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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獎章」考核項目> 

 1) 追蹤 

� a. 認識一些追蹤符號。 

� b. 跟隨一些追蹤符號作一次追蹤。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2) 繩結 

� a. 懂得自己綁鞋帶。 

� b. 知道平結的結法及其用途。 

� c. 懂得怎樣解開平結。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3) 郊野守則  

� a. 認識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郊區守則。 

� b. 認識童軍總會的郊野守則。 

� c. 製作一幅海報，宣揚遵守郊野守則的重要性。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4) 日行一善 

� 用一本「善行紀錄冊」，紀錄一週以來你做過的善行。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5) 護理和救傷 

� a. 知道簡單的護理和救傷常識，包括清理和包紮小傷口。 

� b. 知道如何利用電話求助。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6) 誓詞規律 

�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誓詞和規律。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7) 童軍家庭（第二段︰黃色） 

� a. 知道香港童軍運動共有多少個支部及相同和分別之處。 

� b. 參與旅、區、地域或總會所舉辦之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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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認識追蹤符號 

追蹤符號可以幫助跟隨者走正確的方向，不致

迷路。只有曾經學習過追蹤符號的人，才會明

白追蹤符號的意義。 
 

我們可以利用大自然的物資來做一個追蹤符

號，例如：樹枝、小石塊、草堆等。 

 

 

這裡是一些常用的追蹤符號： 

沿路向前 

 

我們回家了 

 

繼續前進 

 

此路不通 

    
X 步後有信物 

 

我們分途前進 

 

前面有水 

 

前面有障礙 

 

左轉 

 

右轉 

 

 

 
                 <追蹤符號>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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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請把適當的數字填在（   ）內，數字可重複使用。 

1. 沿路前進 2. 繼續前進 3. 此路不通 4. 我們已回家 

5. 前面有水 6. 左轉 7. 右轉 8. 前面有障礙 

9. 六步後有信物 10.我們分途前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兩人轉左 

四人轉右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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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一)> 

1. 反手結 

反手結的功用 

 一般用作拉繩把手 
 用作繩尾以防止其他繩結鬆散 

反手結的優點 

 容易綑紮 

 濕水後很難解開 

 

 

2. 平結 

 是一個古老和基本的繩結，原用

來縛紮收摺起船帆，以便在需要

時易於鬆解 

 其形狀四平八穩，故又稱之為四

方結 

平結的功用 

 連接兩條粗幼質地相同的繩索 

 救傷包紮時用 

 捆紮物件 

結繩口訣 

 左搭右繞一圈、右搭左繞一圈 

平結的優點 

 容易鬆解 

 

  

  

 

 

 

                   平結的結法影片 

3. 八字結 

八字結的功用 

 在船上常於繩尾打上8字結，以

防止繩索由環、孔等滑落 

八字結的優點 

 容易綑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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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郊野守則> 

香港是個國際城市，但境內 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 

約四分之三仍是郊野。香港現有 24個郊野公園和 

22個特別地區。闢設郊野公園旨在保護大自然，以 

及向市民提供郊野康樂和戶外教育設施。至於闢設 

特別地區，主要目的是保護自然生態。 

 

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共佔地 44312公頃。郊野公園 

遍布全港各處，範圍包括風景宜人的山嶺、叢林、 

水塘和海濱地帶。郊野公園深受各階層人士歡迎， 

遊人到訪郊野公園進行的活動主要包括遠足、漫步、 

健身、燒烤、家庭旅行及露營等。 

 

24個郊野公園和 22個特別地區  

郊野公園 

1.城門 2.金山 3.獅子山 4.香港仔 5.大潭 6.西貢東 7.西貢西 8.船灣 

9.南大嶼 10.北大嶼 11.八仙嶺 12.大欖 13.大帽山 14.林村 15.馬鞍山 16.橋咀 

17.船灣(擴建部分) 18.石澳 19.薄扶林 20.大潭(鰂魚涌擴建部分) 21.清水灣 

22.西貢西(灣仔擴建部分) 23.龍虎山 24.北大嶼 (擴建部分) 

 

