，詳細紀錄它的生長過程及照顧 

它的方法。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6) 創意天地-美術/手工藝  

� 創作四格漫畫或製作一模型或有用的小用具。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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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我的社區-社區資料 

a. 說出旅團所在社區的位置環境、歷史及名勝古蹟等。 

b. 認識旅團所在社區的公共設施。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8)  國家與文化-認識慈善團體  

�     a. 認識香港的慈善團體。 

�     b. 說出一些慈善團體和它們的工作。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9)  誓詞規律  

� 履行我們的誓詞和規律。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10) 童軍家庭（第三段︰藍色） 

� a. 認識童軍團的活動及進度性徽章。 

� b. 參與區、地域所舉辦之活動，或和其他支部成員作一次聯合活動。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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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繩結(二)> 

1. 接繩結 

接繩結的功用 

 連接兩條粗幼及質地不同但相差

不遠的繩索 

 

接繩結的優點 

 兩條粗幼及質地不同的繩可以牢

固地連結在一起(注意較粗的一

條要作繩眼，較幼的一條則需穿

自己的繩身) 

 當不斷用力拉時，便會越拉越

緊，難以解開 

 

 

 

 

 
接繩結的結法影片 

 

2. 繫木結(營釘結) 

 由一個繞圈和兩個半結組成 

 

繫木結的功用 

 結在營釘上拉緊營繩 

 船上用作綑綁水泡、欄杆等 

 

繫木結的優點 

 容易調較繩的長度 

 可迅速鬆解、調較和結紮 

   

   

 
繫木結的結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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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簡單地圖閱讀> 

地圖認識 

地形圖－將地面的事物表達出來，包括:地形，河流，公路，小徑及村落等。 

 
地圖上各種慣用的顏色及所表示的事物： 

圖例認識(顏色) 

 藍－有關水文的形態，河流、湖、海等 

 綠－有關綠色植物，如山林、草地、耕地等 

 啡－有關地貌的形態，如等高線、沙灘、沙地等 

 紅－主要公路及行車路等 

 黑－小路、橋樑、鐵路、架空電纜等 

 灰－建築物、峭壁、大石、岩地等 

*請把方格填上適當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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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0C地圖 

香港行山的常用地圖是地形圖 HM20C，究竟 HM20C是甚麼意思? 

 

H 代表 Topographic地形的， 

M 代表 Map地圖， 

20代表 Scale比例 1:20000， 

C 代表 with contour line連等高線。 

  

這套地圖共有 16張涵蓋了整個香港，地圖以彩色印製，等高線的高距為 20米。

童軍及遠足人士多用作遠足及野外定向活動之用。這套地形圖共 16張，涵蓋了整個香

港。地圖以彩色印製，比例為 1：20,000，等高線的高距為 20 米。此套地圖適合多種

用途；學校多採用為地圖閱讀的教材，童軍及遠足人士亦多用作遠足及野外定向活動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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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圖例 

 

 
消防局 

 

 

 
郵政局 

 

 

政府合署 

 

 

 

警署 

 

 

醫院 

 

 

 

郊野/海岸公

園管理站 

 

 

教堂 

 

 

 

已建區 

 

 

寺 / 廟 

 

 

 

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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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及道路圖例 

 

地形及水文要素圖例 

 

  

 

 

鐵路及車站 

 

 

 

快速公路 

 

 
公路支線

（雙線） 

 

 

 

小徑 

 

 

等高線 

 

 

 

溪流 

 

碼頭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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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圖例 

  

 

 

電纜+塔架   

 

 

 

三角網測站 

 

 
信號站 

 

 

 
航標或燈標

（航海） 

 

 
公園 

 

 

 
運動場 

 

 
耕地 

 

 

 
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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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指南針認識> 

指南針各部分名稱 

 
 

指南針的方位表示法 

a)  羅盤法 

基本分為四方位，八方位，及十六方位。較精密者可分為三十二方位。（圖一） 

1.四方位 

東（East，E） 南（South，S） 西（West，W） 北（North，N） 

 

2.八方位 

東（E） 南（S） 西（W）北（N） 

東南（South-east，SE） 東北（North-east，NE） 

西南（South-west，SW） 西北（North-west，NW） 

 

3.十六方位 

東（E） 南（S） 西（W） 北（N） 

東南（SE） 東北（NE） 西南（SW） 西北（NW） 

東北偏東（ENE） 東北偏北（NNE） 東南偏東（ESE） 

東南偏南（SSE） 西南偏南（SSW） 西南偏西（WSW） 

西北偏西（WNW） 西北偏北（NNW） 

b)  方位角法（方位法） 

將圓周分為三百六十份( 360〫) ，方位角正北( 0〫)起順時針方向去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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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簡單地圖閱讀及指南針認識> 

 

Q1-4，於空格內繪畫出下列圖例。         Q5-8，於______寫出下列圖例的名稱 。           

1.消防局 2.法定古蹟  5. 6.  

