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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章 

 

一、 展示下列其中四項製成品並向評核員簡單介紹製作材料工具及過程： 

1. 一個別出心裁的刺繡圖樣 

2. 布料印花，可用印花雕版、馬鈴薯刻印或用網板或紮染（半調色製版用

的網孔或沙孔玻璃） 

3. 一個木偶或布偶 

4. 一件雕刻品（用容易雕塑的材料，例如：石膏、黏土、蠟、木材、肥皂

等） 

5. 一件陶器 

6. 一隻籃子或編織一件裝飾品   

7. 一件皮革物品   

8. 一張手編地毯或一件裝飾品（可用碎布、麻或繩等） 

9. 一款鑲嵌工藝完成花樣或圖案   

10. 其他工藝品（評核前應先知會評核員） 

 

二、評核時帶同一件半完成的作品在評核員面前展示你的手藝。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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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章（初階） 

 

一、 用記錄簿收集一些可以自行裝嵌的小型木器圖解。 

二、 詳述或示範下列各項： 

1. 準確量度的方法。 

2. 釘及螺絲釘的使用。 

3. 膠水及黏合劑的使用。 

4. 簡單之木榫使用。 

5. 砂紙打磨。 

6. 不同的著色方法。 

7. 木工常用的工具之用途，如：鎚、鋸、螺絲批、尺規、鉋、鑿等。   

三、 展示及介紹三種木工常用的木材。 

四、 製造一件簡單木器並詳細列出所需材料、配件以及製作過程。 

五、 示範正確之敲釘方法。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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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章(進階) 

 

 

持有木工章（初階）之女童軍方可參與評核 

 

一、 製造一件實用的物品，必須包括下列其中一項：木榫、鉸或鎖。 

二、 列出木工用油漆之種類及其用途。 

三、 介紹最少四種不同之釘、螺絲批，四種不同的鋸及其用途。 

四、 示範或說明一種水松板之安裝方法。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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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與儀式章 

 

一、 向評核員詳述步操的目的和意義。 

二、 詳述一次參與女童軍儀式的難忘經歷（例如：世界靜思日、晉陞、宣誓等）。 

三、 正確示範下列個人基本步操： 

1. 立正（Atten–SHUN）  

2. 休息（Stand–at–EASE）  

3. 左轉（Left–TURN）  

4. 右轉（Right–TURN）  

5. 後轉（About–TURN）  

6. 原地踏步（Mark–TlME） 

7. 開步走（Quick/Foward–MARCH） 

8. 停步（HALT） 

9. 集合（Fall–IN） 

10. 暫時解散（Fall–OUT） 

11. 解散（Dis–MlSS） 

12. 女童軍敬禮及全禮（The Guide Sign & Salute） 

13. 頒贈禮儀 

四、 1.  由領袖帶領隊員示範：（任何應考女童軍必須以小隊長身份進行） 

a.  點名儀式 

b.  馬蹄形儀式 

2.  向評核員解釋上述儀式 

五、 示範下列旗幟儀式：(任何應考之女童軍必需為持旗者） 

1.  升降旗 

2.  持旗方式（Flag at the Order , Flag at the Carry） 

3.  展旗（包括摺旗） 

4.  馬蹄形授旗 

六、 展示下列圖片並作介紹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2.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3. 世界旗 

4.  香港女童軍旗 

5. 隊旗 

  

七、 撰寫一篇禱文或選取一反思的文章，並向評核員朗讀。 

 

八、籌劃一次宣誓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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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與儀式章 

 

備註 

如委任領袖為以下其中一項，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1. 於 2009 年 9 月前獲委任 

2. 完成專項訓練課程─步操與儀式研習坊 

3. 委任步操與儀式指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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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製造章 

 

一、 完成下列其中兩項： 

1. 用碎布製造一件玩具 

2. 用木料或膠片製造一件玩具 

3. 製作一個棋盤遊戲  

4. 利用廢物製造一件玩具  

5. 利用其他物料製造一件有趣的玩具 

二、 介紹在玩具產品上常見的標籤。 

三、 如何為不同年齡階層的小童選擇玩具及需注意的事項。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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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熨章 

