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U/18/Badge/06

香港女童軍總會
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日

期：2018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六)

時

間：下午 1 時至 5 時

地

點：天保民學校 (九龍塘聯福道 11 號)

名

額：小女童軍組 40 人，女童軍組 130 人（額滿即止）

費

用：免費

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報名辦法：請填妥報名表格、家長同意書，寄/交回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課程/活動登記處收
天

氣：如活動當天 11am 前懸掛紅/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三號或以上颱風
訊號，活動將會取消

查

詢：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26 0233 與香港女童軍總會九龍地域發展部職員劉穎詩小
姐聯絡。

評核章項：
小女童軍組 － 小女童儀式章、急救章、服務行動章

(最多可考三個章)

女童軍組

(最多可考三個章)

－ 原野生活章、急救章、防火知識章、結繩章

＊應考者必須提交記錄簿給評核員，並應攜帶所需物品接受評核。
所有參加考章日之隊伍，必須最少邀請一位評核員協助考章工作。
每份興趣章評核紀錄表只適用於評核一個興趣章，如不敷應用，
可自行影印。
備

註：
參加者必須為已宣誓之小女童軍及女童軍方可進行考核（以評核日當天為準）
請各參加者參閱最新版之興趣章評核內容, 為評核作充足的準備。
所有應考者必須穿著整齊制服方獲評核。
如有未被接納的報名人士將會另行通知。
一經取錄，所有取錄者均不可轉換。
取錄與否，由籌委會作最後決定。取錄名單將上載於總會網頁
「地域/區活動取錄名單」欄內，逢星期三，五更新資料，
請領袖請自行到總會網頁瀏覽取錄名單，並查閱資料是否正確。
報名表格如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
各隊評核時間及興趣章評核備忘，將於截止報名後以電郵寄出。
附件：興趣章評核報名表、興趣章評核內容、家長同意書、興趣章評核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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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截止日期：5 月 25 日

小女童軍組報名表
隊名：

分區：

學校/機構名稱：

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辦事處)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辦事處)

電

*本隊已邀請

郵：

(先生 / 小姐 / 領袖)為

興趣章之評核員。

＊請於適當位置加上「」以表示所考之章項 (每名參加者最多報考 3 個章)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領袖自行影印
小女童軍_姓名

年齡

小女童儀式章

急救章

服務行動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領袖簽名：

日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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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截止日期：5 月 25 日

女童軍組報名表
隊名：

分區：

學校/機構名稱：

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辦事處)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辦事處)

電

*本隊已邀請

郵：

(先生 / 小姐 / 領袖)為

興趣章之評核員。

＊請於適當位置加上「」以表示所考之章項 (每名參加者最多報考 3 個章)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領袖自行影印
女童軍_姓名

年齡

原野生活章

急救章

防火知識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領袖簽名：

日 期：

1

結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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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R/SU/18/Badge/06

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

﹝隊號﹕

﹞參加於 2018 年

6月 23 日舉行之「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並証明其身體健康良好，適宜參
加是項活動，如參加者不遵守大會指示而發生意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如需特別照顧，請列明﹕
香港女童軍總會(下稱本會)透過網頁、通訊和大眾傳播媒介，例如報章和電子傳媒，
刊登有關活動的資料和照片，藉此推廣活動和會內訊息，讓更多社區人士認識本會的理念、
活動和服務。本會同時亦致力推動特殊女童軍參與社區活動，及向社會推廣傷健共融的訊息。
＊本人明白香港女童軍總使用照片之目的和用途，並同意會將 敝子女之照片刊登在
有關之刊物 和網頁內，作上述宣傳和推廣之用。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手提)﹕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香港女童軍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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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參加者姓名﹞

