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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各地域、區、旅團和樂行童軍組仝人的努力下，喜見支部人數及
新開辦的單位不斷地增長，這有力的數據證明樂行童軍訓練對香港童軍
運動的貢獻，亦反映了支部的訓練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新訓練綱要是經過多方面的心思和努力才得以面世，這綱要是汲取
了過往的經驗和匯集了各方面人士的意見而成。我們盡量保留樂行童軍
訓練的優良傳統和理念，鼓勵成員秉承樂行童軍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和
回饋童軍運動為目標。綱要內容既有高要求亦著重彈性，並能提供清晰
的指引，希望能夠配合和滿足前線領袖的需要，鼓勵樂行童軍成員參與
這饒有意義的活動，帶領他們成為未來社會的接班人。
修訂新訓練綱要的過程，透過多方的合作，大家彼此發揮高度團隊
精神，求同存異，將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一一解決。祈望大家能繼續努力，
竭盡所能，秉承樂行童軍的傳統精神，為本支部及童軍運動的福祉而努
力。

總部總監（樂行童軍）

黃承志
二○○六年六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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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理念
樂行童軍支部的成員都是成年人。這個階段的青年人，有些仍在修
讀高等教育課程，有些已踏足社會，開始他們的事業，或許已奠下良好
的基礎。童軍經驗方面亦然，有些從幼便接受童軍的薰陶和磨練，無論
在童軍知識和技能方面，已掌握到豐富的經驗；亦有不少成員是「半途
出家」的，他們只是對童軍運動抱有無限憧憬，希望透過參與童軍活動，
認識新朋友，擴闊視野，服務社會。在這兩種極端的背景下，取得平衡
點去修訂新訓練綱要實在存著很大的難度和挑戰。 因此，在修訂新訓練
綱要的同時，我們是有必要選取一個既富彈性又能夠配合不同程度的訓
練模式來滿足成員的需要。
新修訂的訓練綱要，工作小組刻意加強領袖的參與程度，希望透過
領袖和成員之間的溝通，更清楚了解成員的實際需要、專長和興趣，然
後給予他們指導和意見，使他們在參與樂行童軍訓練時，盡量發揮潛能，
達成童軍運動的目標。新訓練綱要列舉了清晰和具彈性的進度性獎章考
核標準和項目選擇。此外，團領袖、區會和地域支援樂行童軍考核工作
的權責界定清楚。祈望新訓練綱要全面施行時，能為各樂行童軍成員及
領袖帶來方便。

新修訂訓練綱要工作小組主席

黃雅雯
二○○六年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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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樂行童軍支部的組織及規條
（一） 目的
樂行童軍支部，旨在維繫關懷社會、熱心服務之青年，給予他們
機會及鼓勵，為童軍運動及社會服務。同時，透過一個具挑戰性
之獎章計劃，激勵他們的進取心，發展個人潛能，使他們成為有
責任感及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二） 訓練方法
本支部之訓練方法，以自治和自務的樂行童軍團為基礎，輔以具
挑戰性及有進度性之獎章制度。
（三） 對象
本支部之訓練對象為有進取心及有志為社會及童軍運動服務之
青年。
（四） 年限
樂行童軍之年齡為 18 歲起至足 25 歲止。
（五） 童軍服務
樂行童軍如符合有關領袖職位之資格者，可同時獲委任為領袖，
執行領袖的工作，委任包括其他支部、區和地域領袖的工作，惟
不得兼任樂行童軍支部領袖的工作。
（六） 樂行童軍團內部組織及功能
1. 團長：負責團之發展，輔導團員貫徹童軍精神及發揮個人潛
能。
2. 副團長：負責協助樂行童軍團長執行團務。
3. 全體團員大會：為團內最高行政機構，該會應定期舉行，最
低限度每年 1 次；全體團員大會應在每年同一月份舉行，但
不得與上次全體團員大會相隔超過 18 個月。
4. 全體團員大會負責訂定團務政策、重要事務、遠期計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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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團財政情況及選舉團管理委員會委員。會議法定人數為全
團註冊團員人數之半數或以上。
5. 如遇有需要，可召開特別全體團員大會。全體團員大會或特
別全體團員大會，可由樂行童軍團長或團管理委員會主席召
開。
6. 樂行童軍團可訂定章則，列明團員之權利和義務、各項會議
之權力和召開方法及其他事情。惟團章之規條，不得超越本
會之「政策、組織及規條」及本組織及規條所訂之原則。
7. 團管理委員會：負責推行團務及全體團員大會決議案。管理
委員會應最少設有主席、秘書及財務等職位。惟不得超越本
會之「政策、組織及規條」及本組織及規條所訂之原則。
8. 在舉行活動或有需要時，可成立臨時小組處理。
9. 管理委員會主席：是全團的協調人，為團員與領袖之間的聯
繫人，負責主持全體團員大會和管理委員會會議、領導管理
委員會、管理團務，策劃全團活動、對外為全團之代表及發
言人。
10. 管理委員會司庫：負責團內財政收支事宜、草擬週年預算、
保管財政文件及銀行存摺。
11. 管理委員會秘書：是全團文書檔案之負責人，擔任全體團員
大會及管理委員會之秘書工作。保管團部印信、文件和契約
等。
（七） 領袖的職責及要求
1. 樂行童軍團長負責聯繫及領導管理委員會處理團務，推動訓
練及發展樂行童軍活動，輔導團員貫徹童軍精神及發揮個人
潛能。
2. 樂行童軍副團長負責協助樂行童軍團長處理日常團務。
3. 團長年齡最低為 25 歲，而最高為 65 歲。
4. 副團長年齡最低為 21 歲，而最高為 65 歲。
5. 所有樂行童軍團領袖，必須最少 1 人持有有效領袖委任書或
暫許領袖委任書。
（八） 女領袖
任何有女性團員之樂行童軍團，必須最少有 1 位合資格之女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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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開辦樂行童軍團
任何法定團體，不論其已否開辦或申請開辦童軍旅團，祇要得到
有關區總監舉薦者均可依手續申請開辦樂行童軍團。
申請手續：
申請開辦時，必須由所屬主辦機構當事人向有關總監申請，經批
准後，方可開辦：
1. 外界法定團體及總會之支援單位，必須向所屬區總監申請。
區總監在審查後，認為符合開辦資格及能依章推行樂行童軍
活動者，即向地域總監推薦。
2. 區總部及地域總部單位應直接向地域總監申請開辦。
所有申請人必須得到地域總監及區總監批准後方可開辦樂行
童軍團。地域總監在審核申請書，認為符合資格者，即為其
編訂旅號，並呈交總會批准。申請批准後，總會將經由地域
總監或區總監寄發一張旅團註冊證書給予申請人。
（十） 團員人數
樂行童軍團團員人數不得少於 9 人。
（十一） 制服
樂行童軍成員為本會成年成員，其穿著之制服如下：
男性成員
帽
綠色軟帽
恤衫
杏色，短袖，兩胸袋無褶，有肩帶
（冬天可穿長袖恤）
長褲
草青色，兩斜袋，兩後袋
短褲
草青色，兩斜袋，兩後袋（活動及訓練用）
皮帶
棕色，附有童軍徽皮帶扣
襪
黑色短襪（配長褲）
深草青色長襪，襪頭摺下（配短褲）
皮鞋
黑色無花紋縛帶平底鞋
領巾
旅巾
巾圈
黑色皮製（附有童軍徽號）
領呔
深綠色領呔
羊毛衣 深草青色'V'字領肩部穿孔及釘鈕，制服章與恤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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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成員
帽
綠色軟帽或深綠色金邊硬帽
恤衫
杏色，短袖，兩胸袋無褶，有肩帶
（冬天可穿長袖恤）
長褲
草青色，兩斜袋，兩後袋 （活動及訓練用）
裙
草青色，'A'型無褶半截裙，長度及膝
皮帶
棕色，附有童軍徽皮帶扣
襪
黑色短襪（配長褲）
肉色尼龍無花襪褲（配裙）
皮鞋
黑色無花紋，鞋跟不超過兩吋（不可穿涼鞋，露跟或
露趾鞋）
領巾
旅巾
巾圈
黑色皮製（附有童軍徽號）
領呔
深綠色領呔（配裙）
羊毛衣 深草青色'V'字領肩部穿孔及釘鈕，制服章與恤衫相同
（十二） 航空及海上活動訓練
本支部之成員，可遵照總會所定航空活動或海上活動訓練之守
則，從事空中或海上活動。本支部不設樂行空童軍團或樂行海
童軍團，所有上述兩類活動為主之樂行童軍團，亦須穿著本會
所定之制服。 惟在 1980 年 11 月 1 日以前已開辦之樂行海童軍
團，仍可繼續穿著舊有制服。
（十三） 獎章計劃
分為會員章、樂行童軍肩章、樂行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詳
細內容及考驗標準，可參閱第二章「樂行童軍獎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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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考核流程
進度性獎章考核流程
章別

