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資童軍進度性獎章考核項目對照表 

Conversion Table of Venture Scout Training Schemes 

 
為配合新《深資童軍訓練綱要》（2014年第9版）的執行細則及過渡安排（詳

見活動通告第59/2014號）（QR碼請參閱左下方），現推出上述考核項目對照表，

以供各深資童軍、領袖及有關單位參考（詳見附件）。 

 

在過渡期間，如深資童軍選擇由上一版本（2010年第8版）轉換以新《深資

童軍訓練綱要》內容繼續進行其進度性獎章考核，有關領袖及單位應按此對照

表確認深資童軍已完成的考核，並予以簽發相關段章／金帶。 

 

有關深資童軍支部各級徽章之簽發及領取／購買方法，可參閱活動通告第

88/2014號（QR碼請參閱左下方），如日後有任何修訂，將以通告形式發出。 

 

 

 

 

青少年活動總監  吳家亮 

     （黃子曦代行）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青 少 年 活 動 署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 4/2015 號 

電話：2957 6411 / 2957 6417  傳真：3011 3183        2015 年 1 月 15 日 

《活動通告 

 第59/2014號》 

 

《活動通告 

第 88/2014號》 

 

http://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22035/P059-14.pdf
http://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22535/P088-14.pdf
http://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22535/P088-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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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4/2015號 

(15/1/2015) 

深資童軍進度性獎章考核項目對照表 

現行訓練綱要之項目 

(二零一零年第八版) 

對應新訓練綱要之項目 

(二零一四年第九版) 

責任段章 
 

1. 人際關係  

(甲) 參加一個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深資童軍領導才訓練班或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啟導班、或

參加一次有其他旅團深資童軍參加的會議、研討會、公開論壇、或需要渡宿的訓練課程或活動。 
自立項目 - S-A101 團外活動 

(乙) 與其他深資童軍或青年人組成一工作小組策劃一項活動，包括程序、財政及其他細節安排，並從

而體驗分工合作精神。該項活動形式不一，可以是大型週末活動、環繞某主題的連串團集會、籌

募活動、服務計劃、與弱能人士進行聯合活動或與深資女童軍聯合進行之工作計劃。 

自立項目 - S-A102 活動支援 

(丙) 參加一項需要渡宿的專門訓練課程（如林務、攀山訓練），除學習技能，又有機會與外界人士接

觸。 
自立項目 - S-A101 團外活動 

(丁) 進行一項社會問題研究，深入調查訪問有關人士及收集他們的意見，然後利用傳播媒介（例如：

照片、錄音、錄影、剪報等）向團員講述調查結果及你對問題的意見。 
自立項目 - S-A205 社會議題探討 

(戊) 參加一項為期不少於三日兩夜的國際或內地交流活動，並將所得經驗及途中見聞與所屬旅團分

享。 
自立項目 - S-A103 交流活動 

2. 救生  

(甲)  持有有效本會急救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證書、醫療輔助隊基 

本急救證書或勞工處認可30小時急救課程證書；或 
責任項目 - R-A102 急救 

(乙)  持有有效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基本急救證書或香港紅十字會青少年急救證書及香港拯溺總會銅 

章；或 

責任項目 - R-A102 急救 或 

責任項目 - R-A103 拯溺(I) 

(丙) 持有有效香港拯溺總會磁章；或 責任項目 - R-A103 拯溺(I) 

(丁) 完成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深資童軍消防訓練班。 責任項目 - R-A101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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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  

(甲) 參加一個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會議程序研習班。 
自立項目 - S-A105 

深資童軍會議程序研習班 

(乙) 參觀一個社會服務機構。 
自立項目 - S-A213  

社會服務機構探訪 

(丙) 明瞭香港政府的組織及行政功能。 自立項目 - S-A207 政制探究 

(丁) 明瞭本港司法精神及結構並到高等法院或區域法院旁聽審訊案件一次。 自立項目 - S-A208 司法探究 

(戊) 明瞭何謂環境污染；及人類活動如何影響到自然環境；及進行一項與本港污染有關的調查。如河

水污染、機器噪音、 霧、海灘油污、交通噪音等，研究問題的嚴重性及影響程度，請教專家及

與當地居民商討後，指出應如何改善之。 

自立項目 - S-A211 自然生態研究 

(己) 參加一個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深資童軍環保大使」訓練班或「世界童軍環境教育訓練班（深

資童軍）」或同等資歷。 

自立項目 - S-A209 環保大使 或 

自立項目 - S-A210 環保教育 

(庚) 參加一個由總會認許之「共融大使」訓練班。 自立項目 - S-A212 共融大使 

自立段章  

1. 體育技能  

(甲) 經常從事一項運動。或 
活動項目 - A-301 

運動 I／球類活動 

(乙) 在一項戶外活動中達到認許水準。深資童軍應對所選擇活動的規則、術語及對有關安全措施有充

份認識。或 
活動項目 - A-303 運動 III 

(丙) 完成下列任何兩項。 

(1) 徒步賽跑 

(2) 划獨木舟 

(3) 騎腳踏車 

(4) 游泳 

(5) 步行 

(6) 完成下列各項： 

(i) 爬樹 9 米高； 

活動項目 - A-312 體適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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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拋一 18 米長之繩，使其落在 15 米外，相隔 1 米之兩柱間，3 次中 2 次成功； 

