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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手冊為本會幼童軍支部訓練正式手冊，書內詳述幼童軍的訓練目的、課程、各個徽

章的考驗範圍、注意事項及應達到的水平。 

 
如有任何進一步修訂，青少年活動署將會透過香港童軍總會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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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支部 

目的 

幼童軍支部旨在促進幼童軍年齡之少年身心及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乃貫徹整個童軍運

動年限的連續性訓練計劃的一部份。 

 
方法  

在成年人領導下，以幼童軍規律與誓詞為本，給與歡愉而富吸引力之進度性訓練，以

達成幼童軍支部的目的。 

 
幼童軍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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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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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銘言 

準備 Be Prepared 

 
年齡規限  

幼童軍支部的年齡規限是由足七歲半至足十二歲止。  

 
活動形式  

透過歡愉的活動，體驗互相合作的精神：  
1. 一個幼童軍團由二至八個小隊組成，每一隊由六至七人組成。  

2. 每星期舉行團集會一次，每次約一小時三十分鐘，與其他小朋友一同進行有益

身心的小組活動。  

3. 集會活動多元化：學習童軍及生活技能，進行小組學習，從事團體遊戲和群體

活動。 

 

幼童軍團應有標準  

1. 人數：一已成立的幼童軍團，最少要有幼童軍十二名。 

2. 領袖：一幼童軍團最少要有兩名領袖，其中一名必須持有領袖委任書。此外，其

中一名領袖的性別必須與該團成員相同。如團內有男及女成員，則必須有

男及女領袖。 

3. 訓練：幼童軍的活動與訓練，必須遵照總會出版「幼童軍訓練綱要」及所頒佈的

任何有關修訂文件，並確保每年最少舉行一次為期一天的全團遠足旅行。 

4. 進度：每年最少有四份一團員考獲較高一級的幼童軍進度性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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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訓練 

 
幼童軍支部旨在促進在幼童軍年齡之兒童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訓練以三個進度性

徽章及一個挑戰性獎章為主，並輔以多個活動徽章。此外，亦設立童軍先修章給年滿

十歲半之幼童軍考取，有關訓練皆為成員晉升童軍做好準備。 

 
所有徽章及項目均由幼童軍團長，或由總會、地域或童軍區訓練班班領導人委任合適

人士協助教授或評核，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有最終決定及簽發權。由於部份徽章及

項目內容涉及專業知識及安全防護規定，當幼童軍團長安排評核時，建議尋求備有相

關知識及資歷之人士協助，詳情可留意青少年活動署通告「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

及領取／購買方法」。 

 
在籌劃徽章教授及評核時，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必須盡早作出周詳計劃及準備，並

且恪守本會活動安全指引之規定進行，詳情可留意青少年活動署通告「活動安全指引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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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徽章制度 

 
1. 會員章  

幫助新加入的成員對幼童軍活動有基本的認識，建議在入團後三個月內完成。   

2. 幼童軍進度性徽章（幼童軍獎章、幼童軍歷奇章、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三個進度性徽章分別為：幼童軍獎章、幼童軍歷奇章及幼童軍高級歷奇章。各

項目均於團集會內進行，每完成一個階段，便可獲頒一枚進度性徽章。 

3. 挑戰性徽章（金紫荊獎章）  

金紫荊獎章是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獎章。 

為避免幼童軍太專注於考獲此章而忽略了基本的訓練，幼童軍必須年滿九歲半

及已完成幼童軍歷奇章方可申請開展通知書。而所有考獲此章之幼童軍必須完

成並獲頒「幼童軍高級歷奇章」，而且在十歲半至足十二歲年限內，方可獲頒

此章。  

4. 活動徽章  

只要學曉一種技能或持續發展某項興趣，便可考取相關的活動徽章。部分徽章

設有三級，分別初級為紅色、中級為黃色、高級為綠色，幼童軍只可以佩戴所

考獲的最高級別徽章。 

5. 童軍先修章  

幫助年滿十歲半之幼童軍支部成員認識童軍支部活動，透過參與幼童軍時從未

體驗過的童軍活動，藉此鼓勵他們晉升為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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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章  

即世界童軍會員章。 

目的：會員章旨在幫助新加入的成員對幼童軍活動有基本 

的認識，建議在入團後三個月內完成。  
 

完成下列各項：  

1. 認識自己：能向領袖說出自己的興趣、愛好以及專長。 

2. 認識小隊：能說出自己隊色以及隊中所有隊員、隊長及隊副的名字。 

3. 認識所屬旅團 

a.  在兩次團集會後，認識全團所有成員及領袖。 

b. 知道自己童軍旅的旅號、所屬區、地域及主辦機構。 

4. 認識國家：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並能說明其

含意。 

5. 認識幼童軍徽章（包括外形及設立這些獎章的意義） 

a. 會員章  

b. 幼童軍進度性徽章（幼童軍獎章、幼童軍歷奇章、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c. 挑戰性獎章（金紫荊獎章）  

d. 幼童軍活動徽章（最少四個） 

e. 童軍家庭章及童軍先修章  

6. 森林故事 

a. 說出毛吉利入狼群的故事及其意義。 

b. 說出森林故事中其他人物（動物）的名稱。 

c. 知道團呼的意義。 

7. 口號和手號：認識下列口號及手號，並能迅速地作出相應動作。 

a. 立正 (Alert) 

b. 休息 (At Ease) 

c. 集隊 (Fall In) 

d. 解散 (Fall Out, Dismiss) 

e. 幼童軍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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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禮儀  

 a. 國旗及國歌：能辨別國歌的曲調及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表 

 現應有之禮儀。 

b. 敬禮：認識下列各種敬禮方式、何時使用及正確的方法及手勢。 

(i) 全禮 

(ii) 半禮 

(iii) 握手禮 

(iv) 注目禮 

c. 團呼：懂得團呼的正確方法及口號，參與團呼及排練。 

d. 展旗：知道展旗的意義、程序及參與幼童軍團展旗儀式。 

e. 宣誓：知道宣誓的意義，參與宣誓儀式的排練。 

f.  制服：知道幼童軍制服的正確式樣及各種徽章的正確縫製位置。 

g. 誓詞、規律和銘言： 

(i) 知道幼童軍誓詞和規律的意義。 

(ii)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誓詞和規律。 

(iii) 知道童軍銘言及其意義。 

9. 童軍家庭章 

童軍家庭章分為四個階段，在獲得幼童軍每一階段的獎章前，必須完成這個

部分。 

      童軍家庭章（第一段︰紅色） 

      a. 了解童軍運動的起源。 

(i) 貝登堡在白浪島與青少年的第一次實驗露營。 

(ii) 童軍運動於 1907 年開始。 

(iii) 貝登堡把實驗營的經驗寫成了《童子警探》。 

(iv) 幼童軍起初名為小狼隊。 

(v)  幼童軍活動於 1916 年開始。 

(vi) 貝登堡的太太開展了女童軍運動。 

 

b. 認識童軍大家庭。 

(i) 香港童軍運動共有 5 個支部。 

(ii) 小童軍、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 

(iii) 當中和幼童軍支部關係最密切的是小童軍支部和童軍支部。 

(iv) 除了幼童軍領袖外，家長、其他團領袖、旅長、旅務委員會等，

都在協助及支持本幼童軍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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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進度性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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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獎章  

幼童軍獎章乃幼童軍的基本課程，幼童軍應在宣

誓後六個月內考獲此章，所有內容均為必修項目。 

完成下列各項： 

 
1. 追蹤 

目的：初嘗傳統童軍活動，透過參與追蹤活動，

體驗群體生活之樂趣。 

a..跟隨一些追蹤符號作一次追蹤。                                                                              

b..安排一些追蹤符號，讓其他的幼童軍跟隨。                                                        

c..繪製一個追蹤符號的圖表或製作一個追蹤符號的模型。 

2. 繩結 

目的：學習基本繩結及其用途，以作為日後進階課程的基礎，讓幼童軍在日

常生活中安全並正確使用繩結。 

a..懂得自己綁鞋帶。 

b..知道平結的結法及其用途。 

 

3. 郊野守則 

目的：明白在郊外進行活動時應有的態度及守則，並提升愛護大自然的意識。 

a..遵守漁農自然護理署擬定的郊區守則。 

b..實踐童軍活動的郊野守則。 

c..宣揚遵守郊野守則的重要性。 

 

4. 日行一善 

目的：鼓勵幼童軍在日常生活中行善，實踐幼童軍規律。 

製作一本「善行紀錄冊」，記錄一週內做過的善行。 

 

5. 護理和救傷 

目的：認識向成年人求助的方法和重要性，訓練幼童軍遇意外時冷靜求助，

並學習處理小傷口，作為日後進階課程的基礎。 

a. 知道簡單的護理和救傷常識，包括清理和包紮小傷口。 

b. 向成年人求助。 

 

6. 誓詞規律 

目的：重溫誓詞和規律，鼓勵幼童軍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誓詞和規律。 

向領袖闡述他／她在日常生活中所實踐誓詞和規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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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童軍家庭（第二段︰黃色） 

目的：認識香港童軍運動及參與其他童軍單位舉辦的活動。 

a..參與一次旅、區、地域或總會舉辦的活動，或與其他幼童軍   

a..團聯合舉辦的活動。 

b..認識童軍大家庭 

認識香港童軍的 5 個支部，簡介各支部它們所接納的成員之

不同及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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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歷奇章  

幼童軍應在完成幼童軍獎章後一年內完成這部份課程。 

除了部份項目為必修外，其餘可因應幼童軍的能力及興趣，

在各範疇選擇一至兩項完成。如果幼童軍希望接受挑戰，

也可以選取較多的項目學習。 

完成下列各項： 

 

1. 戶外活動（除繩結必修外，其餘最少完成兩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多參與戶外活動，體驗戶外活動的樂

趣，並學習相關技能。 

a. 簡單地圖閱讀   

(i) 認識八種圖例，並在地圖中找出那些圖例。 

(ii) 在地圖上找出一些圖例，然後在畫冊上繪出（或貼上照片）那圖例代

表的東西。 

 

b. 戶外烹飪 

(i) 在燒烤爐（或自己搭建的爐火）上烹飪一些簡單的食物。 

(ii) 利用一個鋁製飯鍋，用水煮熟一組食物。 

(iii) 利用錫紙包好一組食物，放在爐下煨熟。 

 

c. 繩結（必修） 

認識其方法及其用途。 

(i) 接繩結 Sheet Bend 

(ii) 繫木結 Round-Turn and Two Half Hitches 

 
  d. 指南針認識 

(i) 說出某些建築物或特定物件的位置。 

(ii) 利用指南針指出八個方位。 

 

  e. 遠足 

(i) 了解遠足前要做的準備工作。 

(ii) 在領袖或其他成年人陪同下完成一段自然教育徑或家樂徑。 

 

   f. 小型先鋒工程  

(i) 能夠利用幼棉繩、塑膠帶及木條或小竹枝紮作小型先鋒工程。 

 

   g. 露營或度假營（必須在露營或度假營中選取一項或兩項均參與） 

(i) 認識收拾背囊的方法，並自行收拾背囊。 

(ii) 參與一次露營或度假營。 

(iii) 能遵守營地的規則，並能在活動中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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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與愛好  

目的：培育幼童軍參與活動時的正確態度，領袖在集會中觀察幼童軍的表現，

以為其評核。 

於團內發揮「體育精神」及「團隊精神」。  

 
3. 幫助他人（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培養幼童軍關心別人的態度，提升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別人的能力和意

識，以達致誓詞中「對別人  要幫助」的生活實踐。 

a. 護理傷者 

(i) 尋求成年人幫助。 

(ii) 知道如何處理： 

  流鼻血 

  割傷或擦傷 

  燒傷或燙傷 

 

b. 水上安全知識 

(i) 知道基本的水上安全守則。 

(ii) 向他人推廣水上安全規則。 

 

c. 家居安全 

(i) 知曉家裏甚麼地方及東西容易發生危險。 

(ii) 推廣家居安全規則。 

 

d. 特別的善行 

d. 把特別的善行記錄在筆記冊上，並向領袖講述經過。 

 

e. 協助領袖 

d. 協助領袖處理團務。 

 