特別地區(郊野公園外) 

1.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2.東龍洲炮台 3.蕉坑 4.馬屎洲 5.荔枝窩 

6.香港濕地公園 7.印洲塘 8.果洲群島 9.甕缸群島 10.橋咀洲 11.糧船灣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管理郊野公園，主要工作有植樹 

造林、優化林地、自然教育、防止及撲滅山火、保持 

郊野公園清潔、管制郊野公園內的發展項目和提供郊 

野康樂及教育設施。 

 

  

《Our Home: HONG KONG 香港》郊野公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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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設施 

郊野公園康樂地點的設施包括桌椅、燒烤爐、廢物箱、涼亭、營地和廁所等。 

   
 

海岸公園／保護區 

香港共有六個海岸公園及一個海岸 

保護區。海岸公園具有自然護理、 

教育、康樂和科學研究用途。潛水 

、浮潛、划獨木舟、駕駛風帆、水 

底攝影和學校考察都是海岸公園內 

受歡迎的活動。 

 

地質公園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 

園位於香港東部，是由新界東北延 

伸至西貢區的一個完整範圍，具有 

國際地質價值的地點和景觀。 

 

  
位於黃竹角咀的鬼手岩       西貢破邊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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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護理 

本港約有四成土地劃為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孕育了豐富動植物，並受法例保護。漁

農自然護理署推行積極的自然護理措施，以提高重要生境的價值，當中包括於郊野公

園內建造濕地和蝴蝶園，以及管理樹林、鷺鳥林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的植物。 

植物 

本港屬東南亞熱帶植物區的最北邊緣，植物種類繁多，現已記錄的維管植物有超過 3300

個品種和變種，其中約 2100種是本土植物。 

陸棲哺乳動物 

本港有 55種大小不一的陸棲哺乳動物。夜間在樹林不時可聽到赤麂的叫聲或發現東

亞豪豬的蹤影，幸運的話，更有機會遇見豹貓、小靈貓及果子狸等大型哺乳動物。野 

豬一般在山林出沒，但偶爾會走到附近的民居或公共設施覓食。獼猴經常在金山及城

門郊野公園內出沒。在郊區也有各種體型較小的哺乳動物如赤腹松鼠、針毛鼠、臭鼩

等出沒。另外，蝙蝠佔香港陸棲哺乳動物物種數目近半，一些常見種如大蹄蝠、小蹄

蝠及大長翼蝠，經常在洞穴和引水隧道內出沒。 

鳥類 

香港是東亞鳥類遷飛路線上的重要中途站。本地不同的生境如濕地、草原、樹林、海岸

及耕地，為不同的鳥類提供棲息地。香港總共記錄了超過 550種野生鳥類，有留鳥、冬

候鳥、春秋過境遷徙鳥、夏候鳥、偶見鳥及迷鳥，當中包括 63種全球受威脅或近危鳥

種。在本港繁殖的留鳥約有 100種。本港最富饒的候鳥棲息地是米埔沼澤區，米埔內后

海灣拉姆薩爾濕地一帶曾記錄得約 400 種雀鳥，其中包括一些瀕危的品種，如黑臉琵

鷺、勺嘴鷸和小青腳鷸等。 

兩棲類及爬行類 

香港共有 115種兩棲及爬行動物，其中蛇類佔 53種。受法例保護的蟒蛇為本港體型最

大的蛇類，體長可達六米。本港有 21種原生蜥蜴，當中香港雙足蜥為本港特有品種。

另外，在本港可找到 10種原生龜鱉類動物，其中綠海龜是唯一在本地繁殖的海龜。香

港有 25種兩棲類動物，其中香港湍蛙、香港瘰螈及盧氏小樹蛙均屬於《野生動物保護

條例》下的受保護品種。 

昆蟲 

本港昆蟲的種類繁多，單是蝴蝶已有超過 240種，其中包括美麗耀眼的鳳蝶。在本港眾

多的飛蛾中，烏桕大蠶蛾特別巨大，展翅時翅膀闊度長達 30厘米。本港至今亦錄得 128 

個蜻蜓品種，包括以香港命名的香港纖春蜓和全球受威脅的克氏小葉春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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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守則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郊區守則 
1. 切勿破壞自然景物。 

