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女童軍總會 

興趣章評核綱要 

女童軍組 

GS-SYLLABUS/2016 

 

小隊露營許可證 

 

持有小隊露營許可證，可帶領小隊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核下的營地進行露營。 

 

一、考核資格： 

1.  須年滿十四歲或以上。 

2.  曾參與最少八晚女童軍露營活動。 

3.  必須持有露營章。 

4.  獲得小隊長會議及領袖推薦。 

 

二、考核條件： 

1.  採取小隊露營方式，由自己組織與管理整個露營活動，包括計劃與善

用時間等，使隊員滿意活動的安排。 

2.  考核時可帶同五至七名同隊的隊員參加考核，其中一人必須具有露營

經驗。所有參加者營前必須簽署家長同意書。 

3.  在營期內必須注意的事項： 

i. 建設小隊營區及保持營幕和床舖通風及乾爽 

ii. 適當貯藏所有食物 

iii. 注意膳食的烹調方法與分配 

iv. 須確保急救箱內有足夠的用品應付任何緊急事件，並示範處

理下列其中一項傷口的方法：割傷、擦傷、嚴重出血、燒傷

或燙傷 

4.  須妥善保管營帳和其他設備，並保持營地清潔 

5.  營地須是香港女童軍總會核下的營地 

6.  營期應是三日兩夜 

7.  不得安排營地以外的活動及海上活動 

8.  領袖須最少探營一次 

9.  編訂活動的計劃書、財政預算表及財務報告 

 

注意 

營期前六星期須呈交計劃書予評核員簽核，營期後兩星期內呈交賬目及有關文

件予評核員加簽，方可獲簽證書。 

 

備註 

1. 委任領袖如持有有效露營執照，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2. 現任區露營顧問，可為所屬區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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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許可證 

 

一、申請考核人資格﹕ 

＊ 年滿十四歲 

＊ 持有水試証書或游泳章（初階） 

＊ 完成獨木舟許可証訓練課程 

 

二、考核要求﹕ 

 

甲、筆試  

1. 香港女童軍總會之水上安全規及海上活動訓練中心之沾動規則  

2. 個人裝備及救生衣認識  

3. 獨木舟及槳之認識及保養  

4. 熟悉中心使用之旗號  

5. 哨子號的認識  

6. 獨木舟活動安全知識  

7. 天氣之影響  

8. 認識繩之保養及收藏方法  

9. 懂得結紮下列各繩結﹕平結、稱人結、雙套結、漁翁索、接繩

結、營釘結，並能說明上述繩結在水上活動的用途 

 

乙、技術測驗  

1.  穿著救生衣  

2.  搬運獨木舟  

3.  上、落艇技巧  

4.  划前、急停  

5.  划後、急停  

6.  掃槳  

7.  集合成艇排  

8.  翻艇後能作適當之處理  

9.  雙人近岸清理艇隻  

10.  個人近岸清理艇隻  

11.  船尾舵轉向  

12.  艇排之靈活運用  

13.  HI型深水拯救法  

14.  橫划  

15. 靜止中之壓水平衡  

16. X型深水拯救法  

  

注意﹕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獨木舟三星証書或初級証書，可向程序處申請資格轉換。  

 

評核員資格： 

必須由總會程序部安排評核員  



香港女童軍總會 

興趣章評核綱要 

女童軍組 

GS-SYLLABUS/2016 

 

獨木舟領隊證 

 

一、申請考核人資格﹕ 

＊ 年滿十六歲 

＊ 持有水試証書或游泳章﹝初階﹞ 

＊ 在過去一年內有十二小時獨木舟練習 

＊ 完成獨木舟許可証訓練課程 

 

二、考核要求﹕  

甲、 筆試  

1.  地圖、海圖及指南針的認識  

2.  個人及小組之旅程裝備  

3.  有關風、潮汐及水流的認識  

4.  海上緊急維修的知識  

5.  懂得結紮下列各繩結﹕鑽石結、馬賊結、猴子結，並能說明上

述繩結在水上活動的用途 

 

乙、 展示一日划舟旅程之配備﹐包括個人衣著、膠鞋及下列性能良好之裝

備，並放置在適當的位置  

1.  獨木舟、槳、防浪裙及救生衣  

2.  修補工具  

3.  急救用品  

4.  禦寒膠袋  

5.  後備衣物  

6.  午餐及飲品  

7.  拖繩（長度不得少於五米）  

8.  緊急糧食  

9.  哨子  

10.  電筒  

11.  地圖  

12.  指南針  

13.  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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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領隊證 