有關要求

預計需時

平均在 3 個
任何年齡由 18 歲
月內完成，
會員章 至 24 歲新加入的
不應超過 6
青年男女
個月

完成會員章
樂行童
及
軍肩章 宣誓成為樂行童
軍

樂行童
軍獎章

貝登堡
獎章

完成
樂行童軍肩章

完成
樂行童軍獎章

考

核

管理委員會安排
訓練和考核，由委
員會主席推薦，經
由團長批核。

注意事項

---

管理委員會安排
訓練和考核，經所
平均在
屬 團 長 批 核 及 推 樂行童軍成員在未開始進行
6 至 9 個月 薦，由樂行童軍區 考核之前，應該與所屬團長
內完成
長 或 助 理 區 總 監 磋商考核的細節安排。
（樂行童軍）確認
及簽發。
團長安排訓練和
考核，經區會確認
平均在
及推薦，由地域審
12 至 18 個月
批及簽發獎章，總
內完成
會確認及簽發證
書。

樂行童軍成員在未開始進行
考核之前，應該先行草擬各
考核項目的細節及成功標
準，然後與所屬團長磋商，
經團長確認後，方可進行考
核。

所屬地域總部總
監（樂行童軍）安
平均在
排考核，區總監及
12 至 18 個月
地域總監推薦，並
內完成
由總會審批及簽
發獎章和證書。

樂行童軍成員在未開始進行
考核之前，應該先行草擬各
考核項目的細節及預期成
效，然後與所屬團長磋商，
經團長同意後，方可與所屬
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
商討呈交考核計劃申請，獲
得所屬地域總部總監（樂行
童軍）確認後，方可進行考
核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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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樂行童軍獎章計劃
會員章

此章是由管理委員會安排訓練及考核，管理委員會主席推薦，經由團
長批核和頒發。
（1） 活動
1.1 參與最少 6 次團活動，其中最少 1 次是團或旅部所安排之活動
和 1 次戶外或海上活動。
1.2 團或旅部所安排之活動可包括綜合晚會、旅團聯合活動或旅團
開放日等活動。
1.3 戶外活動可包括旅行、遠足、露營、營火會或戶外團集會等。
1.4 海上活動可包括游泳、划艇、划獨木舟等訓練或活動。
（2） 理解
2.1 對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和國歌的認識：
2.1.1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並能說明其含意。
2.1.2 能辨認香港特別行政區區旗、區徽；並能說明其含意。
2.1.3 明瞭設立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2.2 對香港及世界童軍運動有普遍的認識：
2.2.1 對香港童軍運動的認識：
a) 香港童軍運動發展史略。
b) 各支部簡介：小童軍、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和樂行
童軍。
2.2.2 對世界童軍運動的認識：
a) 世界童軍運動始創人史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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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世界童軍運動發展史略。
c) 世界童軍運動現況。
（3） 禮節
3.1 認識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應有之禮儀。
3.2 認識升掛國旗、區旗及展示國徽、區徽時的注意事項及使用之
限制。
3.3 示範國旗和區旗的升掛方法。
3.4 認識童軍禮節及基本步操。
3.4.1 能夠辨別各支部成員的制服式樣；知道樂行童軍支部制服
的式樣及各徽章的正確佩戴方法和位置。
3.4.2 能夠認識領袖制服的式樣和辨別各職級標誌。
3.4.3 懂得使用及明瞭下列的禮節：
a) 徒手禮
b) 握手禮
c) 宣誓禮
3.4.4 明瞭下列的典禮儀式：
a) 升或展旗
b) 降旗
c) 宣誓
3.4.5 懂得基本集隊的口令和手號。
3.4.6 曾接受基本步操訓練，懂得包括原地和行進間的動作及口
令。
（4） 許諾
4.1 明瞭及能接納童軍誓詞及規律：
4.1.1 能夠背誦童軍誓詞和規律。
4.1.2 知道童軍誓詞及規律的基本意義。
4.1.3 願意在日常生活中，履行童軍誓詞及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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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行童軍肩章