 

一、 於評核時，用手或洗衣機，洗滌後再熨平下列其中一項： 

1. 棉質或麻質的衣物 

2. 羊毛衣服 

3. 人造纖維的衣物 

二、 說出各項國際紡織品護理標誌之意思。 

三、 與評核員討論如何清除四種常見的污漬（如：蛋漬、血漬、原子筆漬、油

漬及醬油漬等）。 

四、 詳述各項洗熨設備的保存與保養。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女童軍總會 
興趣章評核綱要 
女童軍組 – 技能 

 

GS‐SYLLABUS/20140101   

美術章 

 

一、 評核時要帶同最少兩張你的作品，作品必須以超過一種方式完成，最少要

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題材，例如：風景、人像、靜物等。作品的面積，不得

少於 30 厘米 x 43 厘米（四開畫紙）。 

二、 帶同下列其中二項你的設計作品參加評核： 

1. 海報。 

2. 女童軍活動的通告。 

3. 賀咭。 

4. 用鉛筆、毛筆或炭描繪出一幅女童軍活動的圖畫。 

5. 印花雕版，或薯印複製圖案。可以是黑白，或多種顏色。 

6. 用鉛筆、毛筆或炭筆，詳細繪出植物或花卉的各部份。 

三、 在評核員看過了所規定的作品後，即席繪畫一幅由評核員命題的圖畫，面

積不能少於四開畫紙。可用水彩、蠟筆、炭筆或廣告彩等。接受評核者自

選及自備材料。 

四、 向評核員詳述你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曾在你的小隊或隊活動中參與的美術製

作。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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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章 

 

於下列項目中選出兩個項目，一個為個人表演，另一個與隊員合作。兩個項目不

能相同，個人表演時限最少為四分鐘；與隊員合作表演時限最少為八分鐘： 

1. 木偶戲 

2. 民謠 

3. 皮影戲 

4. 音樂會或話劇 

5. 舞蹈 

6. 唱歌 

7. 樂器演奏 

8. 朗誦 

9. 默劇 

10. 講故事 

11. 魔術 

12. 棟篤笑 

13. 其他才藝表演，但事先必須獲得評核員批准 

 

注意 

水準要達到適宜於公開表演，及需將已準備好的節目內容預先交到評核員手中。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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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技能章 

 

一、 下列各項家務需連續做七天或四個週末，在評核時帶同一份由家長簽署之

證明及個人筆記：  

1. 佈置餐桌以準備用膳及收拾桌子與洗滌碗碟。  

2. 整理床舖，並晒晾寢具及保持房間整潔。 

3. 從事房間的清潔工作。 

4. 為家人烹煮一頓簡單膳食，包括兩菜一湯。 

5. 清潔洗手間。 

6. 於該七天或四個週末內至少更換一次床單。 

二、 與評核員討論下列各項： 

1. 食物的正確貯藏法（包括新鮮、冷藏、罐頭及乾製食物）。 

2. 為家人計劃一天的膳食，表示你具有基本食物營養價值的知識。 

3. 預備一份購物清單，列明主要食物的價錢。 

4. 說明家居意外的種類及預防措施。 

5. 處理廚房廢物的正確方法，及如何進行垃圾分類。 

6. 如何選擇適合的清潔劑及其正確使用的方法。 

三、 評核時出示下列其中的一項製成品並以相片或短片記錄： 

1. 製造一個家庭用的裝飾品，如椅墊。 

2. 縫製或縫補一塊家裡用的床單、檯布等。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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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章 

 
完成下列各項： 
一、 用旗語 (Semaphore Signal) 完成下列兩項： 

1. 正確讀出由評核員預備之五句訊息。 
2.  在超出談話所能達到的範圍，收發簡短訊息（接收和發出訊息之程序

必須正確）。 
二、用摩士訊號(哨子、發報機、訊號燈或旗)完成下列兩項： 

1.  正確讀出由評核員預備之五句由摩士訊號顯示的訊息。 
2.  在超出談話所能達到的範圍，收發簡短訊息（接收和發出訊息之程序

必須正確）。 
三、 無線電通訊 

1.  示範正確之通訊程序。 
2.  說明通訊之紀律。 
3.  解釋通訊上使用之各術語及短語（如： Hello, Over, Out, Roger……）。 
4.  正確讀出無線電通訊中廿六個英文字母之讀法（Standard Phonetic 

