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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章 

以紀錄薄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於最近一年內曾經參與以下活動： 

一、社會公益義工行動(包括香港女童軍總會舉辦的活動)一次，如：賣旗、賣獎

券等。 

二、校內服務，如值日生、大掃除等。 

三、社區服務，如清潔海岸或沙灘、植樹日、探望長者等。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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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章 

一、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1. 選擇下列一項，顯示橫過馬路的安全路線： 

(須與一名家長或領袖步行該路線，拍攝照片證明，並由該陪同行人士簽署) 

- 從家到學校 

- 從家到小女童軍集會地點 

- 從朋友家回家 

- 從朋友家到學校 

2. 解釋行人過路交通燈種燈號的意思。 

3. 介紹以下設施的用途： 

行人道、斑馬線、行人隧道、行人天橋、「綠色人像」過路處。 

二、 告訴評核員： 

 

1. 在沒有行人設施的環境下橫過馬路時，可向哪些人求助。 

2. 如何在下列道路上安全過路： 

- 有行人路的地方 

- 在設有安全島的地方 

- 在晚上橫過馬路 

 

三、 製作一張海報或小冊子，顯示安全橫過馬路的方法。 

 

備註 

1.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2. 家長可為其小女童軍評核，並需以書面或於總會網頁下載指定表格，簽署証

明其完成要求。委任領袖於收到文件後可簽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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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罪案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1. 兩份防止罪案的宣傳單張或小冊子，並作簡略介紹。 

 2. 一幅以防止罪案為題之海報，並附以標語。 

二、 獨自外出前，應告知父母什麼資料？ 

三、 當獨自在上街遇到陌生人跟你攀談時，應如何應對？ 

四、 全家外出前應作什麼檢查，以確保家居安全？ 

五、 防盜眼及防盜鍊的作用。 

六、 如何分辨到訪人士是真正的公司職員代表，推銷員還是假冒人士。 

 

 

備註 

1.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2. 家長可為其小女童軍評核，並需以書面或於總會網頁下載指定表格，簽署証

明其完成要求。委任領袖於收到文件後可簽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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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常識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隊員介紹： 

1. 國旗及特區區旗。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架構。 

3. 至少三個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的標誌。 

4. 全港各區的區議會徽號。 

5. 一次曾參與的公民活動，並附上照片。 

6. 你居住的地方所屬的區域。 

7. 所屬居住區域的區議會主席及一名區議員的名字。 

8. 所屬居住區域內的一項社區特色。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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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個人方面  

至少取得二項與健康生活有關* 的興趣章。 

 二、 家庭、朋友方面  

1. 向至少三名家人、朋友或同學，推介健康生活的好處。 

2. 為一名家人、朋友或同學擬定三個健康目標。 

 三、 社區方面﹙選擇其中兩項﹚  

1. 列出兩個與社區健康有關機構的名稱及地址。 

2. 參與一次推廣健康的活動，以相片及文字介紹活動內容。 

3. 剪輯或下載一則有關社區健康的新聞，並附上感想。 

4. 設計一張海報並附以標語，以鼓勵公眾注重健康。 

注意 

1. 有關資訊可於醫管局 – 健康資訊天地網站：www.ha.org.hk 查閱。 

2. 與健康有關之章項：廉潔章、自理章、體適能章、食物與營養章、運動章、

愛滋病知識章、家居安全章、單車章、游泳章、環境保護章、防止濫用藥物章、

舞蹈章、漫步章、服務行動章、小女童軍渡假營章。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http://www.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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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知識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甚麼是愛滋病。 

二、 愛滋病病毒入侵人體後會做成甚麼破壞及影響。 

三、 詳述愛滋病病毒的特性及通過什麼途徑傳播。 

四、 如何知道是否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五、 試就每一項愛滋病傳播途徑舉出一個預防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方法。 

六、 愛滋病是否可以透過藥物去根治。 

七、 「世界愛滋病日」在每年哪一天。 

八、 紅絲帶的意義。 

九、 提交五款與愛滋病有關的宣傳單張或海報，並作出講解。(接受影印本或

網上下載) 

十、 以文字及圖片簡單介紹兩間在香港從事愛滋病服務的機構或團體 (包括

政府部門及志願團體各一間)。 

十一、 如果你有一位朋友感染了愛滋病病毒，你會做什麼。 

 