4. 照顧自己（必需完成所有項目） 

目的：培養幼童軍照顧自己的習慣和責任感，並提升其生活中的安全意識。 

a. 在日常生活中能照顧自己。 

b. 遵守道路安全守則。 

5. 科學與大自然（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世界，透過科學方法感受及探究大自然。 

a. 小實驗 

    進行以下小實驗，並闡述其原理。 

(i) 聲音的傳播 

(ii) 物體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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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星空 

 知曉如何尋找出香港常見的星座及了解其故事。 

 

c. 園藝 

 種植一種植物，製作一本紀錄簿，詳細記錄其生長過程及照顧方法，並進   

 行匯報。 

 

d. 天氣 

 製作一個兩週的天氣紀錄表，記錄兩週的天氣概況，包括最高及最低溫度、   

 晴、陰、雨等。 

 

e. 自然世界 

 利用實物或圖片展示一些自然生態現象。 

 

6. 創意天地（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發揮幼童軍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幼童軍可透過表演、繪畫、勞作、演

說、文字寫作、媒體製作等方法進行。除以下建議的項目外，幼童軍也可以

其他有創意的方式進行此範疇的考驗。 

a. 戲劇表演  

演出一個戲劇表演。 

 

b. 音樂 

 唱一首歌或演奏一種樂器。 

 

c. 對神明盡責任  

在童軍崇拜會中擔任其中的一些工作。 

 

d. 小記者  

訪問一位人士並作出口頭報告，或報道一件事件。 

 

e. 美術  

繪畫一幅有主題的圖畫、一段漫畫或卡通（不少於四幅），以表達一個簡

短的故事。 

f. 魔術  

f. 利用道具表演一個魔術。 

g. 攝影  

拍攝一套有連貫性及主題性之相片或三分鐘的短片，並加以說明。 

 

h. 手工藝  

製作一模型或有用的小用具。 

g. 其他創意  

任何領袖同意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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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的社區（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社區，踏出社區，發掘其有趣的一面。 

a..社區資料：說出社區的位置、環境、歷史、名勝古蹟等，並找出一些能代

a..表該社區的東西或圖片。 

b..社區調查︰調查該社區的資料，並作出一圖文並茂的報告。 

c..社區漫遊︰參觀該社區內一些設施或機構，並作出報告。 

d..認識社區人物︰認識及訪問服務於該社區中的一些人物，並作出一訪問報

d..告，描述其工作及對社區的貢獻。 

 

8. 國家與文化（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國家和香港的歷史和文化。 

a..認識中國的風俗和傳統  

製作一本剪貼簿，介紹以下內容，並進行匯報。 

(i)  中國的傳統節日、風俗的起源；及 

(ii) 中國的工藝品，包括其特徵、製造過程及歷史。 

 

b..認識國旗及國徽、區旗及區徽 

認識中國國旗及國徽；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並說出它們的

意義。 

 

c..慈善團體  

認識香港的慈善團體，簡單說出其歷史和工作。 

 

9. 誓詞規律  

目的：重溫誓詞和規律，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履行承諾。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幼童軍誓詞和規律。  

10. 童軍家庭章（第三段：藍色）  

目的：認識童軍支部制服和活動及參與非幼童軍支部的活動。 

a..認識童軍團的活動及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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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幼童軍應在完成幼童軍歷奇章後一年半內完成這部份課

程。 

除了部份項目為必修外，其餘可因應幼童軍的能力及興

趣，在各範疇選擇一至兩項完成。如果幼童軍希望接受

挑戰，也可以選取較多的項目學習。 

完成下列各項： 

 

1. 戶外活動（除繩結必修外，其餘最少完成兩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多參與戶外活動，體驗戶外活動的樂趣，並學習相關技能。

同時，此範疇鼓勵幼童軍繼續以歷奇章相類的項目進行考驗，深化學習內容，

以達致螺旋式學習之效果。 

a. 讀圖 

(i) 認識圖例；及 

(ii) 認識比例；及 

(iii) 利用一個香港的標準地圖設計一段旅程。 

  

b. 生火 

用炭生火，並烹煮食物。 

c. 繩結 

    認識下列繩結紮作方法及其用途。 

(i) 雙套結 Clove Hitch 

(ii) 稱人結 Bowline 

 

d. 指南針  

利用地圖及西維氏 (Silva-type) 指南針指出前進方向或地標的方位。 

e. 遠足  

和領袖一起計劃及進行遠足活動。 

f. 建造遮蔽物  

f..利用一些物料，建造一個遮蔽物。 

g. 露營  

g. 在領袖帶領下參與一次戶外露營，並在營幕中渡過一晚。 

h. 營地建設  

紮作一些營地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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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與愛好  

目的：鼓勵幼童軍培養良好的興趣，透過參與運動或喜歡的活動，促進健康

愉快的生活，並從而認識自我，提升自信和自尊感。 

a..選擇最少兩項運動或愛好。其中一項必須是幼童軍現有的愛好或常作的運

a..動，並匯報該愛好或運動的好處及特點。  

b..嘗試找另一項新的運動及愛好，並作出紀錄。  

 

3. 幫助他人（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培養幼童軍關心別人的態度，提升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別人的能力和意

識，以達致誓詞中「對別人 要幫助」的生活實踐。 

a. 救傷 

(i) 認識直接壓法止血；及 

(ii) 了解使用三角巾的方法。 

 

b. 水上安全 

(i) 在一個模擬的環境下，示範拯救掉進水中的人的技巧；及 

(ii) 知道向成年人求助的重要性。 

 

c. 家居安全 

(i) 知道怎樣防止罪案及家居意外發生的處理方法；及 

(ii) 了解發生火警時的處理方法。 

 

d. 特別善行  

 在小隊或團中進行一次善行。 

 

e. 協助團長及領袖  

在團中協助團長或領袖處理團務最少四星期。 

 

4. 照顧自己（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培養幼童軍的健康生活習慣，並提升其生活中的安全意識。 

 

a..保持身體健康 

知道個人衞生的重要，並養成良好習慣。 

b..保持身體良好狀態  

知道如何保持身體良好的狀態，避免進食一些會損害你身體健康的食物。 

   c..有益的食物  

c..製作一本紀錄簿，以記錄一週內早午晚的餐單，看看那些食物是否能夠提 

c..供均衡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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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道路安全  

(i) 認識一些輔助行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設施和交通標誌；及 

(ii) 知曉踏單車的安全守則；及 

(iii) 知曉乘客的安全守則。 

 

5. 科學與大自然（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世界，透過不同的活動認識科學原則和大自然。 

 

a. 天氣站 

 設立一個最少有三種不同的測量天氣儀器的天氣站，並用以記錄最少兩週

的天氣概況。 

 

b. 小維修 

(i) 協助及觀察成年人維修一些家居用品；及 

(ii) 知道如何善用家中物件，減少損壞的機會 。 

 

c. 模型製作  

製作一個有活動部份的模型，並進行匯報。 

 

d. 科技器材 

知道怎樣使用一種科技器材，並進行匯報。  

f. 保護環境  

f. 設計及參與一個以「保護環境」為主題的活動，並呈交一個圖文並茂的書

面報告。本活動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 

g. 保護野生動物  

製作一本介紹瀕臨絕種動物的小冊子。 

h. 綠田園  

參與耕作活動，並注意不能用污染環境的肥料。 

 

6. 創意天地（最少完成一項，選擇的項目需與在幼童軍歷奇章不同）  

目的：發揮幼童軍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幼童軍可透過表演、繪畫、勞作、演

說、文字寫作、媒體製作等方法進行。除以下項目外，幼童軍也可以其他有

創意的方式進行此範疇的考驗。此範疇鼓勵幼童軍作出多方面的嘗試，因此

期望幼童軍選以與歷奇章所選不同的項目進行考驗。 

a..戲劇表演  

a..演出一個戲劇表演。 

 

b..音樂 

 唱一首歌或演奏一種樂器。 

 

c. 對神明盡責任  

在童軍崇拜會中擔任其中的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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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記者 

訪問一位人士並作出口頭報告；或報道一件事件。 

 

e. 美術  

試畫一幅有主題的圖畫或一段漫畫或卡通（不少於四幅）， 表達一個簡 

短的故事。 

 

f. 魔術  

f. 利用道具表演一個魔術。 

 

g. 攝影  

拍攝一套有連貫性及主題性之相片或三分鐘的短片，並加以說明。 

 

h. 手工藝  

製作一模型或有用的小用具。 

 

i..其他創意  

任何領袖同意的意念。 

 

7. 我們的社區（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社區，發掘改善社區的方法，並身體力行服務社區。 

a. 改善社區 

(i) 參與發展及改善社區的活動。 

(ii) 設計一個類似活動，並詳細說明計劃。 

 

b. 小義工  

           參與一次社區團體的義工服務。 

 

8. 國家與文化（最少完成一項）  

目的：鼓勵幼童軍認識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及其文化，透過參與活動或搜集資

料，探討世界各地的文化，或進行交流。 

a. 國際交流 

(i) 參與一次活動，以認識其化國家的文化及風俗；或 

(ii) 參與一次國際童軍活動。 

 

b. 國際組織  

搜集最少兩個國際組織的資料，該些國際組織必須是無分種族、國界地幫

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匯報其工作及支持該組織的方法。 

 

c. 其他國家的文化  

製作一本資料冊，以展示一些和中國文化不同的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包括

其傳統、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服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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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誓詞規律 （必須完成此項目）  

目的：重溫誓詞和規律，反省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履行承諾。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幼童軍誓詞和規律作一個紀錄簿，記錄實踐誓詞和規律的

事。 

10. 童軍家庭章（第四段：綠色）（必須全部完成）  

目的：知悉童軍支部的小隊和獎章制度及參與童軍支部活動。 

a. 知道童軍團小隊制度及其如何運作 

   a. 列出其中三項幼童軍的小隊和童軍的小隊有何不同之處。 

b. 知道童軍團的獎章制度 

了解童軍團的獎章和幼童軍團的獎章的不同之處。 

 

      c. 參與一次童軍團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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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挑戰性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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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獎章  

金紫荊獎章獎章是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獎章，成員可因應個人興

趣自由參與。 

在開始進行金紫荊獎章的課程時，幼童軍必須年滿九歲半及已完

成幼童軍歷奇章。 

完成下列各項： 

1. 戶外挑戰（選修其中三項，露營為必修項目） 

幼童軍必須在完成「幼童軍高級歷奇章」內的「戶外活動」部份後，方可進

行此考驗。 

a..露營（必修） 

以幼童軍身份在不少於兩晚的露營中完成以下項目，可選擇一個三日兩夜

或兩個兩日一夜的露營進行考核。 
 

幼童軍於露營考驗中完成的項目： 

(i) 收拾一個週末露營的裝備。 

(ii) 協助架搭及拆卸一個營幕。 

(iii) 在營地中怎樣處理及保養一個已搭建之營幕。 

(iv) 架設一個簡單的營地紮作。 

(v) 在營地協助烹調、分發及善後一次膳食。 

(vi) 懂得露營的基本衞生常識及安全守則。 

(vii) 協助清理露營後的場地。 

 
b. 遠足 

幼童軍必須以小組形式進行遠足考驗，並於遠足後以個人形式完成與主題

相關的遠足分享。事前必須和領袖詳細商討遠足行程及事工，活動必須和

領袖同行，但領袖只是沿途擔任指導的角色，在特殊情況下可提供支援，

大部份時間應該由他們自行完成這次具挑戰性的任務。 

 