3.三角網測站 4.小徑  

7. 

8. 

9. 小明跟隨幼童軍團到郊外遠足，在途中看見一個高大的鐵塔(左下圖)。 
請協助小明在地圖上圈出該鐵塔的圖例。 

  

Q10-12於______寫出地圖上各種表示事物慣用的顏色： 

10. 河流、湖、溪澗、池塘、海               

11. 植物如林地、耕地                            

12. 等高線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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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15，細閱地形圖，於______寫上正確的方位。 

 

13. 車公廟鐵路站在新田園邨教堂的______方。 

14. 塔架在山下圍的________方。 

15. 現在小明身處車公廟鐵路站，他要到車公廟 

進行香港歷史章考核，他要向哪個方位前往? 

小明要向________方前往車公廟。 

 

 

Q16-18，下圖列出指南針的各部分；試在空格內填上適當的名稱：  

             

 

 

 

 

 

 

 

 

 

 

 

 

 

 

 

 

  

 

 

 

 

 

17.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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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愛好> 

這項目要求幼童軍在平時團集會中實踐「體育精神」及「團隊精神」。 

甚麼是「體育精神」？ 

「體育精神」是指在公平公正下，運動員盡力比賽，將自己表現發揮最

好，以全力以赴心態去比賽。 

甚麼是「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是在尊重個人的興趣和成就下，全體成員合作，提升向心

力、凝聚力。不要求成員犧牲，期望個人和團隊利益的統一。 

於集會中完成一項競技活動，並回答下列問題。  

一、今天集會進行了甚麼競技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競技活動結果如何?你的小隊勝出了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你和你的隊員能夠合作完成事工/任務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列出一項你的小隊需要改善的地方及改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今天集會內容令你學習到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袖評估: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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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人-護理傷者> 

創傷的定義          創傷的種類 

 

 

傷口的護理 

急救目標 

1. 制止出血 

2. 防止傷口受感染 

3. 幫助傷口癒合 

 

處理方法 

1. 戴上膠手套避免直接接觸傷口及血液 

2. 於足夠光線和乾淨的環境進行 

3. 傷口可用自來水沖洗，然後用敷料拭乾及遮蓋 

4. 安排醫療援助 

 

敷料 

敷料用途: 

✓減少傷口受到感染 

✓吸收排出的血液 

✓幫助止血 

✓保護傷口 

 

敷料應該是: 

✓清潔、柔軟 

✓透氣、吸水 
敷料-消毒紗布 敷料-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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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傷止血方法 

直接壓法 

- 用敷料直壓出血處，保持足夠壓力 

- 抬高受傷部位高於心臟 

- 用繃帶加壓止血，須檢查血液循環 

 

擦傷處理方法 

 
嚴重情況 

 

抬高受傷部位高於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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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帶介紹 

繃帶為一重要急救用品，通常纏繞成捲，成為繃帶卷，用途如下： 

 固定敷料、夾板等急救用品 

 止血、減少出血 

 減少傷口腫脹 

 承托及固定傷處 

 於運送傷者期間確保其安全 

繃帶卷有不同的闊度，以應付不同傷處： 

闊度 傷處 

1 吋 手指 

2 吋 手 

3 吋 腿 

 

繃帶用法 

1. 選取適當繃帶卷 

2. 包紮時不應太鬆或太緊，並預留部分肢體(如指尖)露出 

3. 包紮好後用安全別針扣緊 

4. 不可以清洗繃帶，否則會降低繃帶的急救效用 

 

繃帶包法 

 
螺旋式包紮法：用於包紮「直肢」的傷口。 

 

幼童軍可查閱二維碼，重溫螺旋式包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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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能對人體組織（例如：皮膚）造成損害，熱力分為乾熱及濕熱，即燒傷及燙傷。 

燒傷 

燒傷是由乾熱導致的，例如：火或熾熱的金屬。 

 
燒傷的種類及成因 

乾燒傷 - 火、熾熱金屬、摩擦 (如繩索) 

電燒傷 – 家居電流、高壓電、閃電 

冷燒傷 - 乾冰、壓縮成液態的氣體 

化學品燒傷 - 強酸、強鹼、腐蝕性液體 

輻射線燒傷 - 日炙、太陽燈 

燙傷 - 滾油、熱水、水蒸氣、柏油 

燙傷 

是由熱的液體或氣體導致的(濕熱)， 

例如：熱水、滾油或水蒸氣造成的傷害。 

燒傷的深度 

1.表面燒傷(一級燒傷) 2.中層燒傷(二級燒傷)   3.深層燒傷(三級燒傷) 

範圍：皮膚外層 範圍：中層皮膚 範圍：皮膚、神經、 

脂肪層及肌肉 

徵狀：紅、腫、痛 (觸痛) 徵狀：紅、腫、痛、 

出現水泡 

徵狀：燒焦、無觸痛、 

皮膚呈蒼白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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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處理燒傷/燙傷意外? 