2. 切勿在燒烤場或營地外生火。 

3. 切勿污染水源。 

4. 切勿隨地拋棄廢物。 

5. 切勿損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6. 切勿餵飼野生動物。 

7. 切勿挖掘或騷擾土壤。 

8. 切勿在非指定越野單車徑內踏單車。 

9. 愛護郊區，保存大自然美景。 

10.尊重其他遊人，盡量降低聲量。 

11.尊重村民，切勿損毀私人財產、農作物及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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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總會的郊野守則 

為嚮應聯合國倡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並配合世

界童軍組織所推動的世界童軍環境教育計劃，童軍總會自 2014年開始推動不留痕郊

野活動守則，成員透過學習及身體力行，維護美好的大自然環境，郊野守則如下： 

1. 行前做好準備 Know Before You Go  

 事前做好計劃，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確保活動能安全進行。  

- 預先搜集旅程目的地的最新資訊，並帶備地圖，減低迷路風險。 

 認識本地郊野公園的守則，能更有效地保護郊野環境。 

- 參考漁農自然護理署《良好的處理方法》。 

 視乎天氣選擇適當衣物，保持身體乾爽、溫暖或免被曬傷。 

 經常帶備急救包，以應不時之需。 

2. 選擇適當路徑 Choose The Right Path 

 遠足時盡量使用主要路徑或現有山徑，不要抄捷徑。  

- 開拓新路徑會對植物造成傷害及導致水土流失。 

- 受傷的植物或許永遠不會再生長出來。 

 如需在郊野度宿，應使用政府指定露營地點。 

- 紮營時，應避開小樹及花朵，減少對環境造成破壞。 

3. 妥善處理廢物 Trash Your Trash  

 自己帶來的垃圾，自己帶走（Pack it in, pack it out）。 

- 即使是「可被降解的」果皮或食物碎屑，亦不可隨處丟棄。  

 幫忙拾起地上的垃圾（即使是別人留下的）。 

- 亂拋垃圾不但破壞景觀，且會滋生蚊蟲及細菌。 

4. 保持原有風貌 Leave What You Find 

 盡可能維持造訪地點的原來樣貌，不帶走不屬於自己的物品。 

- 假如每人都任意摘下一朵花，或拿走一塊石頭，其他遊人 

將沒法欣賞郊野的原貌。  

 只帶走照片，僅留下足印。  

- 拍照不會破壞環境，是留下美好事物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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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心使用火種 Be Careful With Fire 

 事前先確認活動地點的生火規定，並使用指定的生火地點。 

- 如須使用柴、炭生火，亦應減少明火時間。 

- 使用現成木炭比即場採集柴枝為佳；如須在地採集，則應選 

已倒在地上的枯木。 

 盡量以輕便爐具代替柴火煮食。 

 用火後必須確認火種完全熄滅才可離開。 

- 不加約束的火種往往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而持久的破壞。 

- 任何情況下，不可留下無人看管的火苗。 

 不可燃燒垃圾或廚餘。 

- 燃燒垃圾不但破壞環境，還有可能觸犯法例。 

6. 尊重野生動物 Respect Wildlife  

 觀賞野生動物時，應保持一定距離。 

- 郊野是不同野生動物的家園，我們不應主動接近、 

騷擾或跟隨牠們。 

 不要餵飼野生動物或留下廚餘。 

- 野生動物會因依賴人類餵飼而失去覓食本能。 

- 在郊野公園範圍內餵飼野生動物會觸犯法例。 

 管理好同行的寵物。 

- 把寵物帶到郊野時，必須用帶子牽着。 

- 帶備膠袋包走排泄物，以免對野生動物造成騷擾。  

7. 友善對待他人 Be Kind To Other Visitors 

 遇上其他遊人時，應表現出良好禮儀，如友善地問好。  

 收聽音樂或廣播時，應使用耳機。  

 說話時盡量將音量收細，避免影響其他遊人。 

- 靜下來時，更易享受大自然的聲音。 

 尊重當地居民的私隱及財產，不要亂闖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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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郊野守則> 