考核流程
樂行童軍肩章是由管理委員會安排訓練及考核，經所屬團長批核及推
薦，由樂行童軍區長或助理區總監（樂行童軍）確認及簽發。
考核目的
樂行童軍肩章是樂行童軍支部有進度性訓練的初階，內容主要為一
些傳統童軍技能，透過由淺入深的要求，吸引參加者的興趣，從而提升
他們的童軍技能水平。樂行童軍活動，多姿多采，如能掌握多一些傳統
童軍技能，對他們將來的訓練和活動，有很大的裨益，而作為樂行童軍
成員，必須對童軍技能有基本之認識，才可以體會童軍運動的特色並為
將來的挑戰，奠下穩固的基礎。
考核方法
樂行童軍可透過團集會或由區、地域或總會所開辦的訓練班學習有
關技能知識和累積經驗。可以選擇用集會、活動和訓練之方式來完成樂
行童軍肩章的考核。樂行童軍在進行考核之前，必須知會管理委員會和
得到團長的認可，才可以開始進行考核。此外，樂行童軍需要填寫樂行
童軍肩章考驗表格（請參閱附錄四）
，經所屬團長批核及推薦，由區會確
認及簽發。如樂行童軍是由深資童軍團晉升，並已在深資童軍支部完成
深資童軍肩章者，可以選擇以協助其他樂行童軍完成樂行童軍肩章來代
替原有的考核。
考核內容
（1） 繩結
能夠以熟練的方法示範結紮 16 個不同類型的繩結及介紹其用途，
繩結包括有平結、接繩結、八字結、雙套結、繫木結、營繩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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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半結、反手結、曳木結、三套結、稱人結、消防椅結、四方
編結、十字編結、接棍編結。
（2） 露營活動
進行不少於 3 日兩夜的露營活動（可連續或累積計算），而活動必
須包括下列各項：
2.1 露營用品和裝備的認識
2.1.1 明瞭選用個人及小隊露營用品的原則。
2.1.2 懂得收拾個人背囊。
2.2. 營地工作
2.2.1 懂得如何選擇適當營地。
2.2.2 能夠架搭及拆卸兩款不同設計的營帳。
2.3 營地衛生
2.3.1 懂得如何保持營地的衛生和清潔。
2.4 膳食及炊事
2.4.1 懂得編排 1 份 3 日露營的餐單。
2.4.2 懂得使用安全氣體爐具。
2.4.3 能夠烹調其中 1 頓主餐。
2.5 野外生活技巧
2.5.1 懂得架搭三腳架及旗桿架。
2.5.2 懂得使用多用途摺刀。
2.6 自然和環保常識
2.6.1 明瞭防止山火的方法。
2.6.2 懂得保持郊野環境不受污染及遵守郊野守則。
（3） 先鋒工程
3.1 繩索認識
3.1.1 認識各類以天然物料和人造纖維製造的繩索的特性及性
能。
3.1.2 認識常用的繩藝、結繩及先鋒工程術語。
3.1.3 懂得繩和索的打理和保養、繩端處理、捲繞、束紮、檢驗
和儲藏。
3.2 先鋒工程用具
3.2.1 認識基本先鋒工程用具的使用和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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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了解和懂得使用各種工具的安全措施。
3.3 先鋒工程紮作
3.3.1 嘗試製作 1 個合符比例的先鋒工程模型。
3.3.2 與其他樂行童軍一起進行 1 次先鋒工程紮作活動。
（4） 原野烹飪
4.1 懂得利用指定數量的火柴及天然物品生火。
4.2 能夠運用非常規的器皿烹煮 1 熱飲及熱食。
（5） 救傷
5.1 懂得如何處理輕微割傷、蟲咬、刺傷、水泡、擦傷、曬傷及燙
傷。
5.2 懂得如何求救和收拾個人藥囊。
備註： 以上各項目所列的只是基本的認識，供參考和指引之用，惟領袖
必須因應其所屬成員的能力和經驗，在考核上採取彈性和靈活的
處理，如有任何疑問和意見，歡迎向其所屬區會、地域或總會有
關總監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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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行童軍獎章

