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Tsing Yi District 
香港青衣長康邨康美樓 C301 室 

Flat C301, Hong Mei House, Cheung Hong Estate, Tsing Yi, Hong Kong 

http://www.scout.org.hk/tyd 

 

 

 

 

 

由  ︰副區總監（訓練） 

致  ︰各旅童軍團 

知會：青衣區各職員 

日期：2022 年 8 月 30 日 

童軍專章考驗日 
 

本區童軍支部將於 2022 年 11 月舉辦上述考驗日，由本區助理區總監 (童軍) 龎穎邦先生主持，敬

請各童軍支部成員踴躍參加，詳情如下：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2022年11月19日 六 09:00 – 13:00 青衣區內 (地點會於取錄書中公佈) 

參加資格： 已宣誓之童軍支部成員 (本區成員優先) 

名 額： 50 人 

費 用：  每人每項專科徽章考核申請費用港幣 7 元正（費用包括：證書、布章乙枚） 

形   式： 1.於考驗當日即場進行下列專科徵章考驗︰ 

 技能組：手藝、電子、電腦、體育、多媒體創作 

服務組：指引、語言 

2.考驗內容及形式，請參閱童軍支部網站的童軍訓練綱要及附件二內容； 

    3.每名參加者不得報考多於 2 項專科徵章。 

截止日期： 2022 年 11 月 5 日（星期六） 

報名辦法： 1.以團為單位，旅團負責領袖需填妥專用之報名表格（附件一）； 

 2.各名參加者均需填妥 PT/46 家長同意書； 

 3.附上劃線支票 (一團一票)，支票抬頭「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並於支票背面寫上負

責領袖姓名及旅團； 

4. 將上述表格連同支票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至青衣長康邨康美樓 C301 室 (信封面

請書明申請「童軍專章考驗日」)。 

其    他： 1.取錄名單將於2022年11月12日前在本區網頁上公佈； (報名表必須清楚填上旅團領袖

之有效聯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2.未有提供Scout ID之參加者將不獲處理有關之考核申請； 

 3.參加者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出席； 

 4.參加者必需符合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及香港童軍總會最新頒布之防疫規定及「疫苗

通行證」之要求，以便進入活動場地； 

 5.參加者必須按時出席，完成所有指定考核及獲評合格，始獲發專科徽章証書及布

章； 

 6.所有專科徽章考核的項目，均需於「專章考驗日」當天活動完結前完成，否則視為

不合格處理。 

 7.參加者如只報考一項專章考驗，於完成考核及紀錄成績並獲得到活動負責人許可

後，可自行離開活動場地，敬請家長留意。 

 8.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6225 4136 與活動負責人龎穎邦先生聯絡。 

副區總監（訓練） 

(龎穎邦 代行) 

2022年 9月 3日 

修訂版本 



 附件一 

香港童軍總會 - 青衣區 

童軍專章考驗日報考表格 

請在適當的位置上打上「」號 (每名參加者不得報考多於 2項 專科徵章)︰ 

參加者姓名 及 

Scout ID 

技能組 服務組 

#手藝 電子 電腦 體育 多媒體創作 指引 語言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姓   名： 

Scout ID： 

       

合共報考數目：        

* 表格不敷應用可自行影印。 

# 手藝章的空格內除劃上「」號外，亦需要註明考核的項目(A至G項的其中一項)，詳情請參閱童

軍訓練綱要(手藝章)內容。 

 

負責領袖簽署 ：                       旅 / 團印 ︰                         

領袖姓名  ：                       旅號  ：                              

聯絡電話  ：                       聯絡電郵 ：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Craftsman.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Craftsman.pdf


附件二 

香港童軍總會 青衣區 

童軍專章考驗日 考驗內容及形式 
(所有考核以最新版本童軍訓練綱要內有關專章之內容為依歸) 

專科徽章 (組別) 考核內容 

手藝  

(技能組) 

 

 

1. 考生需帶備已完成或即場製作之作品交予主考評核 

2. 作品可選擇童軍訓練綱要中(A)至(G)項中其中一項 

3. 主考會就製成品安排口試 

 

電子  

(技能組) 

 

 

1. 考生需帶備已完成之電子工件提交給主考並解釋它們

的運作原理 

2. 提交的電子工件需符合項目7實習(a)至(f)所述之要

求(數量不限) 

3. 主考安排之口試或筆試 

 

電腦  

(技能組) 

 

 

1. 考生需帶備已完成項目7實習(a)或(b)的製成品 

2. 考核場地不會安排上網系統或裝置予考生 

3. 主考安排之口試或筆試 

 

體育 

 (技能組) 

 

 

1. 考生需提交一份關於兩位知名國際運動員之報告給主

考討論 (形式不限) 

2. 考生需提交參與體育資料証明給主考 (如運動員証、

訓練證書、獎勵等) 

3. 主考安排之口試或筆試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Craftsman.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Electronics.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Computer.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Sportsman.pdf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1. 考生需提交以圖像處理軟件完成的事工 

(綱要內第1(a)~(d)項其中兩項) 

2. 考生需提交兩條自行製作之不同類型的短片 

(綱要內第2項) 

3. 考核場地不會安排上網系統或裝置予考生 

4. 主考會就事工內容安排口試 

 

指引  

(服務組) 

 

 

1. 考生需要於數碼地圖/街道圖上完成有關事工 

(包括但不限於有效顯示自己住所位置、旅部3公里範

圍及童軍訓練綱要內第二項的各個地點) 

2. 主考提供之地圖以地政總署所提供的資料為依歸 

(包括最新數碼版本或不早於2021年的印刷版本) 

3. 主考安排之口試或筆試 

 

語言  

(服務組) 

 

 

1. 可供應考語言：英語 

2. 考生需於考核當日報到時遞交以應考語言所寫之文章 

(題目及要求請參考童軍訓練綱要中第二項) 

3. 主考安排之口試或筆試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Pursuit/MultimediaDesigner.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Service/Guide.pdf
https://prog.scouting.org.hk/scouts/ScoutTrainingScheme/pdf-zh/Service/Interpreter.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