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年活動署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各級野外鍛鍊科訓練及審核安排 

 
銅章級 
 
訓練： 
 完成認可的野外鍛鍊科（銅章）訓練班。 
 訓練班由區或地域開辦，並由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各級遠足審核員主持。 
 建議於訓練班中，安排成員同時報考童軍支部的探險章（技能組）。 

 
評核： 
 由所報讀的有關訓練班安排。如成員未能參與班內評核，則由所屬執行處支部(User Unit)

組長安排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各級遠足審核員作考驗。 
 
銀章級 
 
訓練： 
 完成認可的「銀章級野外鍛鍊科訓練」。 
 認可的「銀章級野外鍛鍊科訓練」泛指由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遠足審核員/高級

遠足審核員主持開辦的： 
1. 深資童軍遠足班（訓練班中需包括 2 次 2 日 1 夜的實習旅程），或； 
2. 符合銀章級野外鍛鍊科訓練課程的樂行童軍遠足班，； 

並於班期後由該班領導人安排一次 3 日 2 夜的試行。如成員未能參與班內之試行安排，

則需透過所屬執行處支部(User Unit)組長安排具野外鍛鍊科導師的本會遠足審核員/高級

遠足審核員，進行一次 3 日 2 夜的試行。 
 
評核： 
 透過所屬執行處支部組長安排具野外鍛鍊科導師的本會遠足審核員/高級遠足審核員作

審核。 
 
金章級 
 
申請： 
 成員應於擬進行訓練及評核前，向野外鍛鍊科科目事宜委員會（科委會）提出申請，由

科委會安排。 
 
訓練： 
 完成認可的野外鍛鍊科（金章）訓練班。 
 訓練班由總會青少年活動署開辦，科委會負責安排。 
 參加者需乎合下列要求： 

1. 已完成銀章級野外鍛鍊科，或； 
2. 已完成認可的「銀章級野外鍛鍊科訓練」及一次 3 日 2 夜之試行。 
 

評核： 
由科委會安排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高級遠足審核員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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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鍛鍊科（銅章）訓練課程 
 
對象：  適合 14 歲或以上並持有有效之香港青年獎勵計劃紀錄簿的童軍成員。  
 
訓練班目的： 透過野外活動，以小組形式在郊野進行一個獨立自主、自給自足、有明確目的

及富挑戰性之野外鍛鍊活動。 
 
課程目標：  
 接受足夠的理論及實習訓練，以便能夠安全地進行所選擇的活動 ;   
 具有想像力及進取精神  ;  
 未雨綢繆，仔細留意旅程的細節及做好預備及統籌的工作 ;  
 具有完成活動的決心 ;  
 分工合作，鍛鍊領導能力、合作性及自立性。 

 
課程範圍： 
 
理論 
理論課程（不少於 12 小時），內容包括： 

訓練項目 內容 建議時間 

1. 野外鍛練科之目

的、精義及要求 
 簡單的介紹 

 
15 分鐘 

2. 團隊精神及領袖

才能   
 團隊的功能  
 何謂團隊精神 

60 分鐘 

3. 裝備  
 

 選擇適當之衣服及鞋襪  
 個人及團體裝備介紹  
 執拾背囊及防水方法 

60 分鐘 

4. 地圖閱讀 
 

 地圖分類  
 地圖的摺放及保養   
 方向   
 比例   
 在地圖上量度距離   
 地圖索引及編號   
 圖邊資料  
 網格座標  
 等高線及地形的認識 

60 分鐘 

5. 指南針使用技巧  
 

 認識指南針的各部份  
 指南針的保養  
 在地圖上量度網格方位（前視方位）  
 量度磁方位（前視方位） 
 依據方位指示前行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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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項目 內容 建議時間 

