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容修訂 
 

為增進各童軍成員對祖國的認識、提高他們的國家觀念及推廣公民教育，由 2005年
1月 1日起，於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增設以下項目，
以提倡國民教育及加強各童軍成員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增設項目如下： 
 
幼童軍支部 
1.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並能說明其含意。 
2. 能辨別國歌的曲調及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表現應有之禮儀。 
 
童軍支部 
1.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2. 能辨認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3. 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表現應有之禮儀。 
4. 明瞭設立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 
1.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2. 能辨認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3. 認識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應有之禮儀。 
4. 明瞭設立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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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示範國旗和區旗的升掛方法。 
 
新修訂之各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容及有關參考資料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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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容修訂附件 
 
 

新修訂各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容 
 
 

幼童軍支部 
 
認識自己 
向你的領袖說出你自己的興趣、愛好以及專長。      □ 
 
認識你的小隊 
你的小隊是_________隊，說出你隊中所有隊員的名字，誰是隊長、隊副。 □ 
 
認識你的旅團 
1. 在兩次團集會後，認識全團所有其他成員及你的領袖。    □ 
2. 知道你的旅團的旅號、所屬區、地域及主辦機構。     □ 
 
認識你的國家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並能說明其含意。 □ 
 
認識幼童軍徽章 ( 包括外形，設立這些獎章的意義 ) 
1. 會員章              □ 
2. 幼童軍獎章             □ 
3. 幼童軍歷奇章            □ 
4.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 
5. 幼童軍金紫荊獎章           □ 
6. 幼童軍活動徽章 ( 最少四個，是自己最有興趣的 )     □ 
7. 童軍家庭章             □ 
 
森林故事 
1. 說出毛吉利入狼群的故事及其意義        □ 
2. 說出森林故事中其他人物 ( 動物 ) 的名稱      □  
3. 知道團呼的意義            □ 
 
口號和手號 
認識下列口號及手號，並能迅速地按照口號作出相應動作 
1. 立正 (Alert)             □ 
2. 休息 (At Ease)            □ 
3. 集隊 (Fall in)             □ 
4. 解散 (Fall out, Dismiss)           □ 
5. 幼童軍 (Pack)             □ 
 
禮儀 
1. 國旗及國歌 
能辨別國歌的曲調及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表現應有之禮儀。□ 
 

2. 敬禮 
a. 全禮：何時應行全體，正確的方法及手勢      □ 
b. 半禮：何時行半禮，正確的方法及手勢      □ 
c. 握手禮：童軍人仕用左手握手，為甚麼？      □ 
d. 注目禮：何時應行注目禮？        □ 

 
3. 團呼 
懂得團呼的正確方法及口號，參與團呼及排練      □ 
 

4. 展旗 
知道展旗時的程序、意義及參與幼童軍團展旗儀式     □ 
 
 



5. 宣誓 
知道宣誓的意義，參與宣誓儀式的排練       □ 
 

6. 制服 
知道幼童軍制服的正確式樣及各種徽章的正確縫製位置    □ 
 

7. 誓詞、規律和銘言 
知道幼童軍誓詞和規律的意義         □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誓詞和規律         □ 
知道童軍銘言及其意義          □ 
 

8. 童軍家庭 
童軍家庭章分為四個階段，在獲得幼童軍每一階段的獎章前，你必須 
完成這個部分。 
 

童軍家庭章 ( 第一段 紅色 ) 
 

童軍運動的起源 
a. 貝登堡在何處進行與青少年的第一次實驗露營？   □ 
b. 童軍運動在何年開始？        □ 
c. 貝登堡把實驗營的經驗寫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叫甚麼？  □ 
d. 幼童軍起初叫甚麼？         □ 
e. 幼童軍活動在何年開始？        □ 
f. 貝登堡的太太開展了甚麼運動？       □ 
 
認識童軍大家庭 
a. 童軍運動共有多少個支部？       □ 
b. 這些支部的名稱是甚麼？        □ 
c. 和幼童軍支部關係最密切的是甚麼支部？     □ 
d. 除了幼童軍領袖外，還有哪些成年人在協助及支持我們幼 
童軍團的活動？ 試把其中一個人的姓名寫出來，並說出他/ 
她幫了我們些甚麼。         □ 
 
他/她的名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她的工作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童軍支部 
 