Alphabet）。 
5.  詳述在香港使用無線電通訊要注意的事項及申領牌照之方法。 
6.  示範如何使用對講機。 
 

注意 
你應該著重於風格、韻律、準確性和傳達訊息的能力，而不單是速度。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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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章 (初階)  

 

一、 在評核員面前以編織或勾織示範下列各項： 

1. 起針 

2. 收針 

3. 加針 

4. 減針 

5. 高針 

6. 低針 

二、 向評核員介紹一份針法圖樣。 

三、 完成編織一條不少於 150 厘米長的圍巾。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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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章 (進階) 

  

持有針織章（初階）之女童軍方可參與評核 

 

一、 分別以編織及鈎織的方法完成其中兩件衣物，例如：帽、圍巾、手套、嬰

兒服裝、小孩毛衣等。（所編織物品必須有圖案及款式） 

二、 向評核員展示兩件作品並示範製成品所用過的針法。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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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章 

 

一、 出示由家長或家政科老師簽署的證明並以圖片形式展示你曾經預備、烹煮

與招待一頓二至四人的晚餐，並於餐後收拾妥當的記錄。 

二、 在評核時，根據記錄簿之預訂食譜烹煮一頓二至四人份量的膳食，任選其

一，包括： 

1. 中式：兩道小菜、湯和白飯。 

2. 西式：頭盤、一道主菜、飲品或甜品。 

3. 其他菜式：兩道菜式、湯和主糧。 

三、 1. 泡茶或沖調咖啡，並且放在托盤上遞給客人。 

2. 懂得怎樣沖調一杯飲品，如阿華田、好立克或檸檬茶等。 

四、 按第二項所選之膳食佈置餐桌，以備二至四人用膳。 

五、 清洗評核時用過的餐具、炊具及砧板等。 

六、 向評核員詳述： 

1. 有關購買、貯藏與使用冷藏食品及罐頭食品要注意的事項。 

2. 如何編排一家四口一天的均衡食譜。 

七、 說明怎樣預防及處理在廚房發生的意外。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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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藝術章 

 

一、詳述各種工具及器材的運用及其保養。 

二、與評核員討論下列各項： 

1. 插花之前，如何將花朵及葉子等剪裁及準備妥當。 

2. 兩種製造乾花的方法。 

3. 穩定花朵在盛器的各種方法。 

4. 如何保養經剪插的花朵及枝葉。 

三、在評核中，示範下列其中兩項： 

1. 插一盆乾花或人造花。 

2. 在十二種基本型式中選插其中一款。 

3. 佈置一餐桌（中、西式均可）。 

4. 小型插花，高度在十厘米以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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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章 

 

一、 完成種植三種植物幼苗在一花盆上，並照顧盆栽約一個月，觀察植物的生

長情況，日後評核員會評核盆栽的種植過程及成果。 

 

二、 以記錄簿形式表達下列各項： 

1. 提交上述第一項所栽種盆栽植物的護理及生長記錄。 

2. 搜集最少五種灌木並製成標本，介紹植物的特性。 

3. 列出最少一種植物的繁殖時間及介紹最少兩種植物繁殖的方法。 

4. 寫出植物栽種及保養過程的感想。 

 

三、 介紹一般園藝工具的名稱及用途以及保養工具的方法。 

 

 

備註 

評核應持續最少三個月，期間需提交種植報告給領袖以茲證明。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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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章 

 

一、 以記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1. 資訊素養 

2. 網上安全（網上理財、聊天室及電子證書等） 

3. 知識產權 

4. 電腦病毒 

5. 搜尋資訊 

二、 說出互聯網發展對社會上各種活動的影響，並指出互聯網上資訊自由的好

處和壞處。 

三、 向評核員示範如何製作動態圖像。 

四、 使用網頁製作軟件製作一個合共不少於十頁的網站。 

五、 使用文書處理軟件的功能（字型樣式、字型顏色、移位對齊、首行縮排、

拼字檢查、插入美工圖片，以及調校紙張方向等），為女童軍活動設計一張

海報或宣傳單張。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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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章 