幼童軍於一項遠足活動中完成以下項目： 

(i) 商討一個學習的主題。  

(ii) 懂得收拾一套戶外活動用的裝備。  

(iii) 運用指南針及地圖完成一次最少六公里的遠足。  

(iv) 實踐郊野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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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簡單先鋒工程 

完成以下項目： 

(i) 以竹枝搭建及天然物資輔助下，製作一個簡單天幕，以作臨時遮

蔽物使用。如果無法得到樹葉或乾草作天幕，為免破壞大自然，

也可以利用代用品，例如雨衣、舖地用的膠布等，但支架必須自

己用竹枝搭建。 

(ii) 在領袖面前，完成下列各繩結：  

  8 字編結 Figure-of-Eight Lashing 

  四方編結 Square Lashing 

  十字編結 Diagonal Lashing 

(iii) 利用上述編結紮作一個簡單先鋒工程，例如戰車架、砲彈架等。

領袖不應要求幼童軍紮作一些用於攀爬、橫越或支持重物用的紮

作。 

 
d. 原野烹飪 

幼童軍在領袖的指導下，在一個合適的場地進行生火及原野烹飪，過程中

不應利用任何爐具或煮食器皿進行這次活動。 

幼童軍於一項原野烹飪活動中完成以下項目： 
(i) 示範如何架搭一個炭架。 

(ii) 嘗試在安全情況下自行生火。 
(iii) 在不利用煮食器皿的情況下煮出一份可供自己享用的早／午／晚

餐。 
(iv) 運用三款不同方式烹調食物，以下是一些可以進行的原野烹飪建

議： 
  用鐵網和竹枝，燒烤一些肉類。 
  用錫紙包好一些簡單食物，放在爐火上燒烤或爐下煨。 
  用洋蔥或蕃茄，把中心挖空，放進雞蛋，然後包上錫紙，放在鐵

網上烤熟。 

 
2. 歷險挑戰（最少完成三項） 

幼童軍必須在「甲部」及「乙部」各選取最少一個項目。 

甲部 

a..黑夜歷程 

考驗的路程應由領袖計劃及指引下進行，所選的路徑必須是容易走的，不

可選擇渡過河溪、攀越石塊等帶有危險性的地方。幼童軍必須帶備基本裝

備進行活動。領袖可在隊伍的前後監察，在必要時提供指示和支援。 

 

完成以下項目： 

(i) 明瞭黑夜活動的安全守則及其裝備。  

(ii) 在不多於二人一組的情況下完成歷程。  

(iii) 完成不少於兩公里的黑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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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運動攀登 

          幼童軍須在設有運動攀登設備之人工牆，在專業教練的指導及領袖的下進

行考驗。 

 

完成以下項目： 
(i) 明瞭運動攀登的基本安全措施及其裝備。 
(ii) 完成最少兩次運動攀登活動。 

 
c. 兒童繩網陣 

幼童軍須在專業教練的指導及領袖的監察下進行考驗。 

 

完成以下項目： 

(i) 明瞭兒童繩網陣的安全守則。  

(ii) 完成最少三個不同的關次。 

 

乙部 

幼童軍須於金紫荊獎章考核期間內，最少考獲下列其中一個活動徽章，如幼

童軍在開展金紫荊獎章考驗前已經考取上述部份活動徽章，則須考取其他活

動徽章或三級制章中更高的級別作其金紫荊獎章考驗 

 

一級制章 三級制章 

單車章 游泳章  

探險章 公園定向章  

讀圖章 田徑章  

風帆章 獨木舟章 

水手章 射箭章  

 體適能章 

 
3. 領導才能 

      幼童軍必須在領袖領導下完成一項活動，在過程中擔當一定的角色，參與事

前準備、帶領過程及檢討，並分享感想。 

 

       a. 幼童軍須參與的環節包括： 

(i) 活動的事前準備。 

(ii) 活動過程的帶領。 

(iii) 活動後檢討及分享感想。 

 

       b. 幼童軍可在下列活動中選擇其中一項，在過程中擔當一定的角色。 

(i) 協助團活動 

以幼童軍身份與其他較年長之幼童軍帶領一次團活動，並擔任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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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ii) 小童軍團活動助手 

協助小童軍活動或擔任領袖助手，教導一些簡單童軍技巧、帶領小童

軍們進行一個遊戲或在小童軍團戶外活動協助領袖照顧小童軍。  

(iii) 主持童軍崇拜會 

在童軍崇拜會中擔任主持的角色。 

(iv) 領導小組工作 

在一次需要小組組合之幼童軍活動中擔任領導角色，分配各組員工作

並隨時協助其他成員完成這次活動。 

 
4. 服務與分享 

幼童軍必須在領袖領導下完成一項服務，作為期不少於八次及總時數不少於

八小時之持續服務。服務完成後，幼童軍需要作不少於三分鐘之短講以作分

享。 （如所選的項目由老師或教練推薦，需提供有關學校或機構證明。） 

 
 a. 分享內容包括： 

(i) 服務目的和對象 

(ii) 服務之心得 

(iii) 當中難忘經歷 

       
 b. 幼童軍可在下列服務中選擇其中一項： 

(i) 小老師 

在學校內協助年紀較小的同學溫習功課。 

(ii) 小教練員 

在幼童軍團集會及活動中，協助領袖教導年紀較小的幼童軍童

軍技能或活動，並指導他們完成這些項目的考驗程序。  

(iii) 隊長／副隊長 

擔任幼童軍隊長或副隊長一職， 並有出色的領導表現。  

(iv) 班長／風紀生 

在校內擔任班長、或風紀生（或其他相關之服務工作）。  

(v) 球隊隊長 

擔任球隊隊長、或其他隊制活動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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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活動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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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動物章 

 
目的： 

提升幼童軍對愛護動物的意識，提倡善待動物、了解

動物的需要及學習尊重生命。 

 
要求： 

1. 向領袖講述動物的需要及如何選擇合適的寵物。 

2. 明瞭飼養寵物的責任。 

3. 認識一種寵物的生命週期、生活習性、常見疾病、棲息地及生存的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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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章  （三級制度章） 

 
目的： 

讓幼童軍初步理解及學習射箭知識，以啟發及培養其興趣。 

  
要求： 

此章包含知識、訓練和實射三部份。 

1. 知識（擬考取較高一級時，無須再考） 

       a.  認識弓之主要部份的名稱； 

       b.  認識常用之射箭輔助工具的名稱； 

       c.  懂得五色十環靶面之計分方法。 

2. 訓練（擬考取較高一級時，仍須重新完成下列四點） 

       a.  明白並能遵守射箭的安全規則； 

       b.  示範正確的射箭基本姿勢； 

       c.  懂得記錄積分； 

       d.  不少於 8 小時訓練。 

3. 實射 

 
 
備註： 

❖ 初級（紅色）；中級（黃色）；高級（綠色）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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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展現創意及發展多元化的美術技巧。 

  
要求： 

選擇下列其中三種不同的藝術媒介，分別製作一件藝

術作品，展現美術技巧或想像力，然後向領袖闡述意

念以及所運用的技巧。 

1. 繪畫 

2. 雕塑 

3. 手工藝 

4. 版畫 

5. 數碼藝術 

6. 其他（需取得領袖同意後，以其他藝術媒介製作一件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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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章   

 
目的： 

幼童軍透過認識香港常見的天象，及學習相關觀測的

安全事項，引發其對夜空探索的興趣，及明瞭星空保

育的重要性。 

  
要求： 

1. 認識黃道十二星座的名稱及主要特徵。 

2. 認識月相、日食和月食。 

3. 認識太陽系中各個行星的名稱及主要特徵。 

4. 明瞭觀星禮儀及光污染對觀星的影響。 

5. 製作針孔投影儀安全觀測太陽。 

6. 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a. 參加一次晚間戶外觀星活動，觀看月球或光亮的星星，例如：金星、木

星、北斗七星、夏季大三角和冬季大三角等； 

b. 參觀香港太空館。 

 

注意事項： 

❖ 於太陽觀測時，請注意保護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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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章 （三級制度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參與田徑活動，了解相關安全知識，並能

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必須是完成所有四個項目。初級及格者需獲得 22 分；

中級需獲得 28 分；高級需獲得 34 分。 

 

 
 
備註： 

❖ 初級（紅色）；中級（黃色）；高級（綠色）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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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閱讀風氣及習慣，認識如何使用工具書和

知曉怎樣在圖書館尋找書籍。 

  
要求： 

1. 列出最近閱讀過之書本名單及作者姓名，對領袖

講述其中三本書之內容。 

該三本書應由幼童軍自己選出，其中最少包括一本故事書及一本寫實的書籍。

此三本書深淺程度應視乎該幼童軍之年齡及學歷等而定。（可參考教育局閱

讀獎勵計劃所訂之標準） 

2. 知曉如何保護及儲存書籍。 

3. 知曉如何運用中英文字典及地圖集或街道圖。 

4. 向領袖解釋圖書館內的書籍如何陳列安放，及如何找出一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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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章 

 
目的： 

透過露營的體驗，讓幼童軍學習自理能力，認識露

營的知識及合作精神。 

  
要求： 

1. 參與兩次戶外露營； 

2. 準備露營的裝備； 

3. 協助架搭及拆卸一個營幕； 

4. 懂得在營地中處理及保養一個已架搭之營幕； 

5. 架設一個簡單的營地紮作； 

6. 在營地協助烹調、分發及善後一次家常膳食； 

7. 懂得露營的基本衞生常識及安全守則； 

8. 協助清理露營後的場地。 

  
注意事項： 

 每次露營的時間不少於兩日一夜。 

 露營地點建議選擇有營職員及有建築物的營地。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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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章 （三級制度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參與獨木舟活動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初級（一星章） 

1.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2. 考獲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海馬章或同等資歷。 

 

 

中級（二星章） 

1.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2. 考獲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海豹章或同等資歷。 

 

高級（三星章） 

1.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2. 考獲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海象章或同等資歷。 

 
備註： 

❖ 上述各級星章之課程均以該項運動之所屬總會所頒佈的

最新課程為依歸。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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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章  

 
目的： 

讓幼童軍透過搜集過程，思考搜集物件的意義，學

習儲存、分類與保養的技巧。 

 
要求： 

1. 在領袖同意下選定一種物件並與領袖討論搜集這

種物件的計劃。幼童軍應向領袖申述選擇這種物

件的理由和如何搜集及保存這些物件。 

2. 以最少四個月時間去搜集上述物件，並整齊、有系統地將之整理。如該幼童

軍已開始搜集該項物件，則應在完成第 1 項後繼續搜集該項物件達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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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章 

 
目的： 

讓幼童軍學習電腦知識及使用技巧，了解知識產權及

誠實使用電腦的重要性。 

 
要求： 

1. 認識電腦系統所包含的各類裝置，並能附以一個簡

圖說明，包括：電腦主機、硬碟以及常用的輸入及

輸出裝置等。 

2. 能將 USB 記憶體或記憶卡格式化。 

3. 能將檔案在 USB 記憶體或記憶卡中儲存、剪下、複製、貼上及刪除。 

4. 明瞭雲端儲存的簡單運作原理，以及其好處和壞處。 

5. 利用軟件，完成下列其中兩項： 

a. 製作一件多媒體作品；或 

b. 用中文或英文，為旅團編寫一則 A4 尺寸的通告或告示，當中應包括文字及

圖案；或 

c. 製作最少 5 張投影片，介紹自己或旅團。 

5. 懂得利用電郵，並將第 5 項的檔案附夾於電郵當中，傳送給領袖。 

6. 明瞭尊重知識產權及誠實使用電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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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對烹飪的興趣，了解煮食計劃、正確技