一、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郊區守則，我們到郊野公園遠足有甚麼注意事項？ 

把合適的答案填在＿＿上。 

1. 切勿破壞＿＿＿＿＿＿＿。 

2. 切勿隨地＿＿＿＿＿＿＿，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3. 切勿餵飼＿＿＿＿＿＿＿。 

4. 切勿在在燒烤場或＿＿＿＿＿＿＿以外的地方生火。 

二、請舉出兩個郊野公園。 

＿＿＿＿＿＿＿＿＿＿＿＿＿＿＿＿＿＿＿＿＿＿＿＿＿＿＿＿＿＿＿＿＿＿＿＿＿ 

三、試舉出兩項最受郊遊人士喜歡到郊野公園進行的戶外活動? 

＿＿＿＿＿＿＿＿＿＿＿＿＿＿＿＿＿＿＿＿＿＿＿＿＿＿＿＿＿＿＿＿＿＿＿＿＿ 

四、你認為在以上的活動中，哪項最容易引起郊野的清潔衞生問題，為甚麼？  

＿＿＿＿＿＿＿＿＿＿＿＿＿＿＿＿＿＿＿＿＿＿＿＿＿＿＿＿＿＿＿＿＿＿＿＿＿ 

五、遊覽郊野公園時應遵守規則。請在方格內加上「✓」號，表示應該做的事項。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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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製作一幅海報，宣揚遵守郊野守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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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一善> 

討論: 
大家還記得幼童軍規律嗎?試與你隊員討論「日行一善富精神」的意思。 

幼童軍規律 

幼童軍，盡所能， 

先顧別人才顧己，日行一善富精神。 

「幼童軍，盡所能」- 幼童軍會盡力 

 

「先顧別人才顧己」- 一個好的幼童軍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他會隨 

                    時隨地幫助別人，而且會先聽別人的想法，從別 

人的角度去設想。 

 

「日行一善」- 是要鼓勵你每天都要盡力做一件好事，而且可能是兩件、 

三件…… 

甚麼是善行？ 

所謂「善行」，意指「好行為」，一個充滿好行為的社會，必須靠每個人從

最簡單的日常生活修身做起。有時你可以為他人秘密地做了一些好事，而

不讓他人知道。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做的善行︰ 

- 當你媽媽不舒服的時候，你遊戲時可以降低聲音，不去騷擾她。 

- 替別人拾起他掉下的紙屑，不去告訴他。 

- 自動自覺地把當天的家課做好，不必父母催促。 

- 把你心愛的玩具讓給弟弟玩。 

 

還有許多許多，你一定會想到的。記著把你的善行在你的紀錄冊中寫下

來，看看你一週內做過多少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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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荃灣區第 12旅幼童軍團 

<誓詞規律> 

一、填填看，把合適的答案填在＿＿上。 

幼童軍誓詞         幼童軍規律 

我願__________，      幼童軍，__________， 

對_______，對_______，盡責任。 先顧_______才顧己， 

對_______，要幫助，     ___________富精神。 

對_______，必遵行。 

三、與隊員討論誓詞和規律有哪些相同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我們在日常如何實踐誓詞和規律?試列舉一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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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和救傷> 

急救定義 

在意外現場為傷者進行初步處理及救治， 

直至醫護人員到場。 

急救目的 

1. 保存生命  2. 防止傷勢惡化  3. 促進復原 

急救程序 

1. 保持鎮定視察現場環境安全情況; 

2. 尋求成年人協助 / 報警求助; 

3. 檢查傷者清醒程度; 

4. 表露身份，安慰傷者; 

5. 檢查傷勢及受傷程度; 

6. 治理傷處; 

7. 如需等待救護車需継續照顧傷者至成年人   

/ 警察 / 救護員到場接手。 

現場環境安全情況 

1. 現場環境安全情況包括自己及傷者的安全; 

2. 自己的能力(即使我們相信自已有能力處理， 

也要先通知成年人)。 

檢查傷者清醒程度(清醒) 