1. 現場環境 

- 首要確保自己安全 

- 離開危險現瑒 

 

2. 向成年人求助 

 

 

 

3. 除去病因 

    - 將熱源與傷者隔離 

- 撲滅傷者身上的火焰 

*注意： 不可讓傷者走動， 

建議傷者躺在地上，並且滾動。 

 

4. 降溫 

- 冷卻燒傷部位 

- 以清水沖洗傷口 10分鐘以上 

- 如傷者仍然感到灼熱應該繼續沖水 

 

5. 防止感染 

    - 用敷料及繃帶包紮傷處 

其他：保鮮紙、清潔的布 

*注意：不要塗上膏或油 

：不可刺穿水泡 

 

6. 送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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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人-護理傷者> 

Q1-5 選擇題：請以英文字母作答。 

1. 下圖是哪一創傷的傷口? 

A. 燒傷 B. 割傷 C. 擦傷 D. 燙傷 1.        

 
2. 以下哪一項是造成燒傷的成因? 

A. 摔倒 B. 繩索摩擦 C. 使用刀具 D. 倒翻熱水 2.        

3. 以下哪一項是處理燒傷的正確方法? 

A. 刺穿水泡 B. 塗上醬油 C. 塗上牙膏 D. 冷卻傷處 3.        

4. 哪一個程度的燒傷，皮膚會出現水泡? 

A. 表面燒傷 B. 中層燒傷 C. 深層燒傷 D. 三級燒傷 4.        

5. 以下哪一項是傷口的護理急救目標? 

A. 制止出血 B. 防止傷口受感染  

5.        C. 幫助傷口癒合 D. 以上皆是 

Q6-7 短答題：請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6. 媽媽在煮食時，左前臂沾上滾油，傷處紅、腫、痛。你認為是何等級的

燒傷/燙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會如何為媽媽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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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己> 

保持身體健康，知道個人衞生的重要，並養成習慣。現請團員家長協助 

及務必真誠填妥下列各項事工，及簽署作實回覆團員是否達到訓練網要的要

求。（此項目由家長填寫） 

記錄日期：由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日 (以七天為期限)  

事工 可以 不可以 

1.早晚洗臉、刷牙、清洗鼻腔   

2.飯前便後勤洗手   

3.飲食均衡   

4.勤換衣物   

5.勤洗澡、洗頭理髮   

6.勤剪指甲   

備注： 

1.請以顯示  團員能否做到上述事工。  

2.家長應以團員自動自覺進行以上事工，家長從旁協助為要，並鼓勵團員日後繼續進行以上工作。  

3.完成上述項目後，家長須以簽名認可。 

家長評語: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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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己-道路安全守則> 

交通意外常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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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綠色人像」過路處 
- 「綠色人像」過路處設有交通燈和行人過路燈：交通燈向駕駛者 

發出停車信號，而行人過路燈則向行人發出橫過馬路的信號。  

-  當行人過路燈的「紅色人像」亮起時，切勿橫過或開始橫過馬路。 

當「綠色人像」閃動時，也切勿開始橫過馬路。 

-  如交通燈失靈，應將該過路處視作一般行人輔助線看待。在橫 

過馬路時，要格外小心，注意車輛，並須遵守《過馬路守則》。 

- 行人到達「綠色人像」過路處時，應在行人路的路邊石旁等

候。如果過路處的交通燈柱上裝有行人過路按鍵，行人應輕觸

該過路按鍵，然後等候(部分「綠色人像」過路處只會在行人輕

觸過路按鍵後，才會發出「綠色人像」燈號)。 

  

如果「綠色人像」過路處中間設有安全島，

行人須在島上停步，然後再依照《過馬路守

則》及本頁的規則和指示，繼續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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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斑馬線 
-「斑馬線」是路面上髹有黑白相間條紋的行  

人過路處，兩旁劃上「之」字線。 

- 駕駛者必須讓路給在「斑馬線」上的行人。 

- 在橫過「斑馬線」前，應讓駕駛人有充分時   

間看見你，以便減速和停車。 

- 行人應首先在「斑馬線」上踏出一小步，向

駛近車輛的駕駛人表示想過路。 

使用「斑馬線」注意事項 

 

如要橫過馬路，而附近又設有「斑馬線」，即使要多走幾步，也要使用「斑馬線」。 

 
察看左右兩方的車輛，及等待車輛停定後，才可開始沿「斑馬線」橫過馬路。 

 

如果「斑馬線」中間設有安全島，須在島上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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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行人天橋 