 

一、 以記錄簿形式介紹下列項目： 

1. 電腦系統中硬件及軟件的分別。 

2. 最少十個電腦硬件的功能，如輸入／輸出設備及主要／輔助儲存設備

等。 

二、 向評核員解釋資料夾與檔案之關係，並示範如何建立及刪除資料夾。 

三、 說明如何開啟一個文書處理軟件，按照評核員指示輸入一段中或英文文章並

儲存於指定之位置上。（打字速度需能達每分鐘 20 個英文字或每分鐘 10 個

中文字或以上） 

四、 懂得連接互聯網的方法，包括使用無線及寬頻，並對數據如何在互聯網上傳

輸有基本的認識。 

五、 懂得如何安裝及使用不同種類的過濾軟件，把不適合兒童及青少年瀏覽的網

頁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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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章 

 

一、 由低至高唱大調的八音階。 

二、 憑記憶唱出兩首自選的歌曲，其中一首必須是民歌（中、外均可，但不包

括營火會歌曲）；另一首必須有伴奏。伴奏需由應考人帶同到場。  

三、 唱出兩首輔以動作的營火歌曲。 

四、 跟著評核員彈出的韻律，用節拍相和。  

五、 視唱 (Sight Singing)，需按評核員指示即場唱出其中一段樂曲。 

 

注意 

如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四級（聲樂）或以上證書，可經由總會程序處審核後，

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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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章 (初階)  

 

可選用中樂或西樂作評核 

一、 演奏兩首格調相反的樂章，一首是現代作曲家的作品，一首是古代作曲家

的作品 

二、 伴奏三首不同音調的營火歌（可由自己唱出，或由其他人唱出），使用多種

不同的和絃和不同的伴奏方式。 

三、 閱讀由評核員指定的簡單樂譜。 

四、 以自選樂器奏出兩個八度音程的音階與普通和絃琶音、包括大調及小調至

四升號與四降號，在評核時應評核員要求奏出。 

 

注意 

如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或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水平等級四級或以上證書（鋼琴以

外其他樂器），可經由總會程序處審核後，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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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章 (進階)  

 

持有演奏章（初階）之女童軍方可參與評核 

可選用中樂或西樂作評核 

一、 演奏兩首不同音樂時期的作曲家之作品，並告訴評核員該兩種音樂當中的

四項特色 (Musical features)，包括：結構 (Texture)、節奏 (Rhythm)、速度 

(Tempo)、調性 (Tonality)、音量 (Dynamics) 及曲式 (Form)，可選其中四

項。 

二、 告訴評核員三位在該兩個時期的作曲家。 

三、 創作一首不少於六個小節的歌曲，必須是複合拍子，並清楚表明該樂曲的

速度及音量。 

四、 彈奏一首你喜歡的樂章（需達五級或以上及不能與第一項相同），並說出你

喜歡的原因。  

 

注意 

如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或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水平等級八級或以上證書（鋼琴以

外其他樂器）及以相同樂器公開演奏經驗之證明文件，可經由總會程序處審核後，

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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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章 

 

一、向評核員詳述演講時要注意的技巧。 

二、在一至二分鐘內背誦自選的一首短詩或一段散文。 

三、朗誦由評核員指定的一節禱文或文章。 

四、根據評核員在應考前五分鐘提供的題目，準備作不少於三分鐘的演講。  

 

注意 

1. 是項評核可用英語、粵語或普通話進行。  

2. 如於兩年內在校際朗誦節獲頒相關項目之證書者，評核時可豁免第二項。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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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章 

 

一、1. 選取三個國家，學習每個國家的一種民族舞，在評核時最少要表演其中

一種。 

2. 告訴評核員一些有關該民族舞所穿的服裝和舞蹈的歷史背景。 

二、自選舞蹈形式： 

1. 表演一項為時三分鐘的舞蹈，包括最少四種基本步法。 

2. 用音樂或由評核員所選出的其他伴奏方式即席表演，如需要可帶同一位

舞伴協助應考。 

 

