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軍訓練綱要》內容修訂 

Amendments of the Scout Training Scheme 

 

《童軍訓練綱要》內容已作出下列修訂，並由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A. 增設以下獎章／專科徽章 

1. 深資童軍先修章  

2. 氣象（興趣組） 

3. 步操（技能組） 

 

B. 修訂以下專科徽章內容 

1. 自然（興趣組） 

2. 公園定向（興趣組） 

3. 步操（興趣組） 

4. 樹木護理（技能組） 

5. 野外定向（技能組） 

6. 氣象（技能組） 

 

童軍支部成員如現正計劃／進行上述 B 項專科徽章之考驗，可沿用現行之綱要內容

執行，惟必須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或以前完成。而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必須按更新

之綱要內容要求。 

 

為配合上述之修定及推行新進度性獎章內容，《童軍訓練綱要》（二零一五年一月版）

將 由 2015 年 初 於 童 軍 物 品 供 應 社 發 售 或 可 到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網 頁 內

（http://www.scout.org.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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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資童軍先修章 

Venture Scout Link Badge 

 

獎章式樣：綠色底，棗紅色邊，上有橙色扣環。 

獎章尺寸：3厘米乘 2.5厘米 

佩戴位置：佩戴在右邊恤衫袋蓋之上。 

 

深資童軍先修章之設立旨在幫助適齡之童軍支部成員認識深資童軍支部活動，鼓

勵他們晉升為深資童軍。 

 

年滿十四歲半之童軍支部成員可考取深資童軍先修章，完成後由其童軍團長簽

發。在特殊情況下，可由區、地域或總會委派指定人士簽發。童軍團領袖應鼓勵

及安排團內之成員認識及參與深資童軍支部活動。區總監或其代表有責任協助區

內之童軍團推行先修章考核，尤其是沒有開辦深資童軍團或因事未能安排有關活

動之童軍旅。 

 

(A) 認知 

1. 說出深資童軍支部的目的、方法及預期成果。 

2. 認識深資童軍制服。 

3. 說出執行委員會之基本功能。 

4. 認識多元化的深資童軍活動。 

 
(B) 活動 

1. 參加最少兩次具深資童軍支部特色之活動，例如︰ 

(a) 深資童軍團團部活動，而其中一次須為戶外活動；或 

(b) 經區／地域／總會安排下參與與深資童軍有關之活動（如參觀或體驗區深

資童軍活動或比賽，或與其他深資童軍一同策劃活動等） 

 



氣象（興趣組） 

Meteorologist（Interest） 

 

完成下列各項： 

 

1.  明瞭各種天氣要素及其重要性。 

2. 明瞭雲的形成過程及辨認十種基本雲層種類。 

3.  閱讀地面天氣圖及地面等壓線圖，以簡述當前天氣概況。 

4.  明瞭四季形成的原因，並簡述廿四節氣與中國習俗的關係。 

5.  明瞭天氣與氣候的分別。 

6.  明瞭本港之氣候，及本港常用之天氣術語及警告之定義。 

7.  明瞭各種獲取天氣資訊的方法。 

8.  明瞭天氣對各種童軍活動之影響，並與小隊討論各種天氣變化時的應變措施。 

9.  認識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建議實踐綠色童軍生活的方法。 

10.  利用童軍自動氣象站資料，紀錄一週天氣（包括溫度、濕度、雨量及風速等）， 

並解釋天氣變化趨勢之主因。 

 

 



步操（技能組） 

Footdrill（Pursuit） 

 

主考必須持有總會認可的助理步操教練員，步操教練員或高級步操教練員資格。 

 

A. 完成由總會、地域或區會舉辦之童軍步操基本訓練班。 或 

 

B. 完成下列各項： 

 

1. 明瞭步操術語包括： 全隊 (Squad)、睇齊 (Dressing)、排 (Rank)、行 (File)、

1. 空行 (Blank file)、標號員 (Marker)、收窄排 (Close order)、開闊排 (Open order)。 

2. 明瞭步操之步速和步幅。 

3. 明瞭及能正確做出下列動作： 

(a) 立定步操 (Footdrill at the halt)：立正 (Position of attention)、稍息 (Stand at 

ease)、休息 (Stand easy)、左及右轉 (Left and right turn)、後轉 (About 

turn)、斜轉 (Inclining)、橫移 (Side pace)、向前敬禮 (Saluting to the front)； 

(b) 快步步操 (Footdrill in quick time)：快步開步 (Marching in quick time)、快

步停步 (Halting in quick time)、左及右轉(Left and right turn)、後轉(About 

turn)、左及右轉彎 (Left and right wheel)、向左、右及前敬禮 (Salute to the 

left, right and front)、向左及右行注目禮 (Paying of compliments)、原地踏

步 (Marking time)； 

(c) 排列隊形 (Formation)：報數及排列 (Numbering & sizing)、三排轉兩排／

兩排轉三排 (Forming two ranks from three ranks and three ranks from two 

ranks)、睇齊 (Dressing in two / three ranks)、開闊排／收窄排 (Open and 

close order at the halt)、行進間開闊排或收窄排 (Open and close order in 

quick time)、解散 (Dismissing and falling out)。 

4. 明瞭會操的各項程序包括進場 (Get on parade)、檢閱 (Inspection)、操過檢閱台 

(((March past)、最高致敬 (Review order)、離場 (March off)。 

5. 參加由區、地域或總會所舉辦之會操或步操比賽。 

 