行人天橋完全與路面交通隔離，可免生危險，

是橫過繁忙道路最安全的地方。 

- 行人天橋常設在車輛熙來攘往的地方，因為

在這些路面橫過馬路，會特別危險或困難。 

- 如果因為不能上落梯級而無法使用行人天

橋，應嘗試在其他地方尋找另外的行人過路

處。很多行人天橋除設有梯級外，還有斜道、

升降機或扶手電梯。 

- 在行人天橋兩旁 15米以內，必須使用該

天橋橫過馬路。 

 

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行人隧道 

行人隧道與路面交通隔離，可免生危險，是橫

過繁忙道路最安全的地方。 

- 行人隧道常設在車輛熙來攘往的地方，因為

在這些路面橫過馬路，會特別危險或困難。 

- 如果因為不能上落梯級而無法使用行人隧

道，應嘗試在其他地方尋找另外的行人過路

處。很多行人天橋除設有梯級外，還有斜道、

升降機或扶手電梯。 

- 在行人隧道兩旁 15米以內，必須使用該隧

道橫過馬路。 

 
 

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由獲授權人士指揮交通的過路處 

- 其次最安全的過路處，是由警務人員、交通督導員或學校交通安全隊指揮交通的過

路處。 

- 這些人員清楚知道在什麼時候過馬路是最安全。應在過路處旁的行人路等候，好讓

上述人員看見你。 

- 必須在警務人員、交通督導員或學校交通安全隊發出信號後，才可橫過馬路。在過

路時，要察看四周及小心聆聽。 

  

行人天橋入口的指示標誌 

行人隧道入口的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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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馬路守則 

《過馬路守則》是為所有行人而寫的指示，旨在指導行人怎樣橫過馬路，包括屋邨內

交通較疏落的道路。即使你使用行人過路處，每當需要橫過馬路或踏出馬路之時，你

仍要遵守這些守則。 

 
過馬路時，應明白和採用以下六點基本守則：  
行人站在行人路旁邊等待過馬路 

第 1 點 ── 首先選擇一處可以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然後站定。 

第 2 點 ── 站在行人路旁邊。 

第 3 點 ── 環顧四周交通情況，小心聆聽。 

第 4 點 ── 如有車輛駛近，先讓其駛過，再察看四周。 

第 5 點 ── 如沒有車輛駛近，便直線步過馬路。 

第 6 點 ── 過馬路時，仍要小心察看和聆聽交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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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單車時須留意的交通標誌 - 指令標誌 

禁止行人、單車進入 
 

本標誌顯示禁止單車、三輪

車、行人及徒步操作或控制

的車輛越過本標誌。 

禁止單車進入 
 

本標誌顯示禁止單車及三輪

車越過本標誌。 

限制騎單車 
 

本標誌顯示禁止騎單車超越

本標誌。如騎單車者欲超越

本標誌，必須下車並手推其

單車或三輪車前行。 

單車泊車處 

 
本標誌顯示此泊車處或泊

車位僅供單車停泊。 

 

只准單車及三輪車通行 
 

本標誌顯示該路線只供騎單

車和三輪車者使用。如該路

線是沿著另一條供其他交通

車輛使用的路線的，則單車

須使用該單車路線。 

靠左/靠右行駛 

 
本標誌顯示須靠著某永久或

臨時障礙物的左面(或右面)

駛過。本標誌顯示車輛須朝

箭嘴所示方向行駛。 

兒童騎單車範圍 

 

本標誌顯示未滿 11歲的兒

童可無須在成人陪同下騎

單車或三輪車。 

兒童騎單車範圍終止 

 

本標誌顯示未滿 11歲的兒

童可無須在成人陪同下騎單

車或三輪車的範圍終止。 

行人徑及單車或三輪車路 

禁止汽車駛入 
 

本標誌顯示一條毗連的單車

路及行人徑，而該單車路只

供騎單車者使用，該行人徑

則只供行人使用。如該單車

路是沿著一條供其他交通車

輛使用的路線，則騎單車者

須使用該單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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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單車時須留意的交通標誌 - 警告標誌 

前面有單車路 

 

 
本標誌顯示︰前面有單車

路，可能有騎單者正在道

路上或正橫過道路。 

前面有行人正在道路上或 

正横過道路 

 
本標誌警告駕駛人︰前面可

能有行人正在道路上或旁

邊，或正橫過道路。 

前面會有單車行駛 

 

 
本標誌警告駕駛人︰前面可

能有單車正在道路上行駛。 

 

前面有向下/向上斜坡 

 
本標誌顯示前面有向下/向

上斜坡的單車路，可在單

車路斜坡頂/底或附近使用

本標誌。 

前面迴旋處 

 
本標誌顯示前面路上有迴旋

處。 

 