巧及健康地進行飲食。 

 
要求： 

1. 與領袖討論兩種不同烹飪方法的優缺點，並討

論均衡飲食習慣的重要。 

2. 預備一份足夠兩人食用的膳食，包括計劃餐單、烹調、餐桌安排、上菜與

及清理餐桌。餐單可以是中式或西式的，菜式必先與領袖商討及獲得主考

同意。 

a. 中式︰ 兩餸一湯及白飯。菜式應盡量包括蔬菜及肉類（素食者例外）；

可以利用電飯鍋煮白飯。 

b. 西式︰包括餐湯、主菜及甜品。主菜必須包括肉類及伴以蔬菜，也可以

是西式飯類或意大利粉。 

3. 預備一些熱飲品及小食，作為下午茶或輕便午餐。 

4. 知道及能向領袖解釋廚房及煮食的安全措施及衞生守則。 

 

注意事項： 

❖ 不論是中式或西式餐單，所有菜式皆不能純以市面可購買到的預製食品

完成，但可以使用這些預製食品作為其中之烹調食材。 

❖ 如使用利器需注意使用及清潔時之安全。 

❖ 請參閱「使用爐具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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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章  

 
目的： 

讓幼童軍了解騎單車前的準備事項，掌握騎單車的

基本知識以策安全，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1. 擁有或時常使用一輛大小適合之單車。 

2. 能正確地上車及下車。 

3. 能保持單車整潔及上油，並能替輪胎打氣。 

4. 明瞭保持單車性能良好的重要性並履行之。 

5. 明瞭停放單車時上鎖的重要性。 

6. 知曉及協助修補輪胎。 

7. 在領袖觀察下，駕單車完成一指定之短路程，以顯示能正確運用刊載於交

通規則內之手號和守則（該路程在可能範圍內，應包括有一個十字路口，

行人橫過馬路處，右轉及迴旋處）。 

 
注意事項： 

 幼童軍考取此章前應已懂得騎乘雙輪的單車。 

 幼童軍騎單車時必須戴上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41 

共融章  

 
目的： 

讓幼童軍學習認識及如何接納和關懷社會上的弱能

人士，與其融洽共處並理解他們的特質及需求。 

 
要求： 

1. 認識以下一種弱能人士的類別及其特質︰ 

a..弱智     

b. 弱聽／失聰     

c. 弱視／失明 

d. 身體弱能    

e. 自閉症 

2. 簡介特能童軍活動。 

3. 必須參與一次傷健旅團聯合活動／參與一次弱能人士服務活動，並作簡單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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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章  

 
目的： 

讓幼童軍策劃及表演節目，並從中學習與人溝通及合

作。 

  
要求： 

從下列三組中每組各選擇一項︰ 

 
甲組︰ 

1. 編排及演出一套戲劇。 

2. 領袖指導下，擔任一戲劇演出時之幕後工作。 

 

乙組︰ 

1.     組織一群兒童唱一首歌。 

2.     領導幼童軍團跳土風舞。 

3.     製作一簡單樂器並利用之伴奏一首歌曲。 

 

丙組︰ 

1.     演唱兩首民歌。 

2.     表演三種惹笑的動作。 

3.     講一個最少達五分鐘的故事。 

4.     用一種樂器奏一首簡單歌曲。 

5.     耍一連串（三個以上）雜技或魔術。 

 
註︰ 如在事前取得領袖同意，可做其他水準相同娛樂性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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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章  

 
目的： 

讓幼童軍了解野外旅程前的準備及需關注事項，並明

瞭戶外基本求生技能。 

  

要求： 

1. 向領袖講解一日郊外旅行前所需要之準備工作，

包括旅行費用、適當之服裝、鞋襪、救傷用品及

食物等。 

2. 參加兩次幼童軍之旅行，其中一次必須是完全在

戶外舉行的。 

3. 蓋搭一個簡單的遮蔽上蓋。 

4. 在戶外生火，然後利用它來弄一種熱食品。 

5. 根據領袖之指示前往二公里外之一處地方。該地點可在郊外或市區（用方

位指示或地上標誌或同時使用上述各項之方法）。 

 

注意事項： 

 進行第 4 項事工時，需留意戶外生火時之安全，離開時更需確保火種經

已熄滅。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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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章 

 
目的： 

讓幼童軍明白急救的目的及原則、求助的程序、並知

曉日常生活中導致意外的因素，及簡單處理方法。 

 
要求： 

1. 明瞭急救的原則，能講出日常生活中和戶外活動

時的危險因素，以及進行急救前的首要工作，如

向成年人求助及報警。 

2. 認識輕微／嚴重出血及有異物傷口的處理方法，示範進行傷口處理前的程

序。 

3. 認識燒傷與燙傷的成因、預防方法及知曉其簡單處理方法。 

4. 認識昏厥的徵狀及知曉其簡單處理方法。 

5. 認識扭傷的徵狀及知曉其簡單處理方法。 

6. 完成「幼童軍急救章手冊」內第一至第五課的討論及溫習項目。 

7. 能列舉出個人藥囊的各項應用物品。 

8. 示範三角繃帶的兩種紮法︰大手掛及三角手掛。 

 

注意事項： 

 需確保幼童軍正確使用急救用品。 

 請參閱本會出版的《幼童軍急救章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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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章（三級制度章） 

 
目的： 

讓幼童軍認識體操運動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初級（紅色） 

1. 前滾翻； 

2. 手倒立（靠牆）； 

3. 分腿騰越（越過同伴或木馬）； 

4. 正握低單槓懸垂，收腹穿腿成反臂懸垂（1.2 米）；

或 

5. 平衡木︰在一端上木，在木上完成兩個平衡動作及兩

個轉體動作，在另一端下木。 

 

中級（黃色） 

1. 魚躍前滾翻越過障礙物（0.6 米）； 

2. 側手翻； 

3. 由單掛膝懸垂開始，勾單膝上成騎撐（低單槓 1.2 

米）；或 

4. 分腿騰越（木馬／木箱高 1 米）。 

 

高級（綠色） 

1. 頭手翻； 

2. 連續兩次側手翻（必須在一直線上）； 

3. 低槓腹迴環上（1.2 米）；或 

4. 分腿騰越（木馬／木箱高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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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章 

 
目的： 

讓幼童軍認識如何運用及保養家居中常見的工具。 

  
要求： 

1. 示範各工具的使用及保養方法，包括鎚子、鋸子、

螺絲批、士巴拿、鉗子。 

2. 使用上述最少一項工具，在領袖認許下，以一種

手藝方式設計及製造一件在家庭或團部有用的物品，並介紹此物品的用途

及保養方法。 

 

注意事項： 

❖ 需注意幼童軍是否正確使用工具及相關保護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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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分擔家務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1. 煎煙肉或香腸，煮蛋和煮飯。 

2. 佈置飯桌及懂得進膳時之禮貌（此項可與第一

項同時進行）。 

3. 洗碗碟並知道怎樣處理用過之鍋鑊、刀叉、筷

子、玻璃器皿等。 

4. 洗及熨旅巾。 

5. 在制服上縫上一個徽章或鈕扣。 

6. 整理睡床。 

7. 清潔門窗、銀器或銅器。 

8. 清潔及整理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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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探索香港歷史，讓他們了解本地的人和事。 

 
要求： 

1. 在與領袖商討後以下列任何一個主題製作一本剪貼簿

或一個互聯網站︰ 

a..一名本港歷史名人的事蹟。  

b..一個香港的古舊建築。  

c..一件香港歷史大事。 

d..其他經領袖同意且對本港具相當歷史意義的題目。  

2. 選取三個香港的法定古蹟，並為此等古蹟各設計一幅海報以介紹其背景及

參觀方法。  

3. 參觀其中一間由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教育 機構、非牟利組織或私營機構

所管理的博物館（事前需取得團長同意），並進行匯報。  

4. 向團員介紹一條香港街道或一個香港地區名稱的命名背景和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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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章 

 
目的： 

讓幼童軍學習及知曉相關的繩結用途。 

 
要求： 

1. 在領袖面前，完成下列各繩結及說出其用途： 

a..平結 Reef Knot 

b. 接繩結 Sheet Bend 

c. 繫木結 Round-Turn and Two Half Hitches 

d. 稱人結 Bowline 

e. 雙套結 Clove Hitch 

f. 曳木結 Timber Hitch 

g..8 字編結 Figure-of-Eight Lashing 

h. 四方編結 Square Lashing 

i.  十字編結 Diagonal Lashing 

2.    利用上述所學繩結，以小組合作形式完成下列其中兩項小型紮作： 

a..旗杆架 

b. 衣鞋架 

c. 戰車架 

d. 羅馬炮架 

 

注意事項： 

 應先讓幼童軍了解各類繩結的用途及打繩結時安全事項。 

 以上繩結應以香港童軍總會訓練署童軍技能評審局內繩結綁法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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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非母語表達能力。 

 
要求： 

除了母語之外，用任何一種語言去完成下列各項︰ 

1. 正確指出鄰近一帶之商店、警署、郵局、教堂、

油站、酒店的所在地點。 

2. 回答居所／學校／旅部附近之公共交通服務情況的簡單問題。 

3. 解釋「單程路」、「路不通行」、交通燈號及單程票等意思。 

4. 說出一星期七天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並懂得日期的說法。 

5. 指出鄰近的公眾免費上網地點及說明如何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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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圖章 

 
目的： 

讓幼童軍學習基本閱讀地圖的技巧。 
 

要求： 

1. 能在地圖或街道圖上指出團部及居所的位置，知

曉該圖的主要圖例，解釋自選的名勝地點在地圖

上如何表示。 

2. 製作一個合比例之 250 米小模型，該模型應能顯示相距 50 米的等高線。 

3. 明瞭上述第 1、2 點，以便能夠形容出由領袖在一幅地圖上所指的一條

5,000 米長的路上會見到的事物。 

4. 正確把一張地圖較正位置，及知曉如何使用指南針。 

 

備註： 

 建議採用由地政總署測繪處所出版之 1:20,000 地圖。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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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對音樂的興趣，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1. 能清楚辨認五線譜上的音名，並能解釋六種基本

的音樂術語。包括高音譜號、低音譜號、休止符、

音符等。 

2. 唱出或演奏兩首自選不同風格的歌曲。 

3. 完成下列任何兩項︰ 

a..即時視奏或視唱由領袖指定的一段樂曲； 

b. 正確辨識樂器的結構部份； 

c. 知道如何保養你的樂器或聲線； 

d. 以拍掌方式完成三段由領袖準備的樂章節奏； 

e. 細聽兩段指定樂曲，指出演奏者所採用的樂器； 

f. 認識任何一個歌劇或芭蕾舞或民謠歌曲的故事背景； 

g. 創作出一段六至八個小節的音樂； 

h. 為一段音樂譜上新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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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定向章（三級制度章） 

 
目的： 

透過認識公園定向活動，提高幼童軍對定向運動之認識

及興趣，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必需依次序完成初級、中級及高級章內各個項目。 

 
初級（紅色） 

在完成公園定向訓練課程及參與一次相關的體驗活動後，

能： 

a. 認識甚麼是公園定向及其簡單歷史。 

b. 知曉越野式及奪分式定向之玩法。 

c. 明瞭公園定向地圖顏色定義。 

d. 認識公園定向地圖基本圖例。 

e. 懂得公園定向活動安全守則。 

 

中級（黃色） 

在完成公園定向初級章後，能： 

a. 明瞭公園定向比賽程序。 

b. 示範正置公園定向地圖的方法。 

c. 示範拇指輔行法。 

d. 參與一次公園定向同樂日或比賽。 

 
高級（綠色） 

在完成公園定向中級章後，能： 

a. 認識甚麼是地圖比例及其表示方式。 

b. 知曉公園定向地圖等高線之概念。 

c. 明瞭國際控制點提示符號表之主要用途。 

d. 描述一段不少於 100 米的公園定向地圖所見事物。 

e. 完成最少二次公園定向比賽。 

 
註：中級（黃色）章 d 項與高級（綠色）e 項不能是同一事工。 

 
備註：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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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章 