有關成員必須為十一歲或以上及完成下列各項： 

1. 與你的小隊長商議有關你加入童軍團之安排。 
2. 加入一小隊及從小隊活動中認識隊中其他成員。 
3. 最少參加六次團集會／活動，其中一次應在戶外舉行。 
4. 對世界及香港童軍運動之發展有普遍的認識。 
5. 明瞭及接納童軍誓詞、規律和銘言。 
6. 認識你在宣誓時應有之禮儀。 
7.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8. 能辨認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9. 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表現應有之禮儀。 
10. 明瞭設立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深資童軍支部 
 
說明：紫色底，上有白色箭頭章，外圍以白色繩，其在底部縛有一平結。 
 
會員章，旨在幫助新加入的深資童軍去認識其所屬之深資童軍團，以促進他與其他團員
間相互關係；並為彼等所接納。 
 
本章是由深資童軍團長與團執行小組委員會商議後頒發。 

活動 
(1) 參加最少六次團部活動，而其中一次須為戶外活動。 

理解 
(2) 明瞭童軍運動的目的，及人們對深資童軍的期望。 
(3) 認識香港及世界童軍運動。 
(4)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5) 能辨認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6) 明瞭設立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禮節 
(7) 認識童軍禮節及基本步操。 
(8) 認識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應有之禮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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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示範國旗和區旗的升掛方法。 
 

許諾 
(11) 接納童軍誓詞與規律。 

 
 註：童軍成員可在晉團前三個月內考取本章之第二、三、七及十一項。 
 
 
 
樂行童軍支部 
 

內       容 
本章由樂行童軍團長與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頒發 

 
(一) 活動 

參加最少六次團部之活動，而其中一次須為戶外或海上活動。 
參與團集會；綜合晚會；家長晚會；開放日等活動。並安排一次或以上之戶

外活動，如旅行；露營；營火會或戶外團集會等。 
海上活動可安排游泳；划船等訓練或活動。 

 
(二) 理解 

對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和國歌的認識 
1. 能辨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2. 能辨認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並能說明其含意。 
3. 明瞭設立國歌的用意，並能背唱之。 
 

對香港及世界童軍運動有普遍的認識。 
(A) 對香港童軍運動的認識 

1. 香港童軍運動發展史略 
2. 各支部簡介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 
   樂行童軍 



(B) 對世界童軍運動的認識 
1. 童軍運動始創人史略 
2. 世界童軍運動發展史略 

 
(三) 禮節 

認識在國歌奏唱和升掛國旗、區旗時應有之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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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範國旗和區旗的升掛方法。 
認識童軍禮節及基本步操。 

(A) 認識各種童軍制服之式樣；明白樂行童軍支部之制服及徽章之正確佩帶方法
和位置。 

(B) 認識領袖之各種職級標誌。 
(C) 懂得使用及明瞭下列的禮節 

1. 徒手禮 
2. 握手禮 
3. 宣誓禮 

(D) 明瞭下列的典禮儀式: 
1. 升/展旗 
2. 降旗 
3. 宣誓 

(E) 懂得基本集隊的口令及手號。 
(F) 懂得基本步操行進間之口令及方法。 

 
(四) 許諾 

明瞭及能接受童軍誓詞及規律 
(A) 能背頌童軍誓詞和規律。 
(B) 明瞭童軍誓詞之基本意義。 
(C) 在日常生活中，以實踐方法，履行童軍規律。 



各支部「會員章」課程內容修訂附件 
 

國旗、區旗及有關參考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旗面為紅色，象徵革命。旗上的 5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係象徵共產

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星用黃色是為著在紅地上顯示光明，4顆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
對著大星的中心點，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是一面中間配有 5顆星的動態紫荊花圖案的紅旗。紅旗代表祖國，

紫荊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祖國的懷抱中興旺發達。花蕊上的 5顆
星象徵著香港同胞心中熱愛祖國，紅、白兩色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 
 
若對使用及展示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和演奏國歌需要進一步資料，可參考下列資料及

指引： 

 

1. 政府總部禮賓處－國旗、國徽、區旗及區徽 
（網址：http://www.info.gov.hk/protocol/chi/index.htm） 

2. 升掛國旗及區旗（教統局通告第 2/1998號） 
（網址：http://www.em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smc/MC98002C.pdf） 

3. 展示國旗及區旗（教育統籌局通函第 144/2004號） 
（網址：http://www.em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mbcm/EMBCM04144C.pdf） 

4. 香港升旗隊總會網頁 
（網址：http://ahkf.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