前面交通燈號 

 
本標誌顯示前面有交通燈作

永久或臨時管制。 

 

騎單車時須留意的交通標誌 - 提示標誌 

泊車處方向指示牌 
 

 

本標誌指示單車泊車處方

向。 

單車路線指示牌 

(圖例:大埔) 
 

 

本標誌指示單車路線(圖

例︰往大埔)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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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全地騎單車 

單車被視為車輛。在道路上，騎單車者有同樣責任遵守適用於駕駛人的規例和規則。 

一般駕駛人須遵守的交通標誌、交通燈號、道路標記及交通規則，騎單車者也必須遵守。  

- 如果騎單車者必須戴上眼鏡，才能看清楚，在騎單車時，便一定要戴上眼鏡。  

- 如果身患殘疾或疾病而不能安全騎單車，則不要騎單車。 

- 絕對不可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騎單車。 

- 如要服藥，你應諮詢醫生，確定藥物不會對騎單車有影響。  

- 兒童在道路上騎單車，須先徵得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 未滿 11歲的兒童，更必須在成年人陪同下，才可在道路上騎單車。 

- 不應穿上任何可能影響控制單車或會纏着車輪或車鏈的衣物。 

- 在道路上騎單車前，要學習平衡、轉向、開車和停車等技巧。 

 

選擇單車 

- 單車一定要大小合適，把手及鞍座的高度也應調校得宜。切勿騎乘

過大或過小的單車。坐在鞍座上時，應試一試腳尖能否着地（右圖）。

有需要時，可調校鞍座。 

- 如果腳尖無法着地，表示單車過大或鞍座過高。 

- 如果坐在鞍座上而雙腳能平放在地上，則表示單車過小或鞍座過

低，騎單車者因而要屈膝遷就。 

- 試一試在雙手握着把手及完全操控單車行駛時，手指是否仍能輕易 

地完全控制兩邊的剎車掣。 

- 試一試在握着及操控把手時，是否仍能按響車鈴。 

- 車鏈鬆緊得宜（虛位不得超過 2厘米），亦沒有受損或生銹的跡象。 

- 單車剎車掣已妥為調校及操作正常，能有效剎停車輪。 

- 車胎性能良好，胎紋清晰可見，並已適量充氣。 

 

單車配件 

- 單車必須配備警告車鈴。 

- 如在夜間或能見度低時騎單車，必須亮起單車燈： 

車頭亮白燈，車尾亮紅燈。 

- 單車車尾必須裝上紅色反光體。 

 

騎單車者裝備 

- 佩戴顏色鮮明、大小適中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頭盔。 

- 穿上適合的衣服，並戴上反光帶及個人防護裝備（例如

護肘、護膝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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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騎單車方法  

騎單車的基本技巧: 

開車 - 單車如裝有變速器，在開車時應使用「低波」。 

 

減速和停車 - 練習逐漸減速剎車，使單車順暢地停在你想停下的確實位置，然後練 

習在較高速下以同樣方法停車。在濕滑的路面上停車，會較困難。 

 

剎車 

- 應熟習哪一隻手控制哪一個剎車掣。 

- 如要單車平穩而逐漸地減速，應使用後剎車掣。 

- 前剎車掣較為有力及有效。過分用力使用前剎車掣，單車會急速停下，而後輪可能

會離地，使無法控制單車，甚至衝前墮地，在高速下坡時，更易出現這情況。 

- 在正常情況下，應先用後剎車掣，然後再加用前剎車掣。 

- 在下坡行車時或轉彎前，應適當地使用剎車掣以控制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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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己-道路安全守則> 
 
 

 

 

Q1-6是非題：如下例所敘述是正確的，請於( )內填上Ｏ，如是錯誤的，請打Ｘ。 

Q7-8，於空格內繪畫出下列交通標誌。    Q9-12，於_____寫出下列交通標誌的名稱 。           

7.禁止單車進入 

 

8. 前面交通燈號  9.  10.   

 11. 12. 

 

Q13 短答題：請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13. 請列出兩項行人引致發生交通意外常見成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行人天橋和斑馬線是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 (       ) 

2. 「快速公路」或「隧道區域」範圍內可以騎單車。 (       ) 

3. 單車必須配備警告車鈴。 (       ) 

4. 單車可以載客。 (       ) 

5. 雙程路的右方可以騎單車。 (       ) 

6. 晚間的情況下騎單車，必須開亮白色的車頭燈。 (       )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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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 剪報:蒐集一份有關不安全使用道路的剪報。 

報章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  報章日報: ________________ 

(於格內貼上所蒐集的新聞報導) 

我的感想: (以自己的文字約 50字左右，簡述剪報內容，並寫出感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評：  □已簡述剪報內容   󠇣□向家長分享剪報內容及感想 󠇣 

□已寫出感想       □依了解交通意外常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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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大自然-園藝> 

你懂得種植一些室內植物及知道如何照顧它們嗎？ 

甚麼是室內植物?   