6. 導航(地圖及指南

針運用) 
 正置地圖  
 從地圖中識別實際地形之特徵  
 實地識別地圖上所顯示之地貌  
 辨別地理方向、前行方向及路徑方向  
 依循計劃路線前進 

30 分鐘 

7. 營藝  
 

 紮營及拆營  
 食水、煮食、衛生及廢物處理的安排  
 保護及清理營地  
 青年旅舍生活  
 簡單結繩法 

90 分鐘 

8. 食物與烹飪  
 

 選擇合適的食物及設計菜單  
 選擇後備及緊急食糧   
 包裝及攜帶食糧   
 使用簡單爐具及處理燃料的程序及安全

措施   
 烹調簡單食物 

45 分鐘 

9. 急救  
 

 急救裝備  
 輕微擦傷及割傷的傷口清理及簡單的包

紮方法  
 止血方法  
 水泡、剌傷、輕微燒傷及燙傷的處理方

法  
 異物入眼、耳或鼻的處理  
 昆蟲及動物咬傷 

90 分鐘 

10. 安全措施及緊急

事故處理程序  
 

 遠足安全守則  
 天氣的認識  
 緊急事故處理方法  
 求救方法 

90 分鐘 

11. 野外鍛鍊的計劃

及記錄   
 

 旅程目的  
 擬備野外鍛鍊計劃書  
 觀察及記錄  
 如何編寫日誌 

90 分鐘 

12. 保護環境  
 

 遵守郊野守則  
 避免發出噪音及騷擾其他人士  
 廢物棄置  
 防止山火  
 清理其他人士棄置之廢物 

30 分鐘 

 
實習 
1. 戶外課程：兩個週日野外課程、不少於 12 小時（平均每天 6 小時） 
2. 實習旅程：兩日一夜野外遠足營旅程，不少於 20 公里及 12 小時旅程（平均每天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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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審核旅程：兩日一夜野外遠足營旅程，距離不少於 20 公里及 12 小時旅程（平均每天 6 小時） 
(註：建議的講學時間，導師可就個別情況加以修改，以配合實際需要。） 
 
課程安排： 
1. 班領導人由香港童軍總會執行處認可及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各級遠足審核員擔

任。 
2. 訓練課程的學員人數由班領導人決定，建議不超過廿四人。每六位學員須有一位成年領

袖、或具備野外鍛鍊科導師資歷之領袖協助。 
3. 按本會執行處行政指引，當課程完成後，需填報有關的文件(FORM AYP/13)及交回執行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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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鍛鍊科（銀章）訓練課程 
 
課程範圍： 

訓練項目 內容 建議時間

1 野外鍛練科之目

的、精義及要求 
 較深入的講解 15 分鐘 

2 團隊精神及領

袖才能   
 領袖的角色及素質  

 
60 分鐘 

3 遠足裝備  個人及小組基本遠足裝備 
 背囊的選擇、執拾和保養 
 個人睡具的選擇和保養 
 遠足營幕的選擇和保養 
 炊具及爐具的選擇、使用安全守則和保養 
 遠足的衣著及鞋靴的選擇和保養 

60 分鐘 

4 遠足策劃  遠足的定義、價值及目的 
 策劃遠足旅程需注意的事項 
 設計路線要考慮的因素 

45 分鐘 

5 戶外活動守則  在戶外進行活動的注意事項，包括妥善廢物處理、防

止山火、在合適的地點進行露營、避免發出噪音及尊

重其他大自然持份者 

45 分鐘 

6 遠足計劃書製作  書面報告編制方法 
 遠足計劃書內容，包括遠足目的、事前準備工作、遠

足成員介紹、工作分配、旅程作息表、個人及小組用

品清單、食譜及後備食糧、交通資料、財政預算、行

程表、路線圖、地勢切面圖、緊急救援資料、營地簡

介、審核員評語等。 

45 分鐘 

7 天氣認識  香港氣候概況 
 天文台天氣報告的認識 
 雲層認識 
 利用一般自然現象預測天氣 
 各種氣候現象對遠足活動的影響 

45 分鐘 

8 野外危機及 
緊急事件處理 

 各類型的野外危機 
 意外發生時的處理方法 
 各種求救方法 

45 分鐘 

9 登山技巧  個人登山步行方法 
 保持體能的原則 
 足部護理方法 
 小組行進時注意事項 
 夜行時注意事項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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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項目 內容 建議時間