考核流程
樂行童軍獎章是由所屬團長安排訓練和考核，經區會確認及推薦，由
地域審批及簽發獎章，總會確認及簽發證書。
考核規定
成員進行樂行童軍獎章考核，必須在完成樂行童軍肩章後才可以開
始。參加者必須在下列 8 個項活動中，有顯著之成就。
考核應注意事項
樂行童軍獎章是由團長全權負責考核（遠足項目除外）。樂行童軍在
未開始進行這獎章考核之前，應該充分明瞭這獎章考核之要求和有關標
準，並先行草擬各項目的細節及成功標準（請參閱附錄四），然後與所屬
團長磋商，經確認後，才可進行考核。
考核目的
透過獎章考驗過程，加強樂行童軍對整個童軍運動及社會的認知；協
助其個人發展和掌握一定程度的技能。同時，更藉這機會裝備自己，回饋
社會。此外，所有項目必須保留個人進度和參與紀錄，並以匯報的方式與
團員或其他人士分享獎章考驗過程中的各項體驗、反思、感受和得著，從
而加強自我的認識。
考核要求
樂行童軍必須完成 1 至 8 項，並參照各項目的要求或指引，選擇任何
1 種活動。在開始前先行計劃活動大綱、原因和預期成效，得到團長確認
後，方可進行。當完成各有關活動時，以匯報形式與團員或其他人士分享
該活動的過程和經驗，同時須呈交有關紀錄予區會和地域總部總監（樂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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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存檔。而所選項目只能視作完成 1 個項目，不能重覆使用。倘若以
總會或其他機構開辦的訓練課程或其他有關認可專業資格代替，必須事先
得到團長同意，並需進行匯報和呈交有關的紀錄和證明。
（1）服務
目的：樂行童軍的銘言是服務，因此成員透過在日常生活、學業、
工作、童軍活動及社交活動所得到的技能知識，以服務的形
式來回饋社會和童軍運動。同時亦藉服務他人的機會鍛煉成
員以身作則、協作能力、人際關係和熱心服務社會的品德。
參加者必須完成下列的（A）或（B）1 至（B）9 中任何 1 項，
或自行策劃 1 個相關和合適的項目：
（A）旅團服務
樂行童軍可選擇在其所屬旅團或其他旅團，擔任領袖或教練員
的工作不少於 6 個月，包括最少 18 次的團集會活動。
（B）社會服務
（1）接受 1 項專門訓練，例如失明人士點字、動物護理、青少
年輔導、手語等訓練。然後從事 1 項或多項不少於 3 個月
及最少 36 小時之服務。建議服務對象為長者、不同性質
的弱能人士、肢體殘障人士、單親家庭兒童等。
（2）考獲本會認可的成人急救證書或相同程度的資格，然後在
童軍運動或在外間擔任義務急救員或相關服務，為期不少
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的服務。
（3）考獲本會認可的拯溺證書或相關程度的資格，並在童軍運
動或外間擔任義務救生員或相關服務，為期不少於 3 個月
及最少 36 小時的服務。
（4）完成本會所主辦的任何 1 項教練員訓練班，以訓練班或活
動工作人員身份，協助總會、地域或區會舉辦該項訓練和
相關活動工作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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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本會屬下任何營地或童軍物品供應社，以義務工作人員
身份，進行相關服務工作不少於 6 個月及最少 18 次的出
席紀錄。
（6）在本港任何志願機構或非牟利團體，以義務工作人員身
份，進行不同類型之社區服務工作不少於 6 個月及最少
18 次的出席紀錄。
（7）完成本會或外界團體主辦的技能訓練班，於所屬支部以外
單位進行服務，該服務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
其工作必須包括活動籌劃、程序編排、工作分配及事後檢
討等項目。
（8）參觀兩個或以上的政府或社會服務機構，如醫院、警署、
消防局、慈善護理安老院和青年服務機構等，找出其推行
工作方法，面對之困難及所需之援助等。以匯報形式向團
員或外界人士報告其所得資料及建議改善方法。
（9）參加並完成 1 個由本會認許之「共融大使」訓練班，並協
助安排相關活動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
（2）童軍知識
目的：加強成員對童軍運動之認識，培養成員的歸屬感。參加者必
須完成下列各項：
2.1 明瞭香港童軍總會的組織及架構和各支部的訓練目的及方法。
2.2 完成總會認可的樂行童軍啟導班。
2.3 閱讀任何 1 本有關童軍運動的典籍，並將閱讀報告之感想與其
所屬團員或其他人士分享。有關典籍包括童子警探（Scouting for
Boys）
、樂行成功之道（Rovering to success）
、森林故事（Jungle
Story）等。
（3）自我發展
目的：旨在讓成員透過日常社交、校園生活、工作及社區的經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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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機會，探討社會所發生的事物對個人價值觀的影響，
並作出描述、反思得失，從而找出答案和方向，推動個人發
展，達到持續發展及學習的目的。活動主題可以包括個人理
財、衛生教育、健體與纖體、食物與營養、婚姻制度、持續
進修、認識各行各業、工會組織、家庭計劃等項目。參加者
可選擇下列其中 1 項或選擇其他適合的相關項目，惟事前必
須得到所屬團長同意才可進行：
3.1 對本港的家庭生活教育進行研究和探討，並邀請有關專業人士
向團員講解和討論。
3.2 研究和探討本地工會活動，瞭解它們的工作、組織架構、財政、
推行會務方法和會員資格，然後向團員作出匯報，並邀請 1 名
工會成員出席活動，就工會活動作主題性討論。
3.3 搜集兩種性質不同職業之資料，包括工作性質和內容，入職要
求資歷、受訓機會、薪金、晉升機會、前途及服務條件等，編
撰報告及與團員討論和分享有關資料。
3.4 研究和探討健康教育問題，邀請有關專業人士向團員講解或發
表意見，研究範圍可包括吸煙的禍害、纖體、濫用藥物、食物
與營養、牙齒保健、預防性病、家庭計劃、健康睡眠、皮膚護
理及個人衛生等問題。
3.5 以 1 個經常引起意見衝突之家庭問題，安排團員探討和描繪問
題的情況，所引起之衝突和解決辦法。
3.6 認識 3 個不同宗教信仰的教義、起源和歷史故事，並向團員介
紹和討論該 3 個不同宗教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
（4）人際關係
目的：旨在讓成員透過在校園、辦公室及工作的地方或團體活動
中，體驗不同溝通技巧和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道，並作出描述、
反思得失，從而發展協作能力、溝通能力、批判性思考能力、
解決問題能力和自我管理能力。活動主題可包括社交禮儀、
求職和面試技巧、策劃活動的技巧等。樂行童軍可選擇下列
其中 1 項目或選擇其他適合的相關項目，惟事前必須得到所
屬團長的同意才可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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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與所屬團員或其他樂行童軍團組成 1 個工作小組，策劃活動。
工作可包括籌備、財政及其他活動安排。
4.2 持續協助所屬樂行童軍團出版定期刊物，可包括電子刊物，為
期 6 個月或以上。
4.3 擔任團管理委員會之核心成員如主席、司庫、文書或公關等，
積極執行團管理委員會之工作或在所屬旅團負責與外界聯絡工
作，為期 6 個月或以上。
4.4 與其他青年中心或成人組織之小組聯合舉辦單項或一連串之活
動或比賽。
4.5 參觀兩間不同主辦機構之青年服務中心，研究其設施、會議場
地、組織架構、活動節目、財政、管理、會員參與決策之機會
及一般會員活動性質，將之與所屬旅團比較，並向所屬團長呈
交報告和在團集會中與團員分享。
4.6 在童軍以外的團體或組織，如學生會、校友會、體育會、旅行
隊、業主立案法團、屋村互助委員會等，擔任管理之核心成員，
如主席、司庫、文書或委員等工作，為期 6 個月或以上。
4.7 主持 1 個晚會，可包括策劃和籌備、邀請嘉賓和參加者、佈置
場地、節目安排及款待客人等。
（5）擴闊視野
目的：透過參與活動，讓成員加強對祖國的認識、培養愛國情懷、
擴闊國際視野和認識新朋友。參加者必須完成下列（A）或（B）
任何 1 項或選擇其他適合的相關項目，惟在事前必須得到所
屬團長的同意才可進行：
（A）家國情懷
（1）認識國家： 知道中央政府的架構及各主要機構的功能。
（2）參加 1 個以內地生活為主題及有不同階層人士出席的活
動，並將過程與團員分享、討論及交流經驗心得。
（B）國際視野
（1）交流活動： 參加 1 個以外國旅遊或生活為主題的講座，
將內容與團員分享、討論及交流經過心得。