 
目的： 

透過了解寵物的需要，以及親自照料寵物，培養幼童軍

的責任感。 

  
要求： 

1. 飼養一寵物，記錄三個月內其生活習慣及生長過程

（包括特徵及變化），並附上照片或圖片。 

2. 知曉其原產地、所需的特別照顧、辨別及處理普通病症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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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章 

 
目的： 

讓幼童軍學習攝影基本原則及技巧，培養對攝影的興趣。 

 
要求： 

1. 拍攝一套 12 張的照片或 3 分鐘長的錄像，以記錄一次

旅行或活動，內容應包括不同主體，並分享其作品及

講述相關活動或旅行概況。 

2. 與領袖討論攝錄器材的基本操作（包括曝光、光圈、快門、感光度（ISO）

及焦距等），及如何運用不同的拍攝模式來獲取美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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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章（三級制度章） 

 
目的： 

幼童軍通過體適能測試以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從而建立良

好生活品質及保持健康的身體。 

  
要求： 

1. 皮摺量度。 

2. 曲膝仰臥起坐。 

3. 坐地前伸。  

4. 6／9 分鐘耐力跑 或 15 米漸進式心肺耐力跑。  

5. 手握力 或 仰臥引體上升。  

 
註： 此活動徽章之課程以教育局頒佈的最新「學校體適能

獎勵計劃」內容為依歸。計劃內容  可於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內「課程發展」 > 「學習領域」 

> 「體育」 > 「教學資源」>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內

找到。 如幼童軍考獲校內舉辦之「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金、銀、銅獎章）測試，即等同及豁免本章相同級別

（高級、中級、初級）之考驗。  

 
 
 備註： 

❖ 初級（紅色）；中級（黃色）；高級（綠色）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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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章 

 
目的： 

讓幼童軍瞭解植物的特性及栽培過程，培養他們對園

藝的興趣。 

 
要求： 

1. 介紹四種香港常見之植物，包括其特徵、生長時

節及所在地方。 

2. 用不少於一個月的時間栽種一株植物，記錄其由

種子開始的生長、栽種過程及介紹其特性等，包括： 

a..詳列每星期該植物生長、形態、萌芽等的情況； 

b. 了解栽培該植物的注意事項（包括︰土壤、氣候、濕氣、溫度及時節等）； 

c. 繁殖及栽種方法； 

d. 控制或培養植物之生長。 

3. 知道栽種第 2 項植物所需的用具及明瞭應怎樣適當地使用和保養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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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靈性的發展。 

  
要求： 

可選擇以下其中一項課程進行研習。 

 
基督教課程 

1. 背誦主禱文。 

2. 唱聖詩三首。 

3. 能敘述聖經故事兩則，其一為耶穌降生故事。 

4. 背誦並略加解釋自選金句三則。 

5. 在幼童軍度假營中負責一次謝飯禱告；或為一位有病未能出席團集會的幼

童軍禱告。 

孔教課程 

1. 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教思想。 

2. 能念誦《禮運‧ 大同》篇。 

3. 能唱《孔聖頌》。 

4. 能在團集會 / 小隊露營講述孔子生平故事兩則。 

5. 每年拜祭祖先、天地。 

6. 參與傳統祭禮時，認識並遵守有關禮儀。 

7. 曾參觀孔教團體和傳統廟宇。 

 

佛教課程 

1. 能唱佛寶歌。 

2. 能誦佛號。 

3. 能講述悉達太子降生故事。 

4. 能背誦五戒文。 

5. 能參加浴佛禮。 

6. 備有佛像圖或佛章。 

7. 遇見佛教法師時能合什行禮及作尊稱。 

 

天主教課程 

1. 擁有一本《聖經》或《福音》，並明白如何使用。 

2. 明白《若望福音》第十三章 34 至 35 節。 

3. 舉例說明自己曾經實踐《瑪竇福音》第二十五章 35 至 40 節。 

4. 能劃十字聖戰及誦念天主經。 

5. 明白在聖堂之正確態度。 

6. 說出教宗及教區主教的姓名。 

7. 明白教友對主日的本份及曾經參與最少一次彌撒。 

8. 能詠唱聖歌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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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課程 

1. 擁有一本《古蘭經》（中文譯本）及明白如何使用。 

2. 背誦及明白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差使」。 

3. 明白伊斯蘭的意義是和平、順從。 

4. 明白念、禮、齋、課、朝五功的意義。 

5. 說出全世界穆斯林信徒的數目。 

6. 說出香港各間清真寺的位置。 

 
道教課程 

1. 能誦《太上道祖頌》。 

2. 擁有一本《道德經》。 

3. 能誦《道德經》首章。 

4. 能辨認「太上道祖」像。 

5. 認識「道家三寶」。 

6. 能解釋「七善」的意義。 

7. 曾參觀一間道教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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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章 

 
目的： 

讓幼童軍明暸交通安全的基本常識，使他們清楚了解使

用道路時的正確態度，加強他們的責任感及自律性。  

 
要求： 

1. 明瞭交通意外常見成因。 

2. 懂得選擇可以安全橫過馬路的地點，及使用「過馬

路守則」。 

3. 能畫出至少十種在馬路上常見的交通標誌，並能解釋其意思。 

4. 明瞭如何安全地騎單車。 

5. 明瞭作為車輛乘客如何實踐道路安全及違例的後果。 

6. 認識在自己居住的社區中不同的道路設施。 

7. 懂得在發生交通意外時，如何作出求救。 

8. 製作一張海報宣傳道路安全或蒐集一份有關不安全使用道路的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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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帆章 

 
目的： 

讓幼童軍初步理解滑浪風帆原理及知識，並透過相關

實習，培養對滑浪風帆的興趣，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1.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2. 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a..考獲香港滑浪風帆會兒童滑浪風帆體驗證書或同等資歷。 

b. 考獲香港帆船運動總會少年帆船課程第一級證書或同等資歷。 

 

備註： 

❖ 此章之課程以該項運動之所屬總會所頒佈的最新課程為依歸。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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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及求證精神。 

  
要求： 

1. 示範任何兩個自選的科學實驗，並向領袖解釋實

驗及其結論。（該兩項實驗可以是任何幼童軍對

之有興趣者，並應以幼童軍自己發現為據）。 

2. 完成下列其中兩項實驗︰ 

a..製作一件模型，裝上燈泡、電池、開關掣。 

b. 以尼龍布及紙各製作一隻風箏，設計實驗以比較其性能，包括在空中停

留的時間、飛行距離、飛行路線的控制及打圈的情況，並與領袖討論其

結果。 

c..證明白光由多種顏色組合而成。 

d. 製作一個顯微鏡或潛望鏡並詳述其原理。 

e. 製作任何需要的用具，並在一星期內每天在同一時間記錄風向、風速、 

視野、雨量、溫度、雲及氣溫並與領袖討論所發現的現象。 

f.  找出若植物缺乏水和光便會怎樣，並與領袖討論所發現的現象。 

g..從任何一種飽和之化學溶液中，析出結晶體。 

h. 設計一項實驗以證明金屬受熱會膨脹。 

i.  準備隱形墨水，顯示其性能並詳述其原理。 

j.  證明聲音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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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章 

 
目的： 

讓幼童軍初步理解海上知識，並透過相關實習，培

養對水上活動的興趣，並能展示基本技能。 

 
要求： 

1.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2. 理論及實習︰ 

a..認識本會轄下海上活動中心所使用的訊號旗 

及明瞭其用途。 

b..明瞭本會轄下海上活動中心之「海上活動中 

心守則」及「水上安全守則」。 

c..知曉如何獲取天氣預告及明瞭其用途。 

d..明瞭風、潮汐、水流對進行海上活動的影響。 

e. 指出童軍標準艇所需裝備及各部份名稱。 

f.  船上拋擲救生繩至距離 8 公尺外之物體。 

g. 以單槳單獨搖動一小艇至一件距離 10 公尺的物體，並把它拾起。 

h. 示範下列各種繩結及明瞭其用途︰ 

(i) 8 字結  Figure-of-Eight Knot 

(ii) 接繩結  Sheet Bend 

(iii) 雙接繩結 Double Sheet Bend 

(iv) 錨結 Anchor Hitch 

(v) 稱人結 Bowline 

(vi) 繫木結 Round-Turn and Two Half Hitches 

(vii) 雙套結 Clove Hitch 

(viii) 普通繩端結 Common (Ordinary) Whipping 

   
備註：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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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章 

 
目的： 

鼓勵幼童軍主動認識運動技能及安全守則，以培養他們

平日做運動的興趣及習慣。 

 
要求： 

1. 對兩種運動有廣泛的認識。 

2. 對上列其中一項有專門技能及知識，並經常參加該

項活動。 

3. 知曉如何保養第 2 項所選之運動其所需用具及服裝。 

4. 在所有幼童軍的遊戲及活動中表現出良好的體育精神。 

5. 明瞭每次運動後沐浴或更衣的重要性，並明瞭保護足部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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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章（三級制度章） 

 
目的： 

考核幼童軍的游泳技能。 

 
要求： 

初級（紅色） 

1. 從池畔跳水或用其他方式跳入水中。 

2. 呼吸練習。 

3. 俯浮滑進。 

4. 仰浮滑進。 

5. 俯浮划水 10 米。 

6. 仰浮划水 10 米。 

7. 拯溺式背泳 10 米。 

8. 用胸泳或捷泳或背泳游 25 米。 

 
中級（黃色） 

1.     用一種泳式，從池之淺水處向深水處游 25 米， 

再踏水 1 分鐘。 

2.     潛水大約 1.25 米深，身體不能觸到水底或池。 

3.     冬菇式浮水。以任何前泳式橫越，在半途翻身以      

任何背泳式游完全程。 

4.     插（潛或滑）水至一個最遠的距離。 

5.     以正確比賽姿態開始，用胸泳或蝶泳游 25 米。 

 
高級（綠色） 

1. 保持身體垂直，踏水 3 分鐘。 

2. 游泳 200 米，途中潛水一次，並潛泳最少 5 米。 

3. 不需用扶梯、別人的協助等從泳池深水一端爬上池畔。 

4. 以良好站立姿態跳起，騰空及插入水中。 

 

備註： 

❖ 此活動徽章為金紫荊獎章其中一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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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安全章 

 
目的： 

提升幼童軍的安全意識，使他們遇上水上意外時懂得如

何協助。 

 
要求： 

1. 認識水上安全知識及守則。 

2. 明瞭向成年人求助的重要性。 

3. 明瞭及能在安全情況下完成下列各項︰ 

a..手援 — 利用下列物品拯救近岸之溺者︰ 
(i) 竹竿或木棒等棒類物品。 

(ii) 兩件緊縛在一起之衣物。 

b..拋物 — 站在岸上將下列物件拋與一離岸 6 米之溺者︰ 

(i) 任何無負重之繩索。 

(ii) 水泡或其他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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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章 

 
目的： 

認識天氣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並需注意的事項。 

 
要求： 

1. 懂得利用大眾傳播媒介或電子工具獲取天氣資

訊。  

2. 認識不同天氣要素，包括氣溫、風、降雨及紫

外線指數等，並能說出戶外活動時能如何因應以上四個要素的變化作出準

備。 

3. 懂得天氣警告發出後（包括雷暴警告、暴雨警告、熱帶氣旋警告等）的相

關注意事項。  

4. 認識雲的形成；能夠辨認四種雲類：層雲、積雲、卷雲、積雨雲。  

5. 認識「二十四節氣」的基本概念，並能說出最少六個節氣（例如春分、夏

至、秋分、 冬至、清明、大暑、驚蟄等）的特點（例如大自然變化及中外

習俗等）。  

6. 進行為期最少五天的天氣觀測，記錄個人對天氣狀況的感覺，並與當時的

天氣資訊 以作對比。  

7. 完成以下其中兩項事工：  

a..製作海報或進行實驗描述「水循環」；   

b. 製作一個測風儀（風向或風速）的模型；   

c. 透過網上資源學習一個簡單氣象知識，並進行匯報。 

 