 

注意 

1. 領袖必須在評核前，將已選擇的舞蹈形式，通知評核員。 

2. 如持有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芭蕾舞 IV 級、民族舞初階、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

等級六級或以上證書，可經由總會程序處審核後，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康樂體育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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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章 

 

於評核時，帶同你蒐集的物品。如物品太多或太大，可事先與向評核員商議作出

特別安排。 

 

一、 在過去最少六個月內，蒐集同一類物品，例如：郵票、電話卡、女童軍紀

念章、化石、洋娃娃、錢幣等。 

二、 將你所蒐集的東西，用最佳方法分類及收藏，例如：把郵票放在郵票簿內，

並向評核員介紹蒐集品的排列系統。 

三、 用有趣的方法，標貼及辨別出你所蒐集的物品。  

四、 告訴評核員你怎樣學習更多有關你所蒐集之物品的資料。 

五、 將你所蒐集的物品介紹給你的小隊或全隊隊員，並解答隊員所提出的問題。

如非由委任領袖評核，與評核員作出特別安排或於評核時需帶同由領袖發

出之證明。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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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章 

 

學習目標：嘗試使用自己母語以外的語言與他人交談並表達自己 

 

領袖於聯絡評核員時，請先將女童軍應考之外國語言告知評核員。（不可使用自

己的母語考取此章） 

 

一、 自我介紹。 

二、 朗讀一篇自選文章。（請於評核前提交文章予評核員審核） 

三、 根據評核員所提供的圖片說一個故事。 

四、 與評核員作模擬電話交談。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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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舞章 

 

一、以個人或與舞伴一同表演三支標準舞，並需穿著與舞蹈配合的服裝演出。 

二、向評核員簡介兩種標準舞 (如：華爾滋，探戈) 。 

三、按評核員的要求跳出指定步法。 

四、當你準備參加評核是項興趣章時，請教練或老師與你一起訂下練習目標，及

釐訂六星期的進度表。 

 

注意 

1. 請自備音樂。 

2. 如持有英國國家舞蹈教師協會(NATD)初階基礎考試三級（標準舞），可經由

總會程序處審核後，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康樂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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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地圖章 

 

評核時須攜帶 HM20C/WGS84 比例 1：20,000 之香港地圖的其中一張及指南針

(Silva Compass)，並與評核員討論選購及使用地圖應注意的事項。 

 

於評核時應評核員之要求展示下列各項： 

一、1.  瞭解 HM20C/WGS84 地圖上各項資料，包括圖例並回答評核員提出之

問題。 

2. 認識地圖分類及保養，示範摺放 HM20C/WGS84 地圖。 

3. 示範正置地圖。 

i. 利用指南針 

ii. 不用指南針（但可憑太陽、星星或地貌） 

4. 在地圖上量度兩處地點的距離。 

5. 讀出一個由評核員指出之地點的四位及六位坐標讀數，並說出其覆蓋範

圍。 

6. 在 HM20C/WGS84 地圖上描述由評核員所選擇之一段長約 6 千米之路

程。 

7. 從等高線辨認各種不同的地形，如：山咀、山谷、山拗、山崖、河流等。 

二、1.  以圖示列出及解釋指南針(Silva Compass)的各部份及其保養。 

2. 利 用 指 南 針 讀 出 兩 點 之 前 視 方 位  (Forward Bearing) 及 後 視 方 位 

(Backward Bearing)。 

3. 示範如何以指南針配合地圖作導航。 

 

備註 

委任領袖為委任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遠足指導員，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1.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野外鍛練科之地圖閱讀理論部

份。 

2.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野外鍛練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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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章 (初階) 

 

一、 彈奏兩首不同音樂時期之樂章（必須選自巴洛克、古典、浪漫或二十世紀

時期）。 

二、 唱出一段由評核員彈奏之樂曲及讀出該樂曲之節拍。  

三、 按評核員要求彈奏出三個兩組八度音程的普通和絃琶音的音階（包括大調

及小調）。 

 