10 露營技巧  遠足營地選擇 
 架設及拆卸營幕的方法和注意事項 
 惡劣天氣的露營技巧 
 營地及個人清潔衛生 
 香港營舍及營地的認識 

45 分鐘 

11 食物及炊事  選擇遠足食物的要點 
 擬定食譜及炊事的準備 
 惡劣天氣下的炊事方法 
 利用天然物品生火 
 後備食糧及緊急食糧 

45 分鐘 

12 遠足事工  遠足事工的重要性和主題選擇 
 事工策劃時的準備工作 
 事工計劃書的編寫 
 事工進行時注意的事項 
 事工報告書的選擇及編制方法 

45 分鐘 

13 遠足中常見 
意外之急救 

 個人藥箱及殘存包 
 傷患處理 

（包括：普通割傷、擦傷、刺傷、燒傷、燙傷、蟲咬、

外出血、簡單骨折、休克、不省人事、中毒、中暑、

人工呼吸及搬運傷者的方法。） 

60 分鐘 

14 遠足報告書 
制作 

 報告書內容，包括：封面設計、目錄、遠足目的、事

前準備工作、自我介紹、組員介紹、審核員介紹、工

作分配、旅程作息表、個人及小組用品清單、食譜及

後備食糧、交通資料、財政開支、行程表路線總圖、

地勢切面圖、遠足日誌及分段圖、天氣報告、緊急救

援資料、營地報告及位置圖、花絮、後感、審核員評

語等。 

45 分鐘 

15 海外遠足  海外遠足目的 
 海外遠足形式 
 籌備工作及進行方法 
 注意事項 

45 分鐘 

16 遠足審核  各進度性獎章探險部分的考驗內容 
 考驗程序 

30 分鐘 

17 戶外訓練  由導師帶領下，小隊須進行不少於二十公里的旅程。

導師可在沿途為各學員覆習課節的內容。 
兩日一夜

18 戶外實習  小隊須進行不少於二十公里的實習旅程。班領導人可

按小隊的學習進度決定是否安排導師陪行。 
兩日一夜

 
課程安排： 
1. 班領導人由香港童軍總會執行處認可及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遠足審核員/高級

遠足審核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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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訓練課程的學員人數由班領導人決定，建議不超過廿四人。每六位學員須有一位成年領

袖、或具備野外鍛鍊科導師資歷之領袖協助。 
3. 按本會執行處行政指引，當課程完成後，需填報有關的文件(FORM AYP/13)及交回執行

處。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各級野外鍛鍊科訓練及審核安排  
 

07/2010  第 8 頁 

野外鍛鍊科（金章）訓練課程 
 
課程範圍： 
 
理論課程

訓練項目 內容 建議時間 

1  野外鍛練科之目的、精

義及要求  
 引導參加者的認同  30分鐘 

 

2  野外鍛練活動認識  不同類型的野外鍛鍊活動 15分鐘 
 

3  團隊精神及領袖才能   領導才能的建立  60分鐘 
 

4  裝備   裝備保養及於野外之緊急維修方法 
 於極端天氣環境下的裝備 
 輕便裝備介紹 

30分鐘 
 

5  地圖閱讀   投影法簡介 
 極區方格網(UPS) 
 統一橫墨卡托方格網(UTM)與經緯度之互換 

60分鐘 
 

6  指南針使用技巧   加强方位量度的準確性及熟練程度  30分鐘 

7  導航(地圖及指南針運

用)  
 熟習在有限之視野環境下導行 30分鐘 

 

8  營藝   臨時或緊急庇護所  30分鐘 

9  食物與烹飪   在惡劣天氣下烹調食物之處理方法  
 輕便炊事 

45分鐘 
 

10  急救   脫臼及骨折的認知及處理方法  
 休克的處理  
 拯救窒息者  
 緊急搬運傷者的方法  

60分鐘 
 

11  安全措施及緊急事故

處理程序  
 如何減低山野危機的發生機會  
 各類型的山野危機的處理方法 
 運動創傷及預防 (如肩部擦傷等) 
 極端天氣帶來的危機及預防方法 (如暴晒及

暴寒等) 

60分鐘 
 

12  野外鍛鍊的計劃及記

錄  
 完整的旅程目的計劃  
 能獨立地設計路線  
 縱切面圖或路徑資料的描述  

30分鐘 
 

13  保護環境   引導參加者對保護環境的認同 
 「不留痕跡」道德及技巧 

60分鐘 

 
實習訓練 
課程內應包括不少於三次的實習訓練，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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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次持續 2 天之訓練實習，及； 
ii) 1 次持續 4 天之實習旅程。 
 
課程安排： 
1. 班領導人由香港童軍總會執行處認可及具野外鍛鍊科導師資格的本會高級遠足審核員擔

任。 
2. 訓練課程的學員人數由班領導人決定，建議不超過廿四人。每六位學員須有一位成年領

袖、或具備野外鍛鍊科導師資歷之領袖協助。 
3. 按本會執行處行政指引，當課程完成後，需填報有關的文件(FORM AYP/13)及交回執行

處。 
4. 課程內之實習訓練的安排可因應個別情況加以修改，唯必需於課程開始前取得野外鍛鍊

科科目事宜委員會的同意。 
 



FORM AYP/13  4/2010 
 
                  Pag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List of candidates finished  GOLD／SILVER／BRONZE* Expedition training for period    to             
 
Region/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rial 
No. 

Name  
     （In English）         （In Chinese） 

Sex Telephone *Group/Unit/Centre AYP  
Record Book No. 

Assessment 
Included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Yes / No* 
 
By Expedition Course  By AHQ Programme  By AYP Expedition Pan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Course Leader (AYP CRS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v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by AYP Expedition Pan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Block 

Note:*Delete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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