 

 
 
 
 

  



68 

世界友誼章 

 
目的： 

讓幼童軍對世界童軍有更多認識。 

  
要求： 

1. 以不少於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一剪貼簿，內容關

於一個世界童軍組織成員國的民族生活方式、食

物特色及風俗習慣等。 

2. 略知聯合國的組織、歷史、旗幟及其意義。 

3. 能向領袖列舉香港以外十個世界童軍組織成員國，並知道其中三個國家國

旗的意義。 

4. 曾與外國童軍通訊最少兩次。 

 

 
 
 
 
 
 
 
 
 
 
 
 
 
 
 
 
 

 

 
 

維護自然世界章 

 
目的： 

加強幼童軍對自然生境的認識並明瞭有害物質對

人類與環境的影響並作出改善環境的措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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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自然生境 

a..全組隊員同往郊外遠足，從而明瞭郊野守      

則的意義，並以相片展示如何遵守該等守   

則； 及  

b..全組隊員共同研究以下其中一項生態活動：  

(i) 仔細觀察動植物適應環境的特徵及行為，並將觀察所得以掛圖、紀錄

簿、相片或 繪圖等形式，作一份觀察報告； 

(ii) 探訪動物園、博物館或具有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從而製作一本關於一種

動物或小雀鳥的棲息及進食習慣的剪貼簿；或 

(iii) 觀察及記錄自然界活動對海岸所造成的影響之過程。 

  註：在團長同意下，可進行其他指定之代替項目。  

 

2. 認識有害物質對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a..全組隊員同往郊外遠足，從中找出一些人類破壞大自然環境的例證和一 

些人類改善自然 環境的例證，並以相片作紀錄報告；及 

b. 全組隊員進行下列活動： 
(i) 在香港範圍內，蒐集最少四個有關瀕臨絕種的動物（包括魚類、鳥

類、哺乳類、 爬蟲類、兩棲類、無脊椎動物等）和植物的資料（每個

類別最少一種），並尋找可挽救其之方法。在可能情況下，參與在專

家指導下的拯救工作； 

(ii) 指出在世界上最少四種將面臨絕種危機的動物和植物，並尋找可挽救

其之方法， 以及說明人類如何可以盡個人的力量，改善這些動物和植

物面臨絕種的情況； 

(iii) 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作出呼籲： 

 設計海報； 

 舉行展覽；或 

 在一個集會上向成年人發表演說；及 

c. 全組隊員合作完成下列項目之資料蒐集，並以相片或繪圖作紀錄報告： 
(i) 列出五種對人類、空氣、水源和自然環境有害的物質，及其來源；和 

(ii)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減少上述有害物質的形成、排放和棄置，以及減

低其對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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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環境的措施  

         a..組隊員合作完成下列任何兩個項目，並以紀錄簿或相片作出紀錄： 
(i) 清理一條溝渠、一個小水池或一條小溪； 

(ii) 建造及保養一個雀食架或雀屋； 

(iii) 開墾、種植及照料一個花圃，並作一個肥料堆； 

(iv) 參與一個環境清潔運動； 

(v) 種植一株矮樹，並為它作一個訪客紀錄； 

(vi) 進行一項自然調查；及 

b..全組隊員各自進行及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i) 植樹一株； 

(ii) 在窗前或室內種植盆栽；或  

(iii) 在荒禿的地上舖上一片草地。 

     註：在團長同意下，可進行其他指定之代替項目。  

 
備註： 

 當進行任何與水接觸之工作或活動時，負責領袖必須做好一切安全措施，並

保證活動進行時提供適當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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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童軍環境章 

 
目的： 

加強環境教育，讓幼童軍增加對環境、人類及社會之

間相互關聯的認識，明白其有能力選擇及實踐適合環

境的行為，從而履行童軍的誓詞與規律。  

  
要求： 

1. 水與空氣對人類及環境的影響 

        完成下列各項目：         

a. 列出潔淨的水源與空氣對人類生活和環境的重要性；及 

b. (i) . 製作一個簡單的過濾器，以明瞭在大自然中，水的淨化過程；或 

 (ii)  進行一項簡單試驗，認識水源或空氣受污染後所產生的影響，並   

       將試驗結果記錄下來。 

 

2. 自然生境 

        完成下列各項目，並以相片、畫冊或感想等形式，作出適當的紀錄：         

a. 探訪兩個不同的自然生境，並找出兩者不同之處；及 

b. 記錄在該處棲息或生長的四種本地動植物，及其所需的生態環境元

素。 

 

3. 有害物質對人類與環境的危機 以搜集資料形式 

        完成下列各項目：         

a. 列舉五種對人類、空氣、水源和自然環境有害的物質，以及其來源；

及 

b. 列舉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減少上述有害物質的形成、排放和棄置，以

及減低其對人類 與環境的影響。 

 

4. 合適的環境措施 完成下列任何一個項目，並以相片、畫冊或感想等形式，

作出適當的紀錄：  

a. 參與一項環境清潔運動； 

b. 參與一項自然保育活動； 

c. 參與一項植樹活動； 

d. 開墾、種植及照料一個花圃，並作一個肥料堆； 

e. 在家中陽台、窗前或室內種植盆栽，並作有機種植； 

f. 清理一條溝渠、一個小水池或一條小溪；或 

g. 參與一項社區保育活動。 

 

5. 環境危機與自然災難  

以搜集資料形式，列舉兩項香港近年發生的環境危機／自然災難，以及其

對人類生活和自然 環境的影響，並提出面對該環境危機／自然災難的個人

預防或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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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保護 

完成下列任何兩個項目： 

a. 列舉三個在香港推行環境保護的組織或團體，以及其工作範疇； 

b. 列舉三項香港現有的污染問題及其來源； 

c. 列舉五項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及家人可作出之環境保護措施；及 

d. 利用廢物製作一件實用品、玩具或藝術創作。 

 
備註： 

 如幼童軍在參加考驗前，已經考獲「維護自然世界章（幼童軍）」，則在課

程內容中可獲豁免考驗 2、3 和 4 三個部份，即只須進行 1、5 和 6 三個部份

的考驗。  

 如幼童軍在是次考驗前並未考獲「維護自然世界章（幼童軍）」，則在完成

考驗後，不可同時獲頒發兩個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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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章 

 
目的： 

培養幼童軍寫作興趣。  

 
要求： 

1. 創作一個故事或一首詩。 

2. 寫一封不少於二百字的信件郵寄給親友，內容

描述自成為幼童軍後曾參與最有意義或最有趣

的事，並能正確地在信封寫上收信人、發信人

及地址。 

3. 發出一封電郵寄給親友，邀請他們參加團部的活動，或向他們表達某特別

事件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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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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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 1 先修章 

     
簡介：                          

童軍先修章之設立旨在強化幼童軍支部及童軍支部的連接，

幫助適齡之幼童軍支部成員認識童軍支部活動，吸引年長的

幼童軍成員多參與幼童軍時從未體驗過的童軍活動，並藉此

鼓勵他們晉升為童軍。 

年滿十歲半之幼童軍支部成員可考取童軍先修章，完成後由

其幼童軍團長簽發。在特殊情況下，可由區、地域或總會委派指定人士簽發。

幼童軍團領袖應鼓勵及安排團內之成員認識及參與童軍支部活動。區總監或其

代表有責任協助區內之幼童軍團推行先修章考核，尤其是沒有開辦童軍團或因

事未能安排有關活動之童軍旅。 

 
完成下列三部份 
1.  認知  

 完成下列各項：  

 a. 認識童軍支部的目的及方法。  

 b. 認識童軍制服。  

 c. 認識童軍支部的小隊制度。  

 d. 認識童軍團的獎章制度。  

   
2. 參與  
 在幼童軍團長及童軍團長同意下，由一位童軍團的團隊長／隊長帶領下，.

一同參與不少於兩次童軍團的集會。 

  

3. 新體驗 

 在幼童軍團長及童軍團長同意下，由一位童軍團的團隊長／隊長帶領下，

參與一項於幼童軍時從未體驗過的童軍活動。 

         

已經考取童軍家庭章第四段（綠色）之幼童軍，在考取「童軍先修章」時可獲

豁免 1 及 2 部份（即只需完成第 3 部份），考獲「童軍先修章」後可與「童軍

家庭章」同時佩戴。 

 

佩戴期限 

幼童軍成員考獲童軍先修章後，即可佩戴於制服上，直至成為童軍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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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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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典禮及儀式 

 

全世界童軍成員都採用相同的禮儀，每個禮儀都有特定的意義，應在適當的場

合中使用。 

 

有關步操詳盡資料，可參閱《步操手冊》。 

 

敬禮（全禮） 

敬禮儀式 — 全禮。 

手號：舉起右手掌心向前，拇指按尾指，中間的食指，中指及無名指靠緊豎直。 

行全禮時，必須用右手和立正。這是一個表示友善的招呼和尊重的禮儀。 

動作：於立正後，右手向橫提升直至和肩膀平衡，做出敬禮手號。然後移動

 前臂，到食指放在右眼對上的位置。 

全禮中伸直的三隻手指提醒成員在誓詞中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和幫助別人的

誓詞，拇指按尾指表示扶助弱小。 

 

半禮（宣誓禮） 

半禮和全禮的手號相同，分別在於手的位置放在肩膊高，手指向上。 

半禮只在宣誓和覆誓時應用。 

 

握手禮 

童軍成員以左手握手。 

 

起源：貝登堡在南非當兵時，他看見很多部落土人的酋長右手持矛、左手持盾。

當他向你表示友好和信任時，他們會放下左手的盾和你握手，對自己是

毫無防禦的。我們和其他人用左手握手也是這個意思。 

 

注目禮 

注目禮是用目光和微笑向其他童軍成員表示友善。 

 
團呼 

意義：團呼是幼童軍向亞基拿致敬的儀式。每次團集會開始和完結時，幼童軍 

   都會向團長做一個團呼，以表示對團長招呼和感謝的意思。 

 

動作：亞基拿（團長）站定（面向旗桿）並大聲喊叫︰「Pack Pack Pack」。 

 

全體幼童軍們回應︰「Pack」一聲，然後齊跑向發令之亞基拿。以他為中心，   

拖手圍成一圓圈，立正。當中值日小隊長位置應面向亞基拿，其它成員依各小 

隊順序排列成一個圓圈，各人面向圓心。 

 

完成後亞基拿雙手齊肩平放，然後放下時，全體幼童軍蹲下，裝成一隻隻小狼的

樣子，齊聲高呼︰「Akela, we'll do our best!」（亞基拿，我們要努力！） 然後

立正；（此時，未宣誓的成員只需退後一步立正）。 

值日小隊長呼叫︰「Cubs! Do your best!」（你們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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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全體幼童軍跟著隊長一起向亞基拿敬禮，齊聲高呼「We WILL do our best!」

（我們一定要努力！） 

 

亞基拿會回禮，然後和值日小隊長握手，表示多謝他領導團呼後，整個儀式便

結束了。 

 

展旗 

在團呼後，幼童軍團便會開始展旗儀式。 

 

展旗禮所用的旗幟視乎場合而定，一般的團集會用的是幼童軍團團旗，全旅集

會用旅旗。 

 

展旗時，全體幼童軍及領袖面向旗幟，值日小隊長走近旗桿，然後拉鬆一條預

先縛好的繩子，讓旗幟自由地隨風飄揚。 

 

在旗幟展開後，值日小隊長會向旗幟行敬禮，所有領袖也同時向旗幟行敬禮，

其他幼童軍則只需立正、注視旗幟便可。 

 
降旗 

在團集會完結時，幼童軍亦會進行團呼，之後大家會面向旗幟，由值日小隊長

走近旗桿，徐徐把旗降下，降旗後不必再行敬禮。 

 
口號及集隊 

"Pack" — 這口號是要所有幼童軍留心領袖的命令。所有幼童軍要立即全神貫注

地留意領袖下一部分的指令。 

 