-17-

（2）海外活動： 組織或參加 1 個境外的活動、訪問、旅遊或
文化交流，並將活動過程與團員作匯報及分
享。
（6）個人興趣
目的：旨在鼓勵成員培養和發展個人興趣。樂行童軍可根據自己的
專長、興趣和愛好選擇合適的項目進行考核或選擇參與其他
新的項目，學習新事物及技能從而培養新興趣。
要求：從事 1 項為期不少於 1 年，而在每月參與不少於兩次的相關
活動。當樂行童軍完成考核後，應對其選擇的活動十分熟識，
並且能夠掌握到相當熟練的技巧。
選項：參考的項目可包括釣魚、駕駛汽車、手工藝、美術、音樂、
搜集、盆栽、舞蹈、烹飪等。
（7）童軍技能
目的：鼓勵童軍成員積極提升本身的童軍技能水平，項目包括：
7.1 繩結
能夠示範及應用以下繩結︰雙稱人結、繩梯結、雙接繩結、漁
人索、漁人結、馬賊結、吊板索、繩尾結、皇冠結、繩端織結、
鳳眼織結、三腳架編結及瓶口結。
7.2 露營知識
7.2.1 營地工作： 包括選擇營地、營區分配、營地佈置及營地紮
作。
7.2.2 營地衛生： 包括污水及廢物的處理、曬營、營地檢查及個
人和小隊用品的處置方法。
7.2.3 膳食及炊事：包括廚區的擺設、懂得在不同天氣下食物的
儲藏方法及能夠烹調食物。
7.2.4 策劃技巧： 包括策劃 1 個為期兩天或以上的小隊露營。
7.2.5 在郊野外進行不少於 4 晚的露營活動（可累積計算）
，同時
提交露營紀錄或營地日誌。
7.3 先鋒工程知識及應用，內容包括：
7.3.1 槓桿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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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運用套拉繩方法。
7.3.3 西班牙絞盤法。
7.3.4 椿躉及穩定物體的原理：3-2-1 椿躉法、簡單木柱穩定法、
「死佬」（埋藏）椿躉法、粗樹桿連木柱椿躉法。
7.3.5 單和雙滑輪的使用法。
7.3.6 完成 1 項先鋒工程紮作，如紮結瞭望台、木筏等。
7.4 原野烹飪
參與 1 次原野烹飪活動，烹調不少於 4 人份量的膳食。
7.5 救援
完成下列其中 1 項認許資格的訓練，考獲有效的證書或資格：
7.5.1 成人急救證書
7.5.2 消防教練員訓練班
7.5.3 家庭護理證書
7.5.4 拯溺證書
7.5.5 獨木舟救生證書
7.5.6 其他相類同的訓練資歷
（8）探險（請參閱附錄一）
目的：透過策劃及完成遠足旅程，鍛煉成員的團隊合作精神及領導
才能，從而挑戰自我及體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參加者必須
完成下列（A）及（B）兩項：
（A）完成深資童軍、樂行童軍或領袖遠足訓練班、由香港攀山總會
認可之 2 級山藝訓練班或其他類同的訓練。
（B）可選擇以徒步、踏單車或划艇等方法進行 1 次為期 3 日兩夜或
以上之探險旅程。考核範圍包括以 3 至 5 人為 1 小隊，如包括
男女成員，必須為男女各兩名，惟所有參與成員必須未進行樂
行童軍獎章之探險項目的考核，並必須完成不少於 40 公里距
離的旅程。而各成員須於旅程中擔任重要工作，並完成 1 項事工。
備註：（1）任何 1 項活動，只能當作完成本獎章範圍內其中 1 項活動，
不能重覆使用。
（2）活動標準必須得到團長確認或持有總會認可之訓練班證書。
（3）如所屬團長同意，參加者在外界所考獲的專業資格，可當作
完成本獎章課程的部分規定。
（4）遠足項目必須由總會認可之遠足審核員負責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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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登堡獎章