大自然中並不會有所謂的室內植物，室內植物是指可適應室內栽培環境的植

物，大多是指「耐陰性的觀葉植物」，最好放在光線明亮的窗台邊或陽台上。 

 

可以如何照顧它們？     

- 可放於室內並不是指它們不需要光照射，過暗的室內會使植株徒長或生長

不良。 

- 陽光不足：可以藉日光燈或植物燈補充光照量，不過還是自然的日照為最

好。 

- 一般室溫為攝氏 25度正好適合來自熱帶的這些觀葉植物。  

- 如果放在陽台上，要注意寒流來襲，很容易有寒害。  

- 如果使用冷氣或暖氣會造成濕度較低，要加強噴霧增加空氣濕度。  

- 若室內光線過暗，可將耐陰植物在室內及室外輪流放置 1-2個星期，但不

可放於陽光直射處，需有遮陰，以免植物灼傷或適應不良。開花植物若要

移至室內觀賞，可於花開時移入室內，花謝後要再移出室外，除了少數植

物外，放在室內來年不易再開花。 

 

有甚麼室內植物可以選擇在家裏種植?  

  

你可以到圖書館或網絡上

找出更多可以在家裏種植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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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如何培植室內植物? 

- 大多數的室內植物可以用泥土來培植，你也可以在花店買一些培養土(科

學泥)來種植。這些培養土已經包含了植物生長所需的養料，你只要定期

澆水便可，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你也要加上一些肥料，以確保植物生長得

茂盛。 

- 有些室內植物是可以只用水來培植的，叫做「水種法」。例如長春藤、萬

年青等。你只需把植物插在水中，定期讓它接觸陽光便可以生長了。 

- 每種植物需要的水份及陽光都不同，有些不能吸收過多的水份，有些不能 

直接照射陽光。 

- 你可以到圖書館找出種植這些植物的資料，也可以請教家人、領袖、甚至

你的朋友。 

  



36 

 
荃灣區第 12旅幼童軍團 

<科學與大自然-園藝> 

Q1-8 是非題：如下例所敘述是正確的，請於( )內填上Ｏ，如是錯誤的，請打Ｘ。 

 
9.列出八種室內植物的例子。 

    

    

 
Q10-11短答題：請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10.我們最好把室內植物放置在甚麼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把植物插在水中，讓它自然生長的栽種方法稱作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全部室內植物也是用泥土培植的。 (       ) 

2. 我可以到郊野公園挖一些泥土，回家培植植物。 (       ) 

3. 如果陽光不足，可以藉日光燈或植物燈補充光照量。 (       ) 

4. 每種植物需要的水份及陽光都不同。 (       ) 

5. 我可以使用噴霧增加空氣濕度。 (       ) 

6. 室內植物其實也需要陽光/光線的照射。 (       ) 

7. 我可以把植物放在露台上，然後不用理會。 (       ) 

8. 大自然中的確會有所謂的室內植物。 (       )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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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天地> 
 

□美術-以「禮貌童軍」為主題，於下面空格創作四格漫畫;或 

□手工藝-利用環保物料製作一模型或有用的小用具，並將成品圖片貼於下面空格。 

 

當我完成了是次活動後，我學會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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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區-社區資料> 

Q1-2，細閱地圖，於______寫上正確的方位。 

   

1. 荃灣街市在我們學校的__________方。 

2. 荃灣裁判法院在我們學校的__________方。 

3. 寫出 2個學校附近的公共設施：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選出在荃灣政府合署裡的設施或機構，並在加。 

長者中心    公共圖書館      幼稚園  牙科診所 

言語治療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超級市場   街市    

熟食中心    聽障人士中心  郵政局  住宅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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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看:你能認出下列圖片是荃灣區內的公共設施嗎? 於空格寫上該地方的名稱。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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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文化-認識慈善團體> 
 

你認識香港的慈善團體嗎？它們是做些甚麼工作的？它們對香港有甚麼貢

獻呢？瀏覽以下慈善團體的網頁，回答以下提問。 
 

        
慈善團體(1)二維碼       慈善團體(2)二維碼 

這個慈善團體名稱是甚麼？    這個慈善團體名稱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1953年，這個團體開辦了甚麼？  這個團體的宗旨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個團體於哪一年在香港註冊？   這個團體於哪一年在香港成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哪些是這個團體的工作？     以下哪些是這個團體的服務工作？ 
(在加。)           (在加。) 

□佈道事工        □教育事工  □社會服務 □康樂服務 □文化服務 

□社會服務事工    □支援事工  □醫療及綜合健康服務  □教育服務 

3.除以上兩個慈善團體，請列出一個其他團體的名稱及其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是否曾參與過這些機構所舉辦的活動呢？請列出一個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2. 