立正 (ALERT)— 雙手握拳、緊貼大腿兩側；雙腿緊貼一起，腳跟緊貼，腳尖

向外分開與中線成 30 度，膝和腰不要彎，挺起胸膛、目光向前，精神奕奕。 

 

"Pack ALERT" — 意思是要幼童軍們全體立正。如果，當時是在休息的姿勢，

應立即提起左腳緊貼右腳腳跟，雙手同時要伸直緊貼大腿，成為立正姿勢。 

 

稍息 (At EASE)— 兩腿分立至肩膊的寬度，雙手貼在身後中央的位置，用左手

握著右手。 

 

"Pack At EASE" — 在聽到這個口號後，左腿向左移動，成稍息位置，注意右腿

不要同時移動。同時提起雙手放在腰部，右掌疊於左掌手，注意手和腳要同時

移動。 

 

Pack, Fall IN —集隊 

留意領袖的手號，雙手握拳向前直伸。 

是要幼童軍們列成縱隊。小隊長會站在隊的最前方，隊副長則會站在最後，其

他隊員需要依照領袖或小隊長安排的位置排列，留意對齊前方及右面的其他隊

員位置站好。站立時要立正，直至全體隊員站好，領袖把手放下，幼童軍們自

動成為稍息的站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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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 Fall OUT — 解散 

從立正的姿勢，向右轉然後解散。 

 

Pack, DISMISS — 散會 

從立正的姿勢，向右轉、敬禮，待領袖回禮後，全體便可散去。 

 
許諾（宣誓禮） 

宣誓禮是成員參加幼童軍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在這個儀式當中，新加

入的成員將會許諾成為一個幼童軍，成為世界童軍成員的一份子，並且願意承

擔作為一個童軍成員的責任。 

 

新成員會在團員及團長面前，親口許下這個承諾。亞基拿可以邀請成員的家長，

也會邀請旅長或主辦機構的負責人（例如成員的校長）來參加這個儀式。 

 

在成員正式參與這個儀式之前，亞基拿會教導成員這個儀式的一切步驟，也許

要經過多次的練習，以確保這個儀式能夠順利進行。 

 

宣誓儀式 

小隊長會帶領新成員到亞基拿面前，告訴亞基拿新成員已準備好做一個幼童軍。 

亞基拿 ︰ 「你願意成為幼童軍嗎？」 

新成員 ︰ 「亞基拿，我願意。」 

亞基拿 ︰ 「你知道甚麼是幼童軍規律嗎？」 

新成員 ︰ 「我知道。幼童軍，盡所能，先顧別人才顧己，日行一善富精神。」 

亞基拿 ︰「你現在準備好宣誓嗎？」 

新成員 ︰「亞基拿，我已經準備好。」 

亞基拿 ︰「Pack，請舉起你們的右手，一齊行半禮。」 

這時，所有已經宣誓的童軍人士都一起行半禮。 

亞基拿會帶領新成員一句一句地背誦幼童軍誓詞。背誦誓詞後， 

亞基拿︰「我相信你會盡你所能，堅守你的許諾。你現在已成為世界童軍的一

份子了。」 

亞基拿為新成員佩上會員章，旅長亦會為新成員佩上旅巾。新成員向亞基拿敬

禮後，向後轉，再向全體隊員敬禮，然後回到隊伍中立正站好。 

 

如果有其他新隊員也在同一天宣誓者，在其他新隊員宣誓後，整個宣誓儀式便

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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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制服 

 

詳情請參閱: 香港童軍總會 – 儀容與制服手冊 
 

 

  
 

 

 

  

http://uniform.scoutin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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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森林故事 

《森林故事》簡介 

《森林故事》是英國作家吉百齡 (Rudyard Kipling) 先生所作。童軍運動創始人貝登堡勳爵

選用這故事作為幼童軍團活動的背景，是以適應八至十一歲兒童的個性和富幻想的心理，借故

事中人物毛吉利的事蹟，教導幼童軍學習勇敢、機智、不怕困難、能面對挑戰的精神。  

人物介紹 

 

亞基拿(Akela) 
狼群的領袖。牠在森林裏組織一個有紀律，

有秩序的狼社會，並訂立森嚴的規律來約

束狼群的行為。 

 

 

毛吉利(Mowgli) 
樵夫的孩子，因為小時候被施亞汗襲擊，

被遺棄在森林中，由母狼撫養成長。母狼

叫他毛吉利，意思是「小青蛙」。毛吉利

是一個勇敢的小狼。 

 

 

駱石(Raksha) 
母狼。牠收養了毛吉利，並且把他當作親

生兒子，是一位慈祥的母親。 
 
 
 

 

白勞(Baloo) 
棕熊，是毛吉利的導師，教授毛吉利森林

的規律。 

 

 

白基拿(Bagheera) 

黑豹，是毛吉利的導師，教授毛吉利森林

的求生技能。牠也是毛吉利的好朋友，常

常幫助毛吉利解決困難。 

 

 

施亞汗(Shere Khan) 
牠是殘忍的大老虎。牠有銳利的牙齒和爪。

施亞汗是森林自由世界的大敵人，因為牠

殺死農人的牛隻，這樣獵人便會到森林來

獵殺野獸，破壞了森林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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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Hathi) 

仁慈而強壯的大象。牠是森林的統治者，

牠警告施亞汗，如果殺死一個人，將會為

森林帶來災難。 

 

 

卡(Kaa) 

大蟒蛇，牠本性善良，行動緩慢。牠幫助

白勞及白基拿拯救被猴子擄去的毛吉利。 

 

施露(Chil) 

鳶鳥。牠有銳利的眼睛，是一個很好的獵

人。牠看見賓迪洛（猴子們）擄去毛吉利，

把這消息帶給白基拿及白勞，好使他們能

拯救毛吉利。 

 

 

賓迪洛(Bandar-log) 
一群擾攘不停的猴子，牠們不會工作，只

顧玩耍，牠們也不守森林規律。 
  

故事內容 

（以下內容轉載自《香港童軍》月刊第 158 至 170 期。） 

 

在印度森林裏，一個很熱的晚上，老虎施亞汗在獵食，牠的叫聲傳到狼洞裏去，父狼正在注視

著，看來施亞汗今晚獵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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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狼跑出洞外，看見施亞汗流連在露宿的樵夫營旁的火，像是找到獵物似的。 在火旁徘徊踱步，

看準了時機，便撲上去，可是牠卻不慎被營火燒傷了腳……… 

 

叢林裏，沙沙作響，父狼立刻作好準備，在千鈞一發之際，牠止住了腳步，爬出來的是一個小

人兒，父狼把他銜到狼洞內。 

 

這時候，施亞汗來到了洞口，要求取回牠的晚餐（那個小人兒）。父狼不肯交出，施亞汗想硬

衝進去，不過，洞口太窄，牠只好氣憤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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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狼和母狼想小孩的父母都給施亞汗驚跑了，牠們決定養育小孩，並取名為「毛吉利」。等他

長大後，再送到狼群的面前去，這是森林的規則。 

 

過了一段日子，小狼們能夠行走的時候，父狼便在群眾大會的晚上，帶著母狼、小狼和毛吉利

到集會的地方去。 

 

集會的地方是在小山頂上，狼領袖亞基拿躺在岩石上，有百多隻狼圍著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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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狼把毛吉利推了出去，讓狼群認識，但狼群不肯接納毛吉利加入。惟有依照森林的規則，至

少有兩位會員出來作擔保。這時候，棕熊白勞走出來給毛吉利說了好話，並願意教導他。另一

個黑影也來到了圈中間，黑豹白基拿更願意加上一頭死牛作擔保。 

接著，一陣嘈雜的議論聲後，毛吉利便因著白勞的好話和白基拿的一頭死牛作代價，加入了狼

群。 

 

毛吉利在森林中已生活了一段日子，漸漸長大成人。不過他生性頑皮，所以母狼和父狼商量後，

決定把他寄養在「白勞」家裏。因為白勞熟識森林的規律，可以好好謗導毛吉利成長。 

在森林中，人人都稱呼「白勞」為老師，因為他為人和藹可親，又常常教導小狼認識森林的規

律，所以母狼和父狼都很放心把毛吉利交給他。每天，「白勞」都帶毛吉利到森林裏認識一些

不同的事物和其中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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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們在森林裏散步時,，見到一棵樹葉都頗茂盛的樹，白勞說：「毛吉利，您去看看那

棵樹。」毛吉利本想試試樹幹有多堅硬，怎料一手就把樹幹抓開。毛吉利說：「明明是健康的

樹，怎麼內裏是這個樣子。」白勞：「有時候，我們就要小心分辨，外觀是很好的，但內裏可

能一團糟。」 

 

 

兩人又繼續在森林閒逛，今次他們遇到了雄蜂，白勞小心翼翼地和雄蜂打招呼，並沒有慌忙走

避，否則，雄蜂就會連群結隊追來，那就不好應付了。 

正當白勞和雄蜂打招呼時，毛吉利又看中了正倒吊在樹上睡覺的蝙蝠，結果，吵醒了那隻蝙蝠，

白勞連忙叫毛吉利道歉，如不及時道歉，一定遭到蝙蝠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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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又來到了湖邊，毛吉利見到水蛇正在湖中暢泳，他本想跳入水裏一起游泳，但突然間

想起了白勞的說話：「先在岸邊和人家問句好，得到人家同意，方好下水，否則，水蛇就會把

您捲到水底，再也上不了岸。」毛吉利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冷顫；然後乖乖地和水蛇打了招呼。 

 

 

各自的獵場：若在自己的獵場找不到食物，可以到別的去捕獵，但必須站在邊界上，大聲和對

方打個招呼，得到對方的同意後，才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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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勞把這些重要的規律仔細地說給毛吉利聽，跟著又教他學習鳥獸們的密語和暗號。 

毛吉利覺得非常枯燥乏味，尤其是今天的天氣，熱得使人昏昏欲睡，不到一會兒，他已睡了過

去。 

 

今天，毛吉利、白勞和白基拿在樹蔭下睡覺時，猴子們把毛吉利綁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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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不知怎樣是好，途中遇到施露，向牠求救，施露跟著猴子們到猴子鎮去。 

 

 

白勞和白基拿雖然拼命追著，但也追不上，牠們便找卡去，更從施露口中得知毛吉利下落，便

一同朝著猴子鎮進發。 

 

 

白勞和白基拿與幾百隻猴子作肉搏戰，已皮破血流，快筋疲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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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一出現時，把猴子們嚇得魂飛魄散，卡叫白勞和白基拿快帶毛吉利走，牠們走後，猴子們怕

被卡吞食，為了討好卡，只好跟著牠跳餓蛇舞，但也逃不過厄運。 

 

 

轉眼間，毛吉利已十一、二歲了，身體長得非常結實，他也參加狼族每月一次的集會，他的眼

光使別的狼群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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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施亞汗並沒有鬆懈，還是一直在盯著毛吉利，現在狼領袖亞基拿已年老衰弱，施亞汗便乘

機煽動年青的狼群起來反叛牠，並要把毛吉利一併殺掉。 

 

 

黑豹白基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毛吉利，並令他到人類的村子裏去取神奇的紅花，牠認為紅花可

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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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立刻到村子裏去，看見村婦把黑土壤般的東西擲進壺子裏，小孩更把樹枝放進去，紅花

便開得很茂盛，這並不是什麼神奇紅花，其實是人類所說的火，所以森林裏的動物都害怕它，

躲避它。 

 

 

毛吉利在途中，知道亞基拿已跌入了施亞汗和狼群的陷阱，獵不到大鹿，並負了重傷。狼群要

把牠處死。白勞知道後，連忙去找毛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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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取了紅花，和白基拿商量了一會兒，便結伴到狼族的特別集會。 

 

 