考核流程
貝登堡獎章是由所屬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安排考核，區總監及
地域總監推薦，總會審批及簽發獎章和證書。
考核規定
成員必須完成樂行童軍獎章後才可以開始貝登堡獎章的活動。樂行童
軍團長如獲得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的同意，可自行委任審核員考
核貝登堡獎章內任何課程，但不包括探險項目。
考核目的
延續樂行童軍獎章的遞進式訓練，以自我策劃的方式，完成本支部的
最高獎章。從計劃至實踐過程中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學習童軍知識、技
能及態度，提高個人的裝備；透過參與社會服務和國際活動，加深各成
員對社會及國家的認識，增強公民的使命感。此外，在自我策劃的訓練
模式中，使成員懂得未雨綢繆、持續進修及自我增值，明白到裝備自己
的重要性。成員在進行獎章的各項活動時，亦需作較深入的分析和演繹，
配合個人領導才能，達至較高水平的合作性及主動性的要求。
考核方法
樂行童軍在未開始進行考核之前，應該先行草擬考核項目的細節及預
期成效，然後與所屬團長磋商，經團長同意後，方可與所屬地域總部總
監（樂行童軍）商討呈交考核計劃申請，獲得所屬地域總部總監（樂行
童軍）確認後，方可進行考核的活動（請參閱附錄四）。參與成員需要：
1. 以匯報形式與他人分享所選活動的經歷和感想；
2. 帶領小組討論；及
3. 保留有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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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活動只能當作完成本獎章範圍內其中 1 項活動，不得重覆使用，
亦不能與樂行童軍獎章的考核項目有所重覆。倘若以總會或其他機構所
主辦之訓練課程或有關認可專業資格代替，必須事先得到團長同意及推
薦，再呈交地域有關總監確認，方為有效。
考核要求
貝登堡獎章共有 8 大項目，分必選項目和選擇項目兩大類，樂行童軍
須完成其中 6 個項目。服務、童軍技能和探險為必選項目；而童軍知識、
個人興趣、擴闊視野、人際關係和自我發展為選擇項目，樂行童軍可從 5
個選擇項目中選取其中 3 項作為本獎章之考驗項目。
（1）服務（必選項目）
目的：秉承樂行童軍的傳統精神，以服務社會及童軍運動為己任。
方法：透過直接參與服務以回饋社會和童軍運動，並養成熱心社會
服務的良好品德。
要求：服務時數為不少於 9 個月，包括不少於 18 次的集會、活動或
出席紀錄。樂行童軍須負責策劃、執行及檢討等過程。可供
參考的項目如下：
1.1 在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或特能童軍單位
擔任領袖或教練員。
1.2 在總會、地域、區或童軍知友社屬下之營地、活動中心或其他
非牟利團體所主辦之弱能人士中心、庇護工場或青年中心擔任
義工服務。
1.3 與其他樂行童軍及同齡青年人策劃、組織和進行 1 項或多項連
續性之服務工作計劃。
1.4 獲取任何 1 種資歷，並從事有關服務，而該項服務是需要有特
殊技能資歷才可進行（如手語、盲人點字等）
，服務機構必須為
非牟利慈善服務團體。
（2）童軍知識（選擇項目）
目的：藉專題研習使成員對童軍運動的歷史及發展有深層次的了
解。
方法：參加者可選擇下列其中 1 項或自行擬定相關題目進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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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童軍運動歷史為題目，然後進行研究。其後與所屬團員或友
好旅團成員作出匯報。
2.2 就現行童軍運動的發展為主題，撰寫一篇專輯，包括進行專題
訪問，資料收集及意見分析，並將結果與所屬團員或友好旅團
成員作出匯報。
（3）自我發展（選擇項目）
目的：讓成員透過日常生活、學業、工作及社交的經歷，不論如意
或失意、順境或逆境、成功或失敗，作出描述、反思得失。
重點在於如何訂定和計劃目標並進行實踐，達至持續發展。
方法：自行選擇 1 項活動主題，如個人理財、家庭計劃、衛生教育、
食物營養、婚姻指導、持續進修、職業資料、工會組織等。
樂行童軍可選擇下列建議項目其中 1 項或自行擬定 1 個相關
項目。
3.1 以所居住地區或一些舊區進行資料搜集，調查該區內的社區服
務設施，製作一些社會及福利服務指南並在區內派發，以便有
需要人士參考。
3.2 計劃考取 1 項教育、職業或專業資格，定期向團員介紹學習過
程和感受，並在獲得該資格後向團內及團外人士介紹有關資
格、學習過程和分享感受。
3.3 參加 1 個由認許教育機構主辦，為期最少 6 個月及最少有 24 課
節之訓練課程或學術課程，定期向團員介紹學習過程和感受，
並在完成課程後向團內及團外人士介紹有關課程、學習過程和
分享感受。
3.4 與其他樂行童軍及同齡青年人從事 1 項調查及研究本地社會問
題的工作，並將研究結果向團內及團外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作
出匯報。
3.5 探討社會上各階層的理財觀念和問題，向團內及團外人士及深
資童軍團員匯報結果，並討論解決問題的辦法。
3.6 探討及研究 1 種不良嗜好或習慣，其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
響，並找出戒除這種嗜好或習慣的方法及途徑，描述期間會遇
到的困難，並向團內及團外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作出匯報，並
討論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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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際關係（選擇項目）
目的：讓成員透過日常社交、校園生活及工作環境，學習和體驗與
別人溝通和各種技巧，將實踐經驗作出描述，並訂定和計劃
目標進行實踐、反思得失，體驗與人相處之道，發展協作能
力、溝通能力、批判性思考能力、解決問題能力、自我管理
能力和研習能力等。
方法：自行選擇 1 項活動主題，例如：社交禮儀、求職及面試技巧；
有系統的策劃各種活動、訓練、服務等。樂行童軍可選擇下
列建議項目其中 1 項或自行擬定 1 項相關項目：
4.1 與最少 3 名樂行童軍組成 1 個工作小組，策劃 1 項地域或區會
之活動，並積極參與工作小組核心工作，從而體驗合作精神。
活動形式建議為週末或假日之大型活動，或圍繞 1 個主題之連
串性集會服務計劃。
4.2 在 1 間非牟利志願服務機構協助累積服務工作超過 36 小時，及
其後向樂行童軍團員講述服務經驗和心得。
4.3 深入研究本港一些社會問題，訪問有關人士並收集意見，利用
照片、錄音、剪報或其他方式公佈研究結果，並提出解決方法。
4.4 學習款待禮儀，於區會或旅部舉行 1 個晚會，並負責籌備和主
持，包括發出邀請信、佈置、接待及安排娛樂節目等。
4.5 幫助失明人士或行動不便人士打理日常家務累積達 36 小時，包
括外出活動及購物等。完成服務後，將詳細工作紀錄、所遇到
之困難、解決方法等寫成報告，並呈交報告及向團員分享經驗。
4.6 協助 1 間非牟利志願服務機構推行 1 個活動工作達 3 個月或以
上，並呈交有關活動紀錄及向團員分享經驗。
4.7 與其他樂行童軍團組成 1 個聯合委員會，合力策劃及執行 1 項
聯合活動計劃，如訓練活動、服務計劃、生活體驗等。
（5）擴闊視野（選擇項目）
目的：藉著參與交流活動，擴闊視野，增廣見聞和結交不同文化背
景的朋友。
方法：參加者可選擇下列項目其中 1 項或自行擬定 1 個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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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參與童軍國際性交流活動，例如：樂行童軍大會、世界或地區
性大露營、青年論壇等，並與團內及團外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
分享活動經驗。
5.2 策劃及籌備 1 次在香港或境外地方舉行的交流活動，必須包括
有不同國籍人士參與，並與團內、外界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分
享活動經驗。
5.3 與其他樂行童軍團一起策劃及籌備 1 次國內交流或生活體驗活
動，活動完結後，與團內、外界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分享活動
經驗。
（6）個人興趣（選擇項目）
目的：鼓勵成員持續發展其個人興趣或將個人的興趣推介予其他成
員，一起分享箇中樂趣。
方法：在樂行童軍獎章「個人興趣」項目中已選作考驗的項目，繼
續進行為期不少於 12 個月的活動，惟所選項目必須有進度性
或包括不同程度的參與。樂行童軍亦可選擇其他項目，惟須
得到有關地域總監的同意方可進行。
活動範圍： 興趣活動可包括：將有關興趣為題材舉辦專題演講、展
覽、訓練營、活動日、公開表演、比賽等；或擔任有關
興趣項目導師、助教、義工、評判等。樂行童軍必須於
活動完結後以匯報形式向審核員匯報，並與團內、外界
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分享活動經驗。
（7）童軍技能（必選項目）
目的：旨在鼓勵成員繼續提升童軍技能，或協助其他人士發展其他
童軍技能；透過與其他童軍成員合作和分享，體驗童軍運動
的意義及樂趣。
方法：完成下列各項：
7.1 繩結及先鋒工程
計劃及實踐 1 個或以上具教導性質之活動或訓練，以協助其他
樂行童軍或其他支部成員完成事工。樂行童軍可選擇下列建議
之項目或自行擬定其他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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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曾協助不少於 3 名樂行童軍完成 1 項先鋒工程紮作，例
如：空中走廊、馬騮橋、瞭望塔等大型紮作。
7.1.2 協助區會、地域或總會所舉辦之繩結訓練班，並主力教授
結繩技巧。
7.1.3 協助區會、地域或總會所舉辦之先鋒工程訓練班或活動，
並主力協助指導先鋒工程技巧。
7.2 原野烹飪
用天然物品生火，並以原野烹飪方式，烹調下列全部食物：
7.2.1 烹飪的食物包括蔬菜、家禽、魚、飯及湯。
7.2.2 以不同的方法烹調食物，包括：煎、 炒、焗、炆、炸、蒸
及煮等。
7.3 露營
7.3.1 標準露營 6 晚或以上，可連續或累積計算。
7.4 救援
參加者必須選擇較樂行童軍獎章程度為高的資歷或選擇完成與
樂行童軍獎章不同的項目，可供參考項目有：
7.4.1 成人急救證書
7.4.2 消防教練員訓練班
7.4.3 家庭護理證書
7.4.4 拯溺證書
7.4.5 獨木舟救生證書
7.4.6 其他相類同的訓練資歷
（8）探險（必選項目）（請參閱附錄一）
目的：培養樂行童軍有「行萬里路」的原野探索精神。透過進行有
計劃的野外旅程，使樂行童軍從大自然中獲得寶貴經驗，實
踐獨立自主精神，並能懂得欣賞及愛護大自然。
方法：樂行童軍應根據個人的興趣和能力，選擇合適的項目。樂行
童軍可選擇下列（A）或（B）項或自行擬定 1 個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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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利用徒步、踏單車、划艇等方法，進行 1 次為期 4 日 3 夜或
以上之探險旅程。樂行童軍可選擇於境內或海外進行，惟必
須在野外陌生地區進行。而境內與海外之考驗標準則相同。
考驗範圍包括：以 3 至 5 人為一小隊，進行不少於 80 公里的
旅程，並完成兩項事工。如包括男女成員，必須為男女各兩
名。
（B） 參與並完成 1 次慈善的步行或類似活動，其距離不少於 100
公里。例如樂施毅行者、行路上廣州等有意義的慈善活動，
並於活動後向審核員提交報告及向其他團員作出匯報，一同
分享活動的經驗和感想。
（9）會面
與地域總監及區總監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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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樂行童軍支部
陸上遠足訓練課程範圍及考核要求
（1）地圖及指南針使用
1.1 地圖：定義
遠足用地圖種類
覆摺地圖方法
地圖袋的使用
圖邊資料的認識
1.2 比例及距離： 比例表示法
在地圖上量度距離的方法
在郊野中利用步距原理，實地量度距離的方法
1.3 習用圖例： 習用圖例
地圖上所用顏色的意思
在實地上辨認地面事物
1.4 等高線及地勢： 等高線表示地勢圖形
在實地上利用地面事物，校對地圖
計算兩地間彼此能見的可能性
1.5 地圖坐標： 網格坐標的原理
6 位及 8 位數字的網格坐標法
網格坐標量度計（ROMER）的運用
1.6 指南針使用： 常用指南針的種類
指南針方位表示法（分或度）
磁北方位及網格方位
磁北偏距
倒向方位相交法（RESECTION）找尋本身所在
位置
1.7 不利用指南針找尋方向：利用太陽及星座找尋方位
1.8 計劃旅程的基本知識：
1.8.1 崎嶇捷徑和易行遠途間的取捨
1.8.2 上高落地與繞山而行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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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路途障礙的難度
1.8.4 地面情況
1.8.5 個人體力
1.8.6 保持體能
1.8.7 晚間渡宿及取水地點
1.8.8 釐定旅程計劃
（2）遠足用品
2.1 背囊的選擇及背負重量的研究
2.2 個人及小組遠足露營用品
2.3 遠足衣著及鞋靴
2.4 收拾背囊及各類用品
2.5 用品保養
（3）露營技術
3.1 營地選擇
3.2 架卸遠足用營帳
3.3 熟習下列繩結及用法：
平結、接繩結、雙套結、繫木結、稱人結及縮繩結
3.4 個人清潔衛生
3.5 天文台天氣報告的認識
3.6 惡劣天氣下戶外生活技巧
（4）食物與炊事
4.1 各類氣壓爐使用及保養
4.2 輕便炊具的運用
4.3 遠足食物
4.4 輕便炊具炊事法
4.5 緊急食糧
4.6 食物儲藏及衛生知識
（5）安全知識
5.1 收拾 1 個個人遠足用藥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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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持有由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或香港紅十字會發出之有效急救證
書，或熟習處理：
普通割傷、擦傷、蟲咬、刺傷、燒傷、燙傷、外出血、休克、
簡單骨折、不省人事、懷疑中毒、中暑、人工呼吸和搬運傷者
的方法。
5.3 應付在山野中可能遇到的危急情況：如暴寒、蛇咬、暴雨、濃
霧、雷暴等。
5.4 認識如何傳發國際山區求救訊號和摩士密碼的 S.O.S.求救訊
號。
（6）郊野守則
6.1 認識及履行郊野守則： 切勿隨意生火
切勿隨地拋棄廢物，必須保持郊區清潔
切勿污染引水道、河道及水塘
切勿損害野生植物及鳥獸
切勿破壞農作物，必須愛護農民財產
愛護郊區，保持大自然美景
（7）旅程報告
7.1 旅程報告的準備及寫作方法。
7.2 旅程報告的寫作方式和表達手法，因人而異，惟其內容宜包括
下列各點：
基本資料： 遠足前的計劃和準備工作
原定之旅程及程序
遠足隊成員介紹
遠足日期及作息表
遠足地區概況
天氣情況
用品清單
所行路程
財政開支
食物
事後檢討（行程、食物、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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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動概錄： 沿途所見事物、地理情況
沿途突發或有趣事物的描述及繪圖
遠足日誌
營地報告： 位置
面積
營地佈置及描述
附近資源
營地草圖及平面圖
（8） 遠足事工
8.1 遠足事工的意義及進行方法
8.2 事前資料搜集
8.3 確定事工主題及範圍
8.4 編撰事工報告方法
（9） 實習
參與最少 1 次兩日 1 夜的遠足活動。旅程之距離應不少於 20 公里。
（10）評核
為確保樂行童軍遠足水準，樂行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內探險項
目之遠足考核，必須由本會遠足審核員擔任。樂行童軍獎章遠足
審核員可由所屬樂行童軍團長安排，而貝登堡獎章遠足審核員，
須由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負責安排。
（11） 考核要求
11.1 遠足訓練
無論樂行童軍獎章或貝登堡獎章探險項目之遠足考核，必須
在事前完成由總會認可的遠足訓練課程，包括深資童軍、樂
行童軍、童軍領袖遠足訓練班或由香港攀山總會認許的 2 級
山藝訓練班（須補充旅程報告部份）或其他相類同的訓練。
11.2 旅程日數和距離
樂行童軍獎章：3 日兩夜或以上及不少於 40 公里的旅程。
貝登堡獎章： 4 日 3 夜或以上及不少於 80 公里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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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參與人數
為能夠充份發揮小隊團隊精神，參與考核之人數不宜過多，
人數組合以 3 至 5 人為佳。如包括男女成員，必須為男女各
兩名。
11.4 事工
11.4.1 進行樂行童軍獎章考驗者須完成 1 項事工。
11.4.2 進行貝登堡獎章考驗者須完成兩項事工。
11.5 計劃書
所有進行考核之樂行童軍必須於旅程前最少兩個月將旅程計
劃書及事工計劃書遞交予負責考核之遠足審核員參閱。
如進行考核之樂行童軍選擇以海外遠足為考核項目，則必須
於旅程前最少 3 個月或更早時間將旅程計劃書及事工計劃書
遞交予負責考核之遠足審核員參閱。
11.6 報告書
每名進行考核之樂行童軍必須於旅程後 1 個月內將旅程報告
書及事工報告書遞交予負責考核之遠足審核員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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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樂行童軍「社區參與章」計劃