41 

 
荃灣區第 12旅幼童軍團 

<誓詞規律> 

1) 請寫出幼童軍誓詞。 

我 

對 

對 

對 
 

2) 請寫出幼童軍規律。 

 

 

 
 

3) 請寫出童軍銘言。 

 
 

4) 請寫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幼童軍誓詞和規律的一個例子。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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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家庭(第三段︰藍色）> 

童軍支部(Scout Section) 

目的 

童軍支部訓練之目的旨在促進十一歲至十六歲之少

年人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以貫徹整個童軍運動

連續性訓練。  

方法 

在成年人領導下，以童軍規律與誓詞為本，給予歡

愉富吸引力而有價值之有進度性訓練，並在團內實

行小隊制度，以達成童軍支部目的。 

訓練模式 

童軍訓練是採取進度性的訓練程序，以童軍進度性

獎章貫穿，訓練內容 根據其年齡及童軍年資而遞

升，使成員能接受適切的訓練，循序漸進地學習。 

並配上專科徽章制度，給予機會成員按興趣而選擇

獎章考驗，發展個人專長。進度章及專章兩者互相 

緊扣，使童軍可在不同領域按其能力發展。 

進度性獎章包括「童軍探索獎章」、「童軍標準獎章」、「童軍高級獎章」及「總領袖獎章」。

童軍活動之基本技能，如露營、烹飪及探險等及其他興趣項目，已編訂於童軍探索獎章

及童軍標準獎章之內。 

總領袖獎章是童軍支部最高之獎章，加入了教授隊員技能及策劃活動元素，目的是考驗

及增強責任心及領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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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專科徽章制度 

童軍專科徽章設立的目的，

是鼓勵童軍善用餘暇，增加知

識，童軍加入童軍團獲取會員

章後，便可以開始考取專科徽

章。 

童軍專科徽章分為四組：

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及教

導組。用以配合不同年齡童軍

的身心發展及能力而設計的。  

興趣組專章屬初級，主要

是為十一至十三歲之童軍而

設，以幫助較年幼童軍認識新

的事物，培養良好嗜好。專章

之底色為綠色。  

技能組專章是為十三至十五歲之童軍而設，目的是擴闊童軍的知識，幫助他學習

專門技能。此項專章之底色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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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組專章之標準較高，是為較年長之童軍而設，此組專章促使童軍學習幫助他

人，救急扶危，實踐童軍服務人群的精神。各章標準，不單注重該服務章之理論，更

重視其實際服務工作。此組專章之底色為紅色。 

 

 

教導組專章標準很高，要求童軍對每一項技能認識較深，更能夠運用有效方法，

教導其他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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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家庭(第三段:藍色)>  
 

Q1-4 配對:將以下進度性徽章用和相應的名稱用直線連起來。 

                        

     *              *               *                * 

 

 

     *              *               *                * 

1.總領袖獎章  2.童軍探索獎章  3.童軍標準獎章   4.童軍高級獎章 

Q5-7 短答題：請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5. 請列出五個童軍支部與幼童軍相同的活動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列出兩個童軍支部會舉行的訓練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哪一個是童軍支部的最高榮譽獎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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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參與一個由區或地域所舉辦之活動，而這活動必須有其他兩個支部成

員(可包括小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參與的。 

以下照片／圖畫是我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活動名稱)中的情況: 

 

 

 

 

 

 

 

 

 

 

當我完成了是次活動後，我學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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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齊制服我做到> 

請於<着齊制服我做到>紀錄表內適當的空格內加「✓」。 

集會日期 
(制服團隊課) 

          

A.適用於新成員或制服團隊課當日為體育課用 
1) 上衣: 

紅色活動服 
          

2) 褲: 

夏/冬季運動褲 
          

3) 鞋: 

白色運動鞋 
          

4) 襪: 

白色短襪 
          

5) 旅巾連巾圈: 

    (已宣誓成員) 
          

B.適用於已購置制服的成員 
1) 上衣: 

杏色恤衫 
          

2) 褲: 

軍綠色短褲 
          

3) 鞋: 

     黑色皮鞋 
          

4) 襪: 

軍綠色長襪 
          

5) 皮帶: 

棕色童軍皮帶 
          

6) 帽: 

     幼童軍帽 
          

7) 旅巾連巾圈: 

     (已宣誓成員) 
          

領袖確認           

*每次集會均能穿着正確及整齊制服的幼童軍可獲校章貼紙 2枚及小禮品 1份。 

*於 5次集會均能穿着正確及整齊制服的幼童軍可獲校章貼紙 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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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歌集> 
猜拳歌 

童軍們，大家見面行個禮，  

握握手，猜猜拳， 

「程尋包」呀看誰勝，  

輸了請你跟我走。 

 

牛腩麵 

牛腩麵加 D辣椒醬， 

加 D 麻油味更香，味更香， 

加多 D啦，加多 D啦， 

加多 D辣椒醬。  

 

糖不甩 

糖不甩，糖不甩，想唔想食。 

糖不甩，糖不甩，想唔想食。 

糖不甩呢，我俾你食， 

糖不甩呢，食完再食。 

謝飯歌 

叮噹 叮噹 叮噹叮噹 

一群童軍， 

聚首一堂， 

感謝上主， 

賜我用糧。  

Fee Fy Fo 
Fee! Fee fy! Fee fy fo!  