到了會場，站在中央的並非亞基拿，而是施亞汗。經過連番雄辯後，牠們要處死亞基拿，並要

把毛吉利出賣給施亞汗，牠們指毛吉利是人類的兒子，迫令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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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非常傷心，忍不住落淚。他憤怒地把盛著紅花的壺子摔在地上，頓時火花四散，點著了

雜草，狼群嚇得往後退。 

他隨手拿起燃燒著的樹枝，揮舞著走向狼群中間，狼群非常害怕。 

 

當毛吉利靜下來的時候，他想起了罪魁禍首是施亞汗。他手執施亞汗的鬍子，揮動火炬，打到

牠焦頭爛額。最後，毛吉利命令牠離開，還表示若再見到牠，便會剝下牠的皮披在身上。 



95 

 

毛吉利轉向狼群，告訴牠們絕對不能傷害亞基拿，說罷便揮動火炬把狼群趕走，周圍恢復了原

來的寂靜。 

 

 

毛吉利向亞基拿、白基拿和保護他的狼群告別後，懷著悲憤的心情走向人類的村莊。 

 

 

走呀！走呀！毛吉利終於停下來，到了一塊大田園。人群聚集在一起來觀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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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穿白衣的婦人美修娃走出來，用白布包著毛吉利的身體，說他就是她的兒子納都，年幼

時給老虎擄走的。 

 

 

毛吉利便住在美修娃的家裏。第一天的晚上，因不習慣被關在房內，於是撞窗爬出屋外，走到

大草原上睡覺。 

 

 



97 

 

毛吉利的老師白勞早已在等待他，並約定每天都在草原上見面。 

 

 

沒想到，做人要學的東西那麼多，毛吉利忙得抽不到時間與白勞見面。 

 

 

後來，毛吉利被派去看管牛群。他非常高興，因為可以再次返回大草原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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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勞原來每天都在等待毛吉利，今天牠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老虎施亞汗回來了，聲言

要殺毛吉利。 

毛吉利想了一個計策，把施亞汗除掉，但白勞和亞基拿要幫上一大把。 

 

毛吉利行用兇猛的牛群兩面夾攻施亞汗，把牠活活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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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剝下施亞汗的皮，讓亞基拿放在集會場地的中央，以作為戒。 

 

 

獵人欲掠走施亞汗的屍首，但敵不過亞基拿，只好回村莊散播謠言，說毛吉利是惡魔，是狼養

大的孩子，要把他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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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用石頭擲向毛吉利，他非常傷心。他想他並沒有做壞事，還幫村民殺死了老虎，為什麼還

要趕他走呢？在狼族中，因他是人類的兒子而被趕走，現在竟然因為是狼養的孩子而被逐。最

後，他悲憤地走了。 

 

 

遠離了村莊，毛吉利把白勞守著的虎皮帶回森林，放在集會場中央，邀請亞基拿走過去。亞基

拿向天長嘯三聲，把四散的狼群召回。不消一會兒，狼群已圍著亞基拿而坐，注視著地上的虎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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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吉利唱起歌來，歌詞是描述施亞汗被殺的情景。狼群再次團結起來，遵守森林的規律，推舉

亞基拿為牠們的領袖。 

 

毛吉利已遵守了他的承諾。 他偷偷地擦掉眼淚，大步地向前走，所有的狼群全都站起來，目送

他離去。 
  

《森林舞蹈》 

森林之舞是與森林有關的戲劇，貝登堡勳爵在活動中加入了充滿歡愉的元素。

他提供了一些讓成員發揮想像和滿足愛好扮演的手段，同時灌輸一些很有價值

的教育：透過恃強欺凌弱的老虎及卑鄙狡猾的豺狼灌輸德育，餓蛇舞的服從性

灌輸自律，白基拿豹之舞學習身體控制。每位幼童軍都應該認識及享受這些森

林舞蹈，而亞基拿則要時常記著他們從中學到甚麼，引導他們思考和仔細關顧，

每位幼童軍才能真正投入舞蹈當中。 
 白勞熊之舞 

 白基拿豹之舞 

 卡蛇之舞 （原名餓蛇舞） 

 戴白祺狼之舞 

 施亞汗虎死亡之舞 
 

《森林舞蹈及其舞式變化》  

http://prog.scouting.org.hk/cub/wp-content/uploads/2018/11/JUNGLEDANCES201412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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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各級徽章評核及簽發程序 

 
各級徽章評核 

幼童軍支部所有徽章均由幼童軍團長，或由總會、地域或童軍區訓練班班

領導人委任合適人士協助教授或考驗，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有最終決定及簽

發權，請見下圖表： 
 

 
由於部份徽章內容涉及專業知識及安全防護規定，當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

人安排教授及考驗時，建議尋求備有相關知識及資歷之人士協助。有關本會之

教練/審核員名單，可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 

 

在籌劃徽章教授及考驗時，幼童軍團長或班領導人必須盡早作出周詳計劃

及準備，並且恪守本會活動安全指引之規定進行，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 

在幼童軍團

幼童軍 申請報考 或

否 是

備有課程相關知識

及資歷人士
教授及考驗

幼童軍團長

在總會／地域／童軍區舉辦的訓練班

幼童軍 參加有關幼童軍活動徽章訓練班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備有課程相關知識

及資歷人士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簽發幼童軍活動徽章證書

幼童軍團長

已擁有相關課程資力證明

檢視證明是否達到本會課程要求
幼童軍團長

頒發訓練班證書或通知所屬單位成績

簽發/更新幼童軍紀錄冊內相關課程項目

參加其他項目/活動訓練班

簽發相關證書及更新幼童軍紀錄冊

安排備有相關課程知識及資歷人士協助

教授及考驗

安排備有相關課程知識及

資歷人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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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徽章簽發 

徽章名稱 簽發單位 簽發人士 

1.  會員章 

1.  幼童軍奬章／ 

2.  幼童軍歷奇章／ 

1.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長 

2.  金紫荊奬章 總會 青少年活動總監 

3.  童軍先修章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長 

4.  幼童軍活動徽章 

幼童軍團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幼童軍團長 或 

總會／地域／童軍區訓練班 

班領導人 

 

各級徽章領取／購買方法 

徽章名稱 領取／購買方法 

1.  會員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無須出示任何文件。 2.  隊長／副隊長章 

3.  服務年星 

4.  幼童軍奬章／ 

4.  幼童軍歷奇章／ 

4.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

旅／幼童軍團印章之「幼童軍進度性徽章證書」正本。
註

 

5.  金紫荊奬章 
由青少年活動署送贈。童軍物品供應社代為派發，領取時須出示

由地域發出之恭賀信正本及有效幼童軍紀錄冊。 

6.  童軍先修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簽署及蓋上

旅／幼童軍團印章之「童軍先修章證書」正本。
註

 

7.  幼童軍活動徽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班領導人

簽署及蓋上總部／地域／童軍區／旅／幼童軍團印章之「幼童軍

活動徽章證書」正本。
註

 

8.  世界童軍環境章 

在童軍物品供應社發售，購買時須出示由幼童軍團長／班領導人

簽署及蓋上總部／地域／童軍區／旅／幼童軍團印章之「世界童

軍環境章證書」正本。
註 

註：每張證書／獲獎證明最多可購買徽章 2 枚，童軍物品供應社職員會於證書

／獲獎證明背面蓋印章證明已出售布章予該證書持有人。 

 

童軍家庭章第二段（黃色）、第三段（藍色）、第四段（綠色）必須與所屬之
進度性徽章一併購買。 

 

有關幼童軍支部各級徽章簽發方法指引，請參閱附件；另外，證書列印格式可
以在本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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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金紫荊獎章考核流程 

在開始進行金紫荊獎章的課程時，幼童軍必須年滿九歲半及已完成幼童軍歷奇

章。報考及批核程序如下：  
 

在開始金紫荊獎章考驗前： 

1. 幼童軍及其團長須填妥「金紫荊獎章開展通知書」並由區總監作批核。 

2. 將「金紫荊獎章開展通知書」連同幼童軍紀錄冊內有關個人摘要、童軍

紀錄、會員資格、幼童軍獎章、幼童軍歷奇章之副本，交予所屬童軍區

辦事處辦理。 

3. 區總監批核申請後，所屬童軍區將該通知書之副本及「金紫荊獎章考驗

紀錄冊」交予負責領袖。 

4. 考核獎章期間，幼童軍必須根據「金紫荊獎章考驗紀錄冊」內的基本要

求，記錄過程及成果以作分享之用。 

5. 區總監亦應不時親自或委任適當人士作出指導及監察。區總監或其代表

可就有關考驗向幼童軍團長提供意見和指示，以確保該幼童軍在進行此

獎章之考驗時獲得足夠的指導和訓練。 

 

當幼童軍完成所有金紫荊獎章考驗項目後： 

1. 幼童軍及其團長須填妥「金紫荊獎章及證書申請表」，並獲團長或旅長提

名。 

2. 將「金紫荊獎章及證書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交予所屬童軍區作初步審

核。 

 a. 金紫荊獎章考驗紀錄冊。 

b. 幼童軍紀錄冊內有關個人摘要、童軍紀錄、會員資格、幼童軍獎章、

幼童軍歷奇章、幼童軍高級歷奇章及金紫荊獎章考驗項目之副本。 

c. 各項有關證書之副本。 

d. 已批核的「金紫荊獎章開展通知書」之副本。 
 

3. 在幼童軍完成金紫荊獎章內所有項目及遞交「金紫荊獎章及證書申請表」

及上述第 2 項之文件交予所屬童軍區後，並在遞交相關文件予所屬地域

前，區總監或其代表應安排會面，以作嘉許。在個別的特殊情況下，有關

會面未能趕及在遞交相關文件予所屬地域前進行，所屬童軍區仍需盡快安

排幼童軍與區總監或其代表會面，但不能遲於當年童軍大會操進行。 

4. 區總監推薦後，將上述第 2 項之文件送交所屬地域辦事處作最後審批。 

5. 地域總監批核申請後，所屬地域將向成功之申請者發出領取獎章通知書及

金紫荊獎章領取劵。 

6. 金紫荊獎章證書均由青少年活動署負責簽發，並於香港童軍大會操後分發

予各地域辦事處；而有關頒獎活動則由各地域自行安排及個別通知有關獲

獎者。 

 

為避免幼童軍太專注於考獲此章而忽略了基本的訓練，因此，所有考獲此章之

幼童軍必須完成並獲頒「幼童軍高級歷奇章」，而且在十歲半至足十二歲年限

內，方可獲頒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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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為鼓勵較年長的幼童軍支部成員能繼續及完成金紫荊獎章考驗，幼童軍於完成

小學階段前仍可考取此獎章，惟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該名幼童軍於完成此獎章時必須仍在小學階段（小學畢業即該學年八月

三十一日前）並以學校文件證明。 

2. 在遞交「金紫荊獎章開展通知書」及相關文件時，如預計該名幼童軍完

成所 有金紫荊獎章考驗項目後超過十二歲（例如幼童軍開展金紫荊獎章

考驗時已達十一歲），必須連同學校之證明文件一併交予所屬童軍區審

核後才可開始進行考核。 

3. 在遞交「金紫荊獎章及證書申請表」及相關文件時，如幼童軍超過十二

歲，必須連同學校之證明文件一併交予所屬童軍區審核。 

  

根據本會「政策、組織及規條」（2.3.4e）所註，幼童軍支部的年齡規限是由

足七歲半至足十二歲止，惟上述延長年限的安排只適用於有關金紫荊獎章考

驗。現行幼童軍年齡規限，則維持不變。 

 

金紫荊獎章全年均接受申請，惟申請表必須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呈交到

所屬地域辦事處，成功之申請者方獲安排於同年之香港童軍大會操中接受嘉

許。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後所遞交之申請，有關嘉許及證書頒發事宜將留待於

翌年進行。 

 

「金紫荊獎章開展通知書」及「金紫荊獎章及證書申請表」 可於青少年活動

署及各地域辨事處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