樂行童軍「社區參與章」計劃乃由青少年活動署有關活動總監全權
負責組織及推行。樂行童軍如達到此計劃之各項要求，可獲頒樂行童軍
支部之社區參與章。
宗旨及目的
社會變遷對青少年有重要的影響，要在社會中發揮所長，必須追求新
知識，學習適當技能，培養正確態度，更要認識自己周遭的世界，貢獻
自己的力量。樂行童軍「社區參與章」計劃旨在培養助人的精神，並鼓
勵多關心周圍的事物，透過個人或集體力量，用行動參與社區事務，透
過社區教育、發展及服務模式，主動了解社會上的各種需要，認識與生
活息息相關的政策，培養公民責任感，幫助建立 1 個有進步及互相關懷的
社會。
課程大綱
計劃分別由甲部的專題研習班及乙部的實習部份所組成，而專題研習班
設有下列 7 個課題，包括：
（一） 環境清潔及衛生
（二） 肅貪倡廉
（三） 撲滅罪行
（四） 藥物教育
（五） 平等機會
（六） 愛滋病預防教育
（七） 尊重知識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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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者必須於 6 個月內完成下列各項：
（甲） 完成總會認許專題研習班（可選 1 項或多項課題），並能：
1. 述說所選課題的相關知識、列舉應有的技巧及態度；
2. 闡述社區參與的意義、模式及方法；及
3. 述說如何有效策劃及組織社區參與活動。
（乙） 完成研習班中所選課題的實習部份，並完成下列各項要求：
1. 完成專題研習班所選課題的個人紀錄冊，搜集相關資料以加強
其內容，並附加個人評論；
2. 以小組形式完成 1 份由班領導人指定之專題研習，於班內或公
開發佈及討論，並呈交研究報告書；及
3. 獲班領導人同意下，以小組形式協助推行 1 項由香港特別行政
區政府（或政府註冊的社會服務機構）所舉辦的活動；或以小
組形式自行組織、策劃及推行 1 項社區服務，並須呈交活動計
劃書及活動報告書予審核員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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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樂行童軍啟導班課程概要
目的
樂行童軍啟導班是樂行童軍獎章內之必選項目，旨在透過啟導課程讓
樂行童軍成員對所屬支部有一個概括的認識，引領成員體會及明白「樂
行之道」，並明白到樂行童軍訓練為他們必須經歷的一個發展進程。
對象
為新加入之樂行童軍成員、即將進行樂行童軍獎章考驗的成員及對樂
行童軍活動有興趣的年青人。
課程內容
1. 樂行童軍之歷史和沿革
2. 訓練目標
3. 團的組織架構和行政管理
4. 獎章制度
5. 活動與訓練
如何開辦啟導班
樂行童軍啟導班必須經由總會、地域或區會之樂行童軍支部總監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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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參考表格