1. 表露身份，安慰傷者; 

2. 詢問傷者事發經過，傷者可回答簡單問題; 

3. 請傷者指出不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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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傷者清醒程度 (不清醒) 

▽輕拍傷者肩膊，            

傷者發出不能理解聲音 / 答非所問 

    
假如傷者情況是我們不能應付，我們便應…… 

1. 立即請就近的成年人協助或致電報案中心(999 / 112); 

2. 留意現場是否安全; 

3. 盡可能陪伴傷者並留意他的情況。 

 

當致電報案中心時(致電 999報案中心示範) 

報案中心，這裏是 _______________(地點 + 門牌/建築物名稱/電燈柱編號)。 

這裏有 ______ 人受傷 ，需要救護車服務。 

我是 _________，聯絡電話是 _______________。 

這裏發生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情) 。  

現時 有 / 沒有 成年人在場，傷者情況是……。 

(最理想是簡略說出傷者傷勢) 

請你儘快派人來幫忙。 

甚麼時候才可離開呢? 

1. 當有成年人 / 警察 / 救護員幫助照顧傷者， 

同時他表示你可以離開了; 

2. 當現場環境不再安全。 

▽傷者完全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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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的定義 

 
 

 

處理輕微出血 

  

步驟 1.急救員戴上手套 
步驟 2.用自來水 / 樽裝水沖洗傷口 

步驟 3.貼上膠布 

創傷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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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和救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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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電 999報案中心時： 

A. 可說出鄰近電燈柱的數字編號。 

B. 必須使用固網電話。 

C. 電話接通時，立即掛線。 

D. 在網絡訊號微弱的地區，可用流動電話撥打 221。    2.        

3. 一名男子遭狗隻咬傷，並大量出血，急救員應立即： 

A. 留意該狗隻是否會對現場人士構成即時危險。 

B. 致電999，召喚救護車。 

C. 致電該男子的家人。 

D. 為該男子止血及包紮。           3.        

4. 「急救」的定義是指： 

A. 受過訓練人員，在醫院內搶救傷者的工作。 

B. 只處理危及生命的傷勢，其他傷勢交由醫生處理。 

C. 在災難事件中，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D. 在醫護人員到達之前，對傷病者的初步援助及護理。   4.        

5. 以下哪一項是急救目的?  

A. 保存生命 B. 防止傷勢惡化  

5.          C. 促進復原 D. 以是皆是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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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模擬情景題: 今日下午，你剛參加完幼童軍集會。回家途中，遇見下圖發

生的事情。現場只有你一人，須你致電 999 報案中心為傷者提供最適切的支

援。細閲下圖後，於橫線上填寫答案及以 ⬭ 圈出答案。 

 

報案中心，這裏是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近的 b.__________ 編號是 c.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裏有 d._______ 人受傷 ，需要救護車服務。 

我是 e.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是 f._______________。 

這裏發生了 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時 h.有 / 沒有 成年人在場，傷者是 i.清醒 / 不清醒， 

他 j.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略說出傷者傷勢)。 

請你儘快派人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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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家庭(第二段︰黃色）> 

香港童軍青少年成員按年齡劃分成小童軍、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

五個支部，並有童軍、海童軍及空童軍之分，另有特能童軍供身心有任何特殊需要的

青少年參加。 

 
小童軍支部(Grasshopper Scout Section) 

參加者年齡：5歲至8歲 

服飾：簡單團衣配旅巾 

小童軍誓詞：我願參加小童軍，愛神愛人愛國家。  

小童軍規律：小童軍日行一善。 

口號：「小童軍向前進」 

 
幼童軍支部(Cub Scout Section)  

參加者年齡：7歲半至 12歲 

服飾：幼童軍制服 

訓練模式：-從遊戲及團生活中學習 

          -進度性專章課程及活動徽章考驗 

-每小隊有隊長 Sixer及隊副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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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支部(Scout Section) 

參加者年齡：11歲至 16歲 

服飾：童軍制服 
訓練模式：-小隊由小隊長及副隊長領導 

-活動多在戶外進行，露營是基本活動之一 

-進度性專章課程及專科徽章考驗

  
 