注意 

如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四級或以上證書或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五級或以

上證書，可經由總會程序處審核後，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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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章 (進階)  

 

持有鋼琴章（初階）之女童軍方可參與評核 

 

一、 彈奏三首不同音樂時期之樂章，將作曲家及音樂時期告訴評核員。  

二、 詳述評核員彈奏之一首樂曲的其中四項特色 (Musical Features)，包括：結

構 (Texture)、節奏 (Rhythm)、速度 (Tempo)、音量 (Dynamics)、曲式 (Form) 

及調性 (Tonality)。  

三、 自選一首樂曲（五級或以上並不能與第一項相同）及說出喜愛的原因。  

四、 創作及演奏一首不少於八個小節的樂曲（單手或雙手），並清楚表明該樂曲

的速度及音量。  

五、 必須具有公開演奏或比賽經驗(一次或以上)。 

(出示有關機構之證明文件)  

 

注意 

如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七級或以上證書或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八級或以

上證書及公開鋼琴演奏經驗之證明文件（例如：校際音樂節），可經由總會程序

處審核後，簽發此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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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紉章 

 

一、 1. 縫製一件用品，如圍裙、檯布或家庭用品，在該用品上須選用多於五種

針法。 

2. 評核時示範上述用品所使用的其中三種針法並說明其用途。 

二、 說出及示範下列各項： 

2. 裁紙樣的正確方法，包括衣料與裁剪的設計。 

3. 使用縫衣機。 

4. 兩種縫合方法，而且邊緣要整齊。 

5. 修改寬闊衣服的方法。 

6. 完成衣服的縫邊。 

7. 縫合衣袖。 

8. 開鈕孔。 

三、 呈交一件自己縫製的衣服，列出所需布料及費用。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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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章 (初階) 

 

一、 詳述繩索的種類及其保養。 

二、 1. 示範平結、反手結*、雙繩單結、雙套索*、接繩結、棍索*、稱人結、

漁翁結、繫物索*、包裹結及普通繩端結。 

2. 說出上述繩結的特點及其用途，並製作一繩結板。 

三、 紮一旗架或繩梯。 

四、 編織一項實用物件或飾物，例如哨子的短索、小隊長繩帶。 

 

評核員資格 

完成專項訓練課程─繩結訓練課程(二)之領袖或持有認可繩結證書之人仕。 

 

注意 

繩結名稱對照表 

前用名稱 修訂名稱 

半結／單結 反手結 

雙套結 雙套索 

營釘結 繫物索 

棍結 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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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章 (進階) 

 

持有結繩章（初階）之女童軍方可參與評核 

 

一、 從甲及乙中各選其中一項作打結示範，並說出每個結的特點及其用途。 

甲.  1. 西部繩端結 

  2. 帆工繩端結 

乙.  1. 牛眼織結 

2. 繩端織結 

3. 叉繩織結 

二、 示範下列其中兩項，並說出每個結的特點及其用途。 

1.  三腳架編結 

2.  蛇形編結 

3.  交叉編結 

4.  四方編結 

三、 利用各種不同繩結結紮一件物品， 並介紹該紮作的用途及特點。 

 

評核員資格 

完成專項訓練課程─繩結訓練課程（二）之領袖或持有認可繩結證書之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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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章 

 

一、 向評核員詳述攝影機各部分的名稱及其用途，例如：鏡頭、快門和光圈等。 

二、 選取以下其中一項，向評核員解釋： 

1. 產生負片與正片的原因。 

2. 數碼相機的成像過程。 

三、 介紹數碼相機之像數。 

四、 評核時帶同最少十張你自己拍攝並鑲裱妥當的照片（可使用菲林相機或數

碼相機拍攝其作品）。詳述那些照片是在什麼情況下拍攝，並向評核員說明

拍攝這些相片要注意的地方。題材最少要包括下列其中五項： 

1. 室內 

2. 人像 

3. 風景 

4. 建築 

5. 動作 

6. 一幅照片圖畫或油畫的複製品 

7. 花卉 

8. 鳥類、獸類、昆蟲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