﹝隊號﹕

﹞參加於 2018 年

6月 23 日舉行之「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並証明其身體健康良好，適宜參
加是項活動，如參加者不遵守大會指示而發生意外，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
＊如需特別照顧，請列明﹕
香港女童軍總會(下稱本會)透過網頁、通訊和大眾傳播媒介，例如報章和電子傳媒，
刊登有關活動的資料和照片，藉此推廣活動和會內訊息，讓更多社區人士認識本會的理念、
活動和服務。本會同時亦致力推動特殊女童軍參與社區活動，及向社會推廣傷健共融的訊息。
＊本人明白香港女童軍總使用照片之目的和用途，並同意會將 敝子女之照片刊登在
有關之刊物 和網頁內，作上述宣傳和推廣之用。
家長/監護人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住宅)
家長/監護人簽署﹕

關係﹕
(手提)﹕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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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特殊女童軍興趣章評核日 2018
興趣章評核紀錄表
( 小女童軍組 / 女童軍組 ) ＊請圈出合適用者
＊完成評核程序後，領袖請保存此表於隊伍記錄文件內，
以便於每年 7 月填寫隊伍活動簡報，並呈交總會時以作參考。
隊號
電話

領袖姓名
贊助機構名稱
評核日期

區

分區

(辦事處)

(手機)

電郵
2018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領袖簽署

下午 1:00 -下午 5:00

日期
章 (每章項須獨立填寫)
參加者姓名

年齡

成 績 (請圈出合適用者)

1.

合格 / 補考 / 缺席

2.

合格 / 補考 / 缺席

3.

合格 / 補考 / 缺席

4.

合格 / 補考 / 缺席

5.

合格 / 補考 / 缺席

6.

合格 / 補考 / 缺席

7.

合格 / 補考 / 缺席

8.

合格 / 補考 / 缺席

9.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0.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1.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2.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3.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4.

合格 / 補考 / 缺席

15.

合格 / 補考 / 缺席
評核員簽名：(姓名)

簽署：

（

）

評 語

日 期：23/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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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 修訂

小女童軍儀式章
(特殊小女童軍)

(一) 示範下列個人基本步操︰
1. 立正 (Atten-SHUN)
2. 休息 (Stand-at-EASE)
3. 暫時解散 (Fall-OUT)
4. 解散 (Dis-MISS)
5. 女童軍敬禮及全禮 (The Guide Sign & Guide Salute)
(二) 由領袖帶領隊員示範︰
1. 小女童軍圈
2. 小女童軍歡呼
(三) 示範下列旗幟儀式︰
1. 持旗及聽口號
2. Flag at the Order
3. Flag at the Carry
(四) 說出/指出下列各旗名稱﹕
1. 隊旗
2. 香港女童軍旗
3. 世界旗
4. 香港特區區旗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評核員資格︰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R/SU/18/Badge/06

09/2009 修訂

急救章
(特殊小女童軍)

(一) 向評核員說出/指出急救的目的
(二) 示範清潔傷口，防止感染
(三) 示範一種止血方法 (例如﹕流鼻血、割傷手指等)
(四) 講解/指出燙傷的處理
(五) 如意外發生時，你要立即通知甚麼人及如何通知他們﹕
1. 在學校
2. 在家中
3. 參加女童軍活動
4. 在公眾場所 (如商場、電影院等)
(六) 說出/示範求救的方法

