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南葵涌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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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SHIU KIN SCOUT & GUIDE CENTRE ,4/F, 308 WO YI HOP RD., KWAI CHUNG, N.T.                     e-mail : skcdist@yahoo.com.hk 
 

由： 副區總監(訓練)            通告第SKC/TA15/2013號 

致： 各旅團領袖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知會： 區總監、區職員及地域各幹部職員 

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童軍專章考驗日 2014 

本區童軍支部將於 2014 年 3 月舉辦上述考驗日，該考驗日的行政事務由童軍區長弘頌儀小姐

主持。茲將詳情列下，敬希垂注： 
 

(一)日期：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2014 年 3 月 1 日 六 12:30 – 18:0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5 樓 
 

(二)形式：  1. 於當日即場進行下列專科徽章考驗，考驗內容及形式請參閱附錄； 

技能組：觀察章、手藝章、技擊章、體育章、烹飪（中式）章； 

服務組：秘書章、語言章（英語）； 

2. 每人報考不得多於 3 項專科徽章。 
 

(三)參加資格： 本區已宣誓之童軍支部成員 
 

(四)費用：   除烹飪（中式）章外，其餘報考每個專科徽章費用為$10.00。 

報考烹飪（中式）章之童軍成員必須以兩人為一組；因使用烹飪室所提供之爐、

鍋、刀、筷及碗碟，每位之報名費為$35.00（名額 8 組）。 

以上費用只包括行政費，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費用必須於報名時繳

交，以一團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童軍總會南葵涌區會」，

始被接納；請勿郵寄現金。 
 

(五)名額：   各專科徽章之名額及考核時段如下： 

    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  

觀察章 手藝章 技擊章 體育章 烹飪（中式）章 

30 30 10 10 8 組 

13:00-15:30 15:30-18:00 13:00-17:00 13:00-17:00 
(第一節) (4 組) 13:00-15:30 

(第二節) (4 組) 15:30-18:00 

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  

秘書章 語言章（英語） 

20 20 

13:00-17:00 13:00-17:00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日期以郵戳為準，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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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辦法： 辦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郵寄至『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

心四樓新界地域總部南葵涌區會  弘頌儀小姐收』，信封面請註明「南葵專章

考驗日」，逾期恕不受理： 

1. 填妥附上之報名表格及家長同意書(FORM PT/46)； 

2. 劃線支票（一團一票）。 

3. 報名表上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填寫可聯絡之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為免混淆，請用正楷。 
 

(七)截止日期： 201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八)其他：       1.  取錄與否，均於 24/2/2014 前以電郵電郵電郵電郵或電話通知電話通知電話通知電話通知，一經取錄，所繳費用，概

不發還； 

2. 參加者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或由專章考驗日負責人指定之服飾出席； 

3. 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及完成所有指定事工，並經考試及格，始獲簽發童軍

專科徽章證書； 

4. 烹飪（中式）章之考核時段為 13:00 至 18:00，分兩節時段；每組考核限時為

2 小時，清潔時間為半小時。 

5. 報考烹飪（中式）章之童軍成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以兩人為一組及於報名時呈交菜單 (見

〔附件一〕）； 

6. 所有獲取錄之童軍成員，其報到時間為報到時間為報到時間為報到時間為 12:30。 

7. 報考手藝章手藝章手藝章手藝章之童軍成員必須自自自自備釘書用之材料備釘書用之材料備釘書用之材料備釘書用之材料進行考驗； 

8.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skcmadamwang@yahoo.com.hk 與弘頌儀小姐聯絡。 

 

 

  副區總監(訓練) 羅啟江 
 
 
 
 

                                                              (胡祖煒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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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專章考驗日專章考驗日專章考驗日專章考驗日 2020202014141414    

考驗內容及形式考驗內容及形式考驗內容及形式考驗內容及形式    
    

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技能組::::        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服務組::::    

1)  觀察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考生需提交六個石膏印模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2)  手藝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在場製作工件提交給主考 

  釘書： 

 1. 以線帶釘裝一份簿冊用之紙張。 

 2. 把釘裝好之紙張黏上首、尾空頁。 

 3. 用紙或布將硬紙板裱好以作書面，並套

    上縫好的紙張，釘裝成冊。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3)  技擊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提交有關已接受不少於三個月之訓練証明

給主考 

  - 示範如何進攻及防守之方法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4)  體育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提交一項個人和一項隊際運動之參與証明

給主考 (如:認可之比賽成績、証書、獎

狀、獎牌、獎盃等。) 

  - 考生自選兩種體育活動，並提交一篇有關

其歷史之文章。 

  - 考生需提交一份報告，內容有關兩位國際

或本地知名的運動員。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5)  烹飪（中式）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在場烹調菜式作考核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6)  秘書章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考生提交一份議程及一份會議紀錄給主考 

  - 考生提交一份小隊或團之進支一覽表  

  - 考生提交一篇關於旅團活動之新聞報導，

或替童軍刊物寫一篇有關旅團或區會活

動的文章。 

  - 考生提交一封擔任小隊、小隊長會議或其

他團體秘書之職三個月以上之證明信，證

明其工作能令任職處之主管人滿意 

  - 在主考前以良好書法抄寫一篇約250字的

散文 

  - 在主考前用指定之題目寫一封信，並草擬

一邀請外界人士出席參觀旅團或小隊活

動之請柬。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7)  語言章（英語） 

  - 根據童軍訓練綱要之內容 

  - 考生提交一份一百五十字以童軍為題材的 

文章給主考 

  - 主考安排口試或筆試作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