Comula!  

Comulali, Comulali, Comulali Visto,  

O nona nona da visto 

Esimini Desimini oo-a oo-a sala mini   

Desimini sala mini ooa ooa 

Beet billy om-bom boo boo boo di-dom shi…… 

Gu Choki Pa 

Gu Gu Choki Choki Gu Choki Pa 

Gu Gu Choki Choki Gu Choki Pa 

Gu Gu Choki Choki Gu Choki Pa 

Gu Choki Gu Choki Pa 

 

Kumbayah 

Kumbayah, Oh Lord, Kumbayah (X3)    

Oh Lord, Kumbayah.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h (X3)  

Oh Lord, Kumbayah. 

 

Someone's crying. Lord, Kumbayah (X3)  

Oh Lord, Kumbayah. 

 

Someone's singing, Lord Kumbayah (X3)    

Oh Lord, Kumbayah. 

 

My Bonnie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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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簡單地圖閱讀> 
1.     2.      3.    

 

4.  

5.醫院  6.教堂  7.引水道  8.小徑 

9.  
10.藍  11.綠  12.啡  13.北  14.南 

15.西南  16.磁針  17.前進箭咀  18.定向箭咀 

<護理傷者> 
1.C  2.B  3.D  4.B  5.D  6.一級燙傷 

7.-首要要確保自己安全; 

-在安全情況下關掉煮食爐; 

-協助媽媽用清水沖洗傷口 10分鐘以上; 

-然後可用敷料及繃帶為媽媽包紮傷處; 

-如情況嚴重，送院治理 

<道路安全守則> 
1.Ｏ  2.Ｘ  3.Ｏ  4.Ｘ  5.Ｘ  6.Ｏ 

7.    8.  

9.靠左行駛     10.前面迴旋處 

11.限制騎單車  12單車泊車處 

13.以下其中兩項 

不顧交通情況橫過馬路;不留神 

任意在馬路上行走;醉酒;患病 

 

 <我的社區-社區資料> 
1.東南  2.西南 

3.以下其中兩項 

休憩公園;網球場;足球場;圖書館…… 

4.公共圖書館 牙科診所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郵政局   

5.荃灣裁判法院   6.荃灣公園 

7.荃灣政府合署/荃灣圖書館   

8.三棟屋博物館  9.荃灣大會堂 10.德華公園 

<誓詞規律> 
1.我願盡所能； 

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 

對別人，要幫助； 

對規律，必遵行。 

2.幼童軍，盡所能， 

先顧別人才顧己， 

日行一善富精神。 

3.準備 Be Prepared 

 
 

<科學與大自然-園藝> 

1.Ｘ  2.Ｘ  3.Ｏ  4.Ｏ  

5.Ｏ  6.Ｏ  7.Ｘ  8.Ｘ 

9.以下八種或或其他室內植物 

長春藤;富貴竹;紫羅蘭;萬年青; 

文竹;風信子;虎尾蘭;口紅花…… 

<國家與文化-認識慈善團體> 
1.-香港路德會 

-中學 

-1977年 
佈道事工教育事工 

社會服務事工  

支援事工 

2.-保良局 

-保赤安良、扶康育長 

-1878 年 
社會服務 康樂服務  

文化服務 教育服務 

醫療及綜合健康服務 

3.東華三院;紅十字會;聖雅各福群會;香港明愛… 

<童軍家庭(第三段:藍色)> 

 
5.愛護動物;射箭;公園定向;游泳;獨木舟;藝術; 

語言;共融;音樂;天象;氣象;滑浪風帆;探險;  

電腦;自然章;急救;搜集…… 

6.露營;烹飪;探險…… 

7.總領袖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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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運輸署網站 

˙ 地政總署測繪處網站 

˙ 基本遠足技術網 

˙ 香港童軍總會網站 

˙ 香港童軍總會訓練署網站 

˙ 香港童軍總會幼童軍支部網站-幼童軍天地 

˙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支部網站 

˙ 《幼童軍手册》網上版 

˙ 《幼童軍急救章手冊》網上版 

˙ 《儀容與制服手冊》第二版 

˙ 《香港童軍》月刊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 iGarden 花寶愛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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