 

備註 

委任領袖如為現任愛滋病知識指導員，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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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導章 

一、向評核員講述： 

1. 除私家車或計程車外，如何用最安全和最快捷的途徑由你集會的 

  地點出發，到達香港女童軍總部或集會附近之社區會堂。 

2. 在集會的地點、學校或住所附近，有人問路時，能夠有禮貌地給 

   予清晰的指示，以到達下列任何三個地點。 

     - 公眾電話亭 

     - 警署 

     - 醫院或診所 

     - 郵局 

     - 超級市場 

     - 圖書館   

二、從陸路及海路公共交通工具中各選一項，以紀錄簿形式展示其服務範圍、 

路線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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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章 

一、告訴評核員急救的目的。 

二、示範清潔傷口，防止感染。 

三、示範下列其中兩種三角巾包紮法： 

1. 臂懸帶(大手掛)     

2. 肩懸帶(三角手掛)    

3. 頭部敷料包紮法 

四、示範下列其中一種繃帶卷包紮法  

1. 肘或膝部包紮法            

2. 螺旋卷軸法(手臂或小腿) 

五、 示範及講解止血方法 (如流鼻血、割傷的手指等) 。 

六、 示範及講解燙傷的處理。 

七、 詳述如意外發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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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示範致電報警或召喚救護車的正確程序。 

 

評核員資格 

必須是合格醫生、登記護士、註冊護士、現職消防處救護員、香港紅十字會或聖

約翰救傷會或香港專業護理學會的急救班導師，或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証書。 

備註 

持有以上資格的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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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使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能源標籤」的級別及說出四種被列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內的 

      家庭電器。 

二、  三項家庭用電安全守則。 

三、 本港提供電力的機構及供應電力的地區。 

四、 你居住地方的兩次用電紀錄，並說出耗電量不同的原因。 

五、 介紹一項你的習慣，能夠身體力行地珍惜能源，並與最少三位親友 

     分享。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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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章 

一、 列舉五種或以上污染環境的例子與原因。 

二、 向評核員說明什麼是「4R」並列舉三種有助保護環境的事情： 

     1. 在家裏進行的事情 

     2. 在戶外進行的事情 

三、解釋什麼是空氣污染指數，並說明它和我們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四、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1. 參觀有關環保、自然護理等教育中心，記錄令你印象最深刻，並願 

       意改變自己的見聞。 

    2. 用可循環再用的物料製造一款實用物品。 

    3. 設計一幅宣傳環保意識（例如不亂拋垃圾，珍惜食物，保護郊野等 

       等）之海報及標語。 

    4. 記錄在家中實行垃圾分類的經過，並記錄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及改善 

       的方法。 

 

備註 

委任領袖如為委任環境保護指導員，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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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行動章 

以紀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個人（在家裡連續兩星期完成下列服務，並作紀錄） 

     1. 處理不同種類的廢物 

     2. 協助其中一項家務，例如洗碗或掃地等 

二、小隊（必須完成下列各項活動） 

    1. 連續在三至五次集會中、協助領袖收集或發放資料、文具或其他 

       物品等給隊員 

    2. 協助小隊紀錄出席表或收隊費（最少六次） 

    3. 參與最少一次女童軍總會籌款活動，例如慈善獎券或賣旗活動 

    4. 為集會地方最少服務兩次 

三、社區（必須完成下列各項活動） 

    1. 搜集最少三個不同慈善團體名稱及會徽。 

    2. 最少參與一次其他慈善團體活動，例如探訪老人中心、兒童中心 

       或其他機構，展示活動照片，並向評核員介紹該次活動。 

四、與評核員討論你在上述活動中的感想。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小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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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章 

以紀錄簿形式完成下列各項，並向評核員介紹： 

一、 何謂「環保生活」，並舉出如何在衣食住行以至旅遊等各方面保護環境。 

二、 解釋生態保育與生態旅遊的關係，並指出生態旅遊的功能，特別是對濕地

保育方面。 

三、 介紹香港濕地公園的起源及其目標，並提交至少一張香港濕地公園的入場

券作參考。 

四、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並介紹在公園內遇到的動物及植物。 

五、根據參觀香港濕地公園參觀所得，繪畫一幅圖畫（至少 A4 大小）展示濕地

 的環境以及動植物的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