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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戶外挑戰

1. 營藝

a.	參與一次露營活動
	． 參與一次小隊、團或旅的露營活動，學習與小隊隊員相處及	

	 分工合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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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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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保養露營物品
	． 清潔、整理及存放個人及小隊露營物品

2. 歷險
a.	參與一次郊野旅程

	． 與小隊隊員進行不少於八公里徒步或不少於十二公里單車／	
	 船艇之郊野旅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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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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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先鋒工程

a.	示範及指出所列繩結之結法及用途，包括平結、八字結、雙套結、半	
	 結、反手結、稱人結、接繩結、繫木結、縮繩結及曳木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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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軍 探 索 獎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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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滿十一歲而考獲會員章之童軍成員。
於選修項目中，海童軍必須選擇「海上活動」；
空童軍必須選擇「航空活動」。

完成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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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活動 ( 選修項目 )

a.	明瞭戶外活動安全指引及郊野守則

b.	完成下列其中一項戶外活動：

I.	 參與一次追蹤符號應用之活動

II.	 參與一次公園定向活動

III.	參與一次使用密碼通訊之活動

5. 海上活動 ( 選修項目 )         

a.	明瞭海上活動安全守則

b.	通過本會之游泳測試

6. 航空活動 ( 選修項目 )

a.	能指出旅客在機場及航機內一般航空安全守則

b.	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I.	 參與一個與航空有關的戶外活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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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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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成員只需在戶外活動／海上活動／航空活動選取其中一項為主要考核項 
 目，而各進度性獎章的選項均須相同。惟海童軍必須選擇「海上活動」；
 空童軍必須選擇「航空活動」。



A good many young men find at twenty-two that they know practically all that there is to know 
and they want other people to know that they know it. When they get to thirty - two they find 
that they have still got one or two things to learn; at forty-two they are learning hard. (I am still 
doing so at seventy-three). 
許多年輕人在二十幾歲就相信，他們已經知道了所有應知道的事，而且希望其他的人都知道這
件事。三十幾歲時，卻發現還有一、兩件事等著他去學。到了四十幾歲，他們才知道，還有太
多的事需要學習。

進度性獎章	 |　19

童軍探索獎章

進
度
性
獎
章

B. 個人發展

1. 體適能

a.	參與一次以運動或體能競技為主題的小隊活動

2. 藝術、創意及科技

a.	認識小隊歡呼
	． 認識所屬小隊的歡呼，並於活動中吶喊以增強小隊士氣

3. 領導才

a.	參與一次小隊會議
	． 參與一次小隊會議及指出召開小隊會議的目的

4. 靈性發展

a.	分享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童軍誓詞、規律及銘言的例子

b.	參與一次默禱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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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

1. 服務他人

a.	示範如何處理流鼻血、燒傷、燙傷、割傷及刺傷等意外事件
	． 指出意外事件的成因及處理的先後次序
	． 示範處理意外事件的方法

b.	完成不少於四小時服務
	． 參與由總會、地域、童軍區或旅團認許之服務
	． 簡單記錄有關服務內容，例如服務機構、對象、時間及地點，	

	 並與小隊隊員分享個人有關的經歷及感受

2. 社區及本土認識
a.	介紹社區設施

	． 利用城市追蹤、圖片、相片、繪圖、街道圖、電子地圖或其	
	 他形式，向小隊隊員介紹居所或旅部附近的社區設施，例如	
	 警署、醫院、消防局、民政事務處及公共交通工具等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ovement, there are two points only. One is that we are a very elastic 
institution. If a Scout Leader does not like the aims of the Movement, he is perfectly at liberty 
to go and play somewhere else. The other point is that there is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amongst 
us, and the spirit of playing the game, and each playing in his own place. I cannot commend 
that spirit too highly, because it is the essential of success in a Movement like ours.
童軍運動有兩個特性：第一，它是一種很有彈性的組織，如果你不喜歡童軍運動的訓練及目
標，你大可自由離去。第二點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這種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因它才
是童軍運動成功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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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環境

1. 生態環境

a.	參觀一個以自然生境或生態為主題的展覽或地方
	． 與小隊隊員參觀一個有關的展覽或地方，例如米埔自然保護	

	 區、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濕地公園、有機農場或自然教育徑	
	 等

2. 氣象

a.	認識天氣與氣候之別，並列舉天氣及氣候對戶外活動的影響
	． 指出天氣與氣候的分別，以及簡介香港的氣候
	． 就各種天氣要素，例如氣溫、氣壓、風速風向、濕度及降水	

	 等，指出不同的天氣情況對各種童軍活動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