 



自然（興趣組） 

Naturalist（Interest） 

 

完成下列各項： 

 

1. 從下列各項中選出一項，留意觀察其於任何兩季中之生長情形，共不少於四次 

觀察（建議約每月進行一次），利用筆記、繪圖、照片及草圖向主考解釋研究

之結果。 

(a) 一塊灌木林地 

(b) 一塊公園草地                  

(c) 一塊草原 

(d) 一塊荒地 

(e) 一塊濕地 

(f) 一塊沿岸地帶、沙丘或石塊 

(g) 一列圍樹 

(h) 一列路邊植物 

(i) 一條小溪或河流 

(j) 一個池塘 

 

2. 與主考討論人類活動或管理對所研究的地方之植物生長的影響。例如：改種常 

綠植物代替落葉植物、從油船在海上排出之廢油、用機器代替人力斬除樹叢及

路旁的植物等。 

 

3. 選擇一種植物或動物（例如：羊齒或草本類植物、野花、樹及灌木叢、蝴蝶、 

飛蛾、蜻蜓、豆娘或其他昆蟲、兩棲動物、野獸、鳥類、魚類等），與主考討

論研究及觀察之結果及資料來源，如博物館、書本等。 

 

 

約 5,000 平方公尺之面積 

 

 

 

 

約 90 公尺 

 



公園定向（興趣組） 

Park Orienteeer（Interest） 

 

完成下列各項： 

 

1. 認識越野式及奪分式定向比賽類型； 

2. 認識公園定向所需要之裝備； 

3. 明瞭公園定向地圖比例、等高線、顏色及其相關圖例之定義； 

4. 懂得正置公園定向地圖方法； 

5. 明瞭 3S 及拇指輔行法之應用； 

6. 明瞭公園定向比賽程序、安全措施及規則； 

7. 能描述地圖上一段不少於 100 米路程所見到的地理特徵； 

8. 參與一次公園定向活動、比賽或短途定向賽事。 

 

 



步操（興趣組） 

Footdrill（Interest） 

 

主考必須持有總會認可步操基本訓練班證書。 

 

完成下列各項： 

 

1. 明瞭童軍集隊手號。 

2. 明瞭及能正確做出下列動作： 

(a) 立定步操 (Footdrill at the halt)：立正 (Position of attention)、稍息 (Stand at 

ease)、休息 (Stand easy)、左及右轉 (Left and right turn)、後轉 (About 

turn)、斜轉 (Inclining)、向前敬禮 (Saluting to the front)； 

(b) 快步步操 (Footdrill in quick time)：快步開步 (Marching in quick time)、快

步停步 (Halting in quick time)； 

(c) 排列隊形  (Formation)：報數及排列  (Numbering & sizing)、解散 

(Dismissing and falling out)。 

 

 



樹木護理（技能組） 

Tree Carer（Pursuit） 

 

完成下列各項： 

 

1. 辨識及製作紀錄冊以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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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一份護樹報告。 

 



野外定向（技能組） 

Orienteer（Pursuit） 

 

完成下列各項： 

 

(A) 完成 (I) 或 (II) 或 (III) 項： 

 

(I) 完成總會、地域或區會舉辦之野外定向專章訓練班，或 

(II) 持有「香港定向總會」之野外定向第一階段訓練班證書，或 

(III) 完成下列各項： 

1. 認識野外定向的歷史及形式； 

2. 認識野外定向運動裝備； 

3. 明瞭野外定向地圖比例、等高線、顏色及其相關圖例之定義； 

4. 認識國際控制點提示符號表； 

5. 能分別使用指南針及地貌來正置地圖； 

6. 明瞭下列定向技術 — 3S、拇指輔行法、扶手法及沿途搜集特徵； 

7. 明瞭野外定向比賽之類型、程序和規則； 

8. 明瞭野外定向活動之安全措施； 

9. 能描述地圖上其中一段路程(不少於 500 米)。 

 

(B) 完成下列其中一場越野式野外定向比賽： 

1. 由總會、地域或區會舉辦之野外定向比賽 

2. 「香港定向總會」認可之公開野外定向賽事 

（備註）（雙人組、體驗組、公園定向及短途定向賽將不計算在內） 

 

 

 



氣象（技能組） 

Meteorologist（Pursuit） 

 

完成下列各項內容： 

 

1. 考獲氣象章（興趣組）。 

2. 明瞭大氣結構，及對流層的重要性。 

3. 明瞭各種氣象要素之測量方法。 

4. 明瞭各種天氣系統及天氣現象的形成機制及影響。 

5. 示範閱讀天氣圖、雷達圖及衛星雲圖。 

6. 明瞭基本天氣預測方法，並試行一次短期天氣預報。 

7. 明瞭氣象站設立目的及影響氣象站數值之因素。 

8. 完成以下其中兩項事工： 

a) 設計一實驗或模型，並向其他童軍展示及解釋一種天氣系統或天氣現象。 

b) 設計及製作一氣象儀器，用以示範測量一氣象要素，並明瞭儀器中的假設 

6) 及限制。 

c) 深入探討一個氣象範疇。 

d) 比較兩個自動氣象站的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