 

丙、技術測驗  

1.  個人搬運艇隻  

2.  上、落艇（瑪頭/沙灘/斜道）  

3.  個人近岸清理艇隻  

4.  靜止及行進間壓水平衡  

5.  搖櫓式橫行  

6.  靜止及行進間屋水平衡  

7.  搖櫓式橫行  

8.  搖櫓式平衡  

9.  垂手式壓水急轉向  

10.  X型拯救法  

11.  泳者救艇法  

12.  愛斯基摩拯救法  

 

丁、 實習  

在一名合格的獨木舟教練指導下，於一年內協助共十小時之獨木舟訓

練/活動  

 

 

注意：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獨木舟中級証書﹐可向程序處申請資格轉換。  

 

 

評核員資格： 

必須由總會程序部安排評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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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龍舟許可證 

 

一、申請考核人資格﹕ 

＊ 年滿十二歲或以上 

＊ 持有游泳章(初階)、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 完成初級龍舟許可證訓練課程 

 

二、考核要求﹕ 

 

甲、理論 

1. 香港龍舟運動歷史與發展 

2.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簡介 

3. 龍舟的種類、結構及基本裝備 

4. 龍舟水上安全知識 

5.  救生衣與助浮衣的分別 

 

乙、技術  

1. 熱身運動 

2. 如何穿著助浮衣或救生衣 

3. 上落龍舟的安全知識 

4. 坐姿及握槳方法 

5. 深水登艇 

6. 基本龍舟槳法 

i) 前划槳 

ii) 後划槳 

iii) 緊急停船 

iv) 壓水平衡 

  

注意﹕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初級龍舟訓練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

申請資格轉換。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註冊一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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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龍舟許可證 

 

一、申請考核人資格﹕ 

＊ 持有初級龍舟許可證或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初級龍舟訓練證書 

＊ 持有游泳章(初階)、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 完成中級龍舟許可證訓練課程 

 

二、考核要求﹕ 

 

甲、理論 

1.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新知 

2. 一般急救的認識 

3. 龍舟航行規則 

4. 龍舟比賽規則簡介 

 

乙、技術  

1. 熱身及緩和運動 

2. 體能訓練 

3. 鞏固龍舟基本坐姿及划槳法 

4. 在龍舟上移動及互相調位 

5. 橫划槳及撬槳 

6. 比賽技術: 

i) 起步 

ii)  耐力的掌握 

iii) 衝線 

7. 沉龍自救法 

8. 龍舟比賽模式的認識，並能完成不少於 500 米之比賽賽程 

  

注意﹕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中級龍舟訓練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

申請資格轉換。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註冊一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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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舵手許可證 

 

一、申請考核人資格﹕ 

＊ 年滿十五歲 

＊ 持有游泳章(初階) 、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 持有中級龍舟許可證或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中級龍舟訓練證書 

＊ 過去一年最少有十二小時龍舟練習 

＊ 完成龍舟舵手許可證訓練課程 

 

二、考核要求﹕ 

甲、理論 

1.  龍舟航行之基本操控 

2.  基本航行知識 

3.  比賽知識 

4.  龍舟的種類、結構及基本裝備 

5.  舵手責任及注意事項 

6.  天氣認識 

7.  風、潮汐、水流及海浪的影響 

8.  龍舟水上安全知識 

 

乙、技術  

1.  一般技術 

i)  單人划槳控制整條龍舟，準備龍舟在沙灘、碼頭或浮台出 

發及用後清理 

ii)  基本操控技術，在下列情況之應用 

- 靜止中轉向 

- 保持航向 (前進及後退) 

- 移動中轉向 (前進及後退) 

- 駛離及返回沙灘、碼頭或浮台等 

2. 比賽技術 

i)  後退往起步點 

ii)  訓練期間完成不少於 200 米賽程之模擬比賽 

3. 基本繩結運用 

4. 沉龍自救法及覆龍扶正法 

5. 墜海拯救法 

 

三、 評核﹕ 

評核將會以筆試及舵手操控水試進行。參加者應自行安排划手協助考試。考試

期間船速應保持不少於每小時 12 公里。 

 

注意﹕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一級龍舟舵手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申

請資格轉換。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委派的註冊二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