＊評核員資格：合格醫生、登記護士、註冊護士、
英國紅十字會急救班導師、聖約翰救傷會急救班導師、
持有效聖約翰救傷隊成人急救証書或營地護理員証書

R/SU/18/Badge/06

09/2009 修訂

服務行動章
(特殊小女童軍)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一) 個人
1. 在家裡連續兩星期處理不同種類的廢物並作紀錄
2. 整理家務，並作紀錄
(二) 小隊 (必須完成下列各項活動)
1. 連續在三至五次集會中，協助領袖收集或分發資料、
文具或其他物品給隊員
2. 協助小隊紀錄出席表或收隊費(最少六次)
3. 籌款活動 – 參與最少一次女童軍籌款活動
4. 為集會地方最少服務兩次
(三) 社區 (必須完成下列 1-2 項及 3-5 項內其中一項活動)
1. 最少參與一次慈善團體活動
2. 在領袖協助下，搜集最少 3 個不同慈善團體的
名稱及會徽
3. 製造手工藝/心意卡送給社會有需要人士
4. 探訪老人中心、兒童中心或其他機構最少一次，
並向評核員介紹/指出該次探訪活動
5. 參與一些關心社會的義務活動最少一次
(四) 與評核員分享/指出你在上述活動中的感受
＊評核員資格︰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07/2017 修訂

R/SU/18/Badge/06

原野生活章
(特殊女童軍)
(一)完成下列各項要求，表示你能夠應付野外生活：
1. 向評核員簡述和可用圖片 / 照片作輔助，
在野外生火時要注意的事項。
2. 示範或出示照片，可使用炭生火，烹煮兩款簡單的膳食。
（可自選是否使用炊具）
3. 向評核員介紹萬用刀的其中三個功用 (可用圖片 / 照片作輔助) 。
4. 告訴評核員，當在郊外遇上驟雨，避雨的方法。
5. 向評核員講述和以手勢輔助緊急事故：迷路 / 進行煮食時失火 /
被利器割傷之處理方法。(由評核員決定抽問或安排全部作答)
6. 示範用適當的方法，收拾與攜帶你的宿營用品，
並放在背囊內，包括衣物及所需日用具。
(二) 列出郊區守則：
*輕度智障：說出/指出八項郊區守則。
*中度智障：說出/指出六項郊區守則。
*嚴重智障：說出/指出四項郊區守則。
(三) 完成最少一次郊遊，觀察﹕雀鳥、動物、植物或昆蟲(自選一項)
的活動 / 生長情況。可以事前在適當地方完成此觀察，
並帶同觀察報告交評核批核。
注意：
1. 炊具包括露營炊具或子母盒。
2. 如已考獲健行章，可豁免應考項目二和項目三。
3. 如已考獲防止意外章，可豁免應考項目二。
＊評核員資格︰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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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05 修訂

急救章（初階）
(特殊女童軍)

(一) *嚴重智障：解釋急救的目的
*中/輕度智障：解釋急救的目的及急救員的責任
(二)

1.示範處理止血的方法
2.示範包裹輕微受傷部份的方法

(三) 說明如何處理一名由於意外、昏厥而致不省人事的病人
(四) 說明如何處理燒傷或灼傷的方法。
(五)

1.認識扭傷的足踝或手腕及處理方法
2.解釋在未獲悉傷者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要移動病人

(六)

*嚴重智障：說明處理異物入眼、入耳、入鼻的方法
*中/輕度智障：說明處理異物入眼、入耳、入鼻
及哽塞的方法

＊評核員資格：必須是合資格醫生、登記護士、註冊護士、
上述機構的急救班導師
持有以上資格的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進行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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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 修訂

防火知識章
(特殊女童軍)

(一) 說出/指出兩種容易引發火警的物品
(二) 說出/指出如有火警發生，如何處理
(三) 說出/指出如何防止家居火警的發生
(四) 說出/指出如何防止山火
(五) 向評核員出示圖片，介紹一項消防裝置的用法
(六) 說出/展示就近學校或妳居住的地區的消防局名稱

＊評核員資格︰領袖為委任防火知識指導員，
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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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 修訂

結繩章（初階）
(特殊女童軍)

(一) 示範平結、單結及利用蝴蝶結綁鞋帶
(二) 製作一塊繩結板，展示上述繩結
(三) 於評核時展示一種自行編織的飾物

＊評核員資格︰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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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民學校
地址：九龍塘聯福道 11 號
＊ 可於九龍塘港鐵站乘搭 25M 小巴或步行(約 10 分鐘)到達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