樣 版
樂行童軍肩章考驗申請表格

（1）個人摘要
姓
名 （英文）
出生日期
通 訊 地 址 （英文）
（中文）
聯 絡 電 話 （日間）
宣誓日期
旅團資料 旅
入團／晉團日期
童 軍 經 驗 （ 年 ） 小童軍
其他經驗（如有）
（2）考驗計劃：
項 目
1. 繩
結
2. 露
營
3. 先鋒工程
4. 原野烹飪
5. 救
傷
（3）確認及批核：
申請人簽署 ：
面 見 日 期 ：
團
印 ：
日
期 ：

編號：
（中文）
身份證號碼
相 片
（夜間）
紀錄冊號碼
團

區

幼童軍

地域

童軍

深資童軍

領袖

計 劃 內 容

開展日期

團 長 簽 署 ：
批 核 日 期 ：
助理區總監（樂行童軍）／樂行童軍區長簽署：

樂行童軍獎章考驗申請表格
（1）個人摘要
姓
名 （英文）
出生日期
通 訊 地 址 （英文）
（中文）
聯 絡 電 話 （日間）
宣誓日期
旅團資料 旅
肩章頒發日期
（2）獎章考驗計劃：
項 目
（A）旅團服務
1. 服
務
（B）社會服務
2. 童軍知識
3. 自我發展
4. 人際關係
（A）家國情懷
5. 擴闊視野
（B）國際視野
6. 個人興趣
7. 童軍技能
8. 探
險
（3）確認及批核：
申請人簽署 ：
面 見 日 期 ：
團
印 ：
日
期 ：
地 域 印 ：
日
期 ：

樣 版

編號：
（中文）
身份證號碼
相 片
（夜間）
紀錄冊號碼
團

區

地域

計 劃 內 容

開展日期

團長簽署 ：
批核日期 ：
助理區總監（樂行童軍）／樂行童軍區長簽署：
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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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版

貝登堡獎章考驗申請表格
（1）個人摘要
姓
名 （英文）
出生日期
通 訊 地 址 （英文）
（中文）
聯 絡 電 話 （日間）
宣誓日期
旅團資料 旅
樂行童軍獎章頒發日期

編號：
（中文）
身份證號碼
相 片
（夜間）
會員證號碼
團

（2）獎章考驗計劃：
項 目
1. 服

區

地域

計 劃 內 容

務（必選項目）

2. 童軍知識（選擇項目）
3. 自我發展（選擇項目）
4. 人際關係（選擇項目）
5. 擴闊視野（選擇項目）
6. 個人興趣（選擇項目）
7. 童軍技能（必選項目）
8. 探

險（必選項目）

（3）確認及批核：
申請人簽署 ：
團
印 ：
助理區總監（樂行童軍）/樂行童軍區長簽署：
知會日期：

團 長 簽 署 ：
面見及確認日期 ：
地域總部總監（樂行童軍）簽署：
批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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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日期

附錄五
樂行童軍制服（一）
1
2
3
4
5

6

11

17

12

18

13

19

14

20
21

15
22

7
23
8
24
9
25
16

1. 樂行童軍肩章
2. 公教章
3. 旅章
4. 支部最高獎章標誌
5. 區章
6. 香港章
7. 地域章
8. 社區參與章
9. 草青色長褲
10. 黑色短襪
11. 綠色軟帽
12. 綠色領呔 ¿
13. 旅巾 ¿
¿備註：需視乎不同場合而佩戴。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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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色恤衫
皮帶
黑色皮鞋
金屬帽章
服務年星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銀章／金章
優異航空章／舵手章
拯溺章
樂行童軍獎章／貝登堡獎章
會員章
草青色半截裙
肉色尼龍無花襪褲

樂行童軍制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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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兆佳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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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森 先生

譚偉才 先生

鍾文龍 先生

佘穗全 先生

梅志強 先生

黎嘉恩 先生

何冠群 先生

關

祺 先生

李兆森 先生

工作小組成員
黃雅雯 小姐（主席）

周汶珊 小姐

陳傑禮 先生

黃錦良 先生

李榮豐 先生

陳駿雄 先生

陳志豪 先生

蕭永銘 先生

周帆風 先生

黃健敏 先生

劉凱欣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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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曦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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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熙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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