 

 

 

 

 

 

 

 

另設空童軍團及海童軍團，讓青少年成員學習航空知識及海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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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資童軍支部(Venture Scout Section) 
參加者年齡：15歲至21歲 

服飾：深資童軍制服 

訓練模式：-以自治和自務為本去進行自我挑戰 

的活動與訓練，學習自立自律的精    

神及策劃組織能力  

-領袖在有需要時加以協助及指導 

-協助幼童軍團、童軍團及其他志願    

服務團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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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支部(Rover Scout Section) 

參加者年齡：18歲至26歲 

服飾：樂行童軍制服 

訓練模式：-由成員自己策劃及推行自治及自務 

-領袖在有需要時加以協助及指導 

-社區服務，認識世界，生活體驗 

-協助幼童軍團、童軍團及其他志願 

服務團體的活動 

          -樂行童軍銘言：「服務」 

   

 

 

 

 

 

 

     

童軍誓詞(適合各級領袖、童軍支部、深資童軍支部、樂行童軍支部成員) 
我願以信譽為誓，竭盡所能， 

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 

對別人，要幫助， 

對規律，必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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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家庭(第二段︰黃色）> 

選擇題：請以英文字母作答。 

1. 童軍旅團中哪一個支部的成員不用穿着制服? 

A. 小童軍 B. 幼童軍 C. 深資童軍 D. 樂行童軍 1.        

2. 幼童軍支部設有多少個進度性獎章？ 

A. 3個 B. 4個 C.  5 個 D. 6個 2.        

3. 以下哪一個是幼童軍支部的進度性獎章? 

A. 露營章  B. 田徑章  

C.  世界童軍環境章 D. 幼童軍歷奇章 3.        

4. 小明在操場拾到以下童軍制服配件，請問是哪一童軍支部成員遺下的？ 

A. 小童軍 B. 童軍 C. 深資童軍 D. 樂行童軍 4.        

 

5. 小強現年 20歲，他可能會是哪一個童軍支部的成員？ 

A. 小童軍 B. 幼童軍 C. 童軍 D. 樂行童軍 5.        

6. 以下哪一個是幼童軍支部的最高榮譽獎章呢？ 

A.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B. 金紫荊獎章 

C. 總領袖獎章 D. 貝登堡獎章 6.        

7. 以下幾位是哪一個童軍支部的成員？ 

A. 小童軍 B. 童軍 C. 深資童軍 D. 樂行童軍 7.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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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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 

 

 <誓詞規律> 

 

 

 

<護理和救傷> 
1C  2A  3A  4D  5D   
6 a.荃灣海壩街  b.電燈柱  c.VD7837  d.1 

e.自己的名字  f.自己的電話號碼 

g.交通意外 或 其他合宜答案 

h.沒有  i.清醒  j.右膝受傷 或 腿部受傷 

<郊野公園及郊野守則> 
一、1.自然景物  2.拋棄廢物  

3.野生動物  4.營地 

二、列出以下其中兩項 

城門 金山 獅子山 香港仔 大潭 西貢東 大欖 

西貢西 船灣 南大嶼 北大嶼 八仙嶺  龍虎山 

大帽山 林村 馬鞍山 橋咀 船灣(擴建部分) 

石澳 薄扶林 大潭(鰂魚涌擴建部分) 清水灣 

西貢西(灣仔擴建部分) 北大嶼(擴建部分) 

三、列出以下其中兩項 

遠足、漫步、健身、燒烤、家庭旅行及露營等 

五、 

 

 

 

 

 

 

 
 

 

<童軍家庭(第二段︰黃色）> 
1A  2A  3D  4C  5D  6B  7B 

 

<資料來源> 
˙ 隨我行 FolloMe 

˙ Freepik.com 

˙ 漁農自然護理署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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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幼童軍手册》網上版 

˙ 幼童軍急救章手冊 

˙ 《儀容與制服手冊》第二版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沙田南區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第 1742旅 

˙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第 1旅 

˙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第 111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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