(iii) 爬繩上升 4.5 米高； 

(iv) 運用四肢在離地 3 米的繩上吊行 6 米； 

(v) 用繩索下山法，在峭壁上滑下 6 米。 

活動段章  

在一項戶內活動中達到認許水準。深資童軍應對所選擇活動規則、術語及對有關的安全措施有充份認

識。 

活動項目 - A-212 至 A-234 

個人興趣 

探險段章  

1. 遠足訓練  

1. 地圖閱讀訓練班或地圖閱讀考驗；及 探險項目 - E-A001 地圖閱讀訓練 

2. 陸上徒步遠足訓練班。 探險項目 - E-A002 遠足訓練 

2. 遠足  

1. 本地遠足考驗 

2. 海外遠足考驗 

探險項目 - E-A003 至 E-A009 

遠足旅程 

責任金帶  

1. 救生  

(甲) 考獲香港拯溺總會認許的其中一項救生員資格，包括：泳池救生章、泳池救生管理章、高級泳池

救生章、沙灘救生章、沙灘救生管理章、海洋救生章或高級沙灘救生章等；或 
責任項目 - R-A104 拯溺(II) 

(乙) 持有有效本會急救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證書、醫療輔助隊基

本急救證書或勞工處認可 30 小時急救課程證書及下列其中一項資格： 

 

 

     (1)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成人家居護理證書或香港紅十字會護理證書；或 不適用 

     (2) 香港拯溺總會磁章；或 責任項目 - R-A103 拯溺(I) 

     (3) 完成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深資童軍消防訓練班。 責任項目 - R-A101 消防 

(丙) 持有有效拯溺總會磁章及完成由區／地域／總會認許之深資童軍消防訓練班。 
責任項目 - R-A103 拯溺(I) 及 

責任項目 - R-A101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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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服務  

(甲) 完成下列其中一個認許的童軍領袖訓練班，並在童軍運動內進行同類服務： 

 (1) 幼童軍渡假營訓練班 

 (2) 營地管理訓練班 

 (3) 領袖初級訓練班 

責任項目 - R-B203 

童軍及社區服務 

(乙) 經常從事某一項服務工作。此項服務不需要專門技能，惟必須持續一段時期。服務對象可為青少

年、老年人、病者、弱能人士或受虧待者。此項服務可以通過教會（如主日學），志願機構（如

小童群益會）或其他社團活動進行，並可與外界青年一同進行。 

責任項目 - R-B201 志願服務 

(丙) 接受一項專門訓練，然後以所學進行服務工作。此項服務需要專門技能，選擇繁多。而深資童軍

亦可考取下列任何一項專門資恪，惟該項資格必須是未曾用以完成榮譽童軍獎章及深資童軍獎章

任何項目者： 

 本會急救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證書、醫療輔助隊基本急救證

書、勞工處認可 30 小時急救課程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成人家居護理證書、香港紅十字會

護理證書或其他類同資格（如學習點字法後教導盲人）。 

責任項目 - R-B202 專門技能服務 

(丁) 參與本會海上活動中心的船隻維修工作 6 個月以上。 責任項目 - R-B202 專門技能服務 

(戊) (一)完成一個由區／地域／總會認許的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研習班；及 

(二)在完成研習班後，在其本團中擔當執行委員會成員最少 6 個月以上；及 

(三)策劃或直接參與推行其區內之 2 項大型活動（以活動形式或服務皆可）。 

自立項目 - S-A104  

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研習班 及 

自立項目 - S-B101 活動策劃 

自立金帶  

1. 生活體驗  

(甲) 邀請專家演講家庭生活教育，然後在團活動中，安排團員深入研究這項問題；或 自立項目 - S-A201 生活教育 

(乙) 搜集兩種不同職業或專業的資料，找出該等職業的學歷要求，受訓機會，薪金，晉升機會及服務

條件，並向全團匯報及與其他團員討論有關資料；或 
自立項目 - S-A202 職業研究 

(丙) 探訪一間大學、或專上學院，研究該等學院的康樂及學習設備，學生生活，學校當局及學生所遇

到的困難及助學金等情況；或 
自立項目 - S-A203 專上學院研究 

(丁) 探訪一間幼兒中心，明瞭他們的訓導方法和內部設施；或 
自立項目 - S-A213 

社會服務機構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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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研究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念，此項研究可透過聆聽演講、閱讀參考書、訪問寺院、參加宗教儀式、

聚會或類似活動進行；或 
自立項目 - S-A204 宗教研究 

(己) 選擇一個經常為人談及的問題，如戰爭、種族問題、性，進行研究，然後利用不同傳達媒介，如

圖片、詩歌、音樂、新聞報導，發表對該問題的研究結果；或 
自立項目 - S-A205 社會議題探討 

(庚) 深入探討下面其中一個問題：濫用藥物、墮胎、貧窮、賭博、酗酒及政治示威；或 自立項目 - S-A205 社會議題探討 

(辛) 探訪一復康機構及推行共融活動及服務。 
自立項目 - S-A213 

社會服務機構探訪 

活動金帶  

1. 童軍技能  

營藝及原野烹飪 

活動項目 - A101 原野生活知識 

及 

活動項目 - A103 

露營技藝及營務工作 

繩結及先鋒工程 

活動項目 - A102 

先鋒工程(知識及技巧) 及 

活動項目 - A104 

先鋒工程(實踐) 

探險金帶  

1. 遠足  

1. 本地遠足考驗 探險項目 - E-B001 至 E-B007 

遠足旅程 2. 海外遠足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