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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組 – 品格 

 

GS-SYLLABUS/20140101  

女童軍友誼章 

 

一、 向評核員詳細介紹世界女童軍協會及與其他世界組織的聯繫。 

二、 用有趣的方法向海外來賓（可由評核員扮演）介紹香港及香港女童軍運動。 

三、 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並與筆友或網友通訊往來維持最少一年，透過你們的

信件或電子郵件副本及交換的物品等，向評核員展示及介紹一些有關你的

筆友或網友國家的歷史與傳統。如選擇其他制服團體，須認識該團體的背

景，包括他們的制服與徽章。 

1. 與另一個國家的女童軍通訊 

2. 本地其他制服團體會員通訊 

 注意：在交換物品之前，應研究海關條例。 

四、 從下列選取其中四項作評核： 

1. 展示自己或你小隊中一位成員，穿上外國的女童軍制服或民族服裝及詳

述其特色。 

2. 認識你自己所選擇的四個國家的民族服裝。替洋娃娃穿上其中一國民族

服裝，並向評核員介紹該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宗教背景。 

3. 用三種不同語言向其國家的女童軍問好。 

4. 烹調一款外國菜式。（請附食譜或烹調方法） 

5. 示範一種外國的手工藝。 

6. 唱一首外國民歌。（請附歌詞及自備伴奏音樂(如適用)） 

7. 講述一個外國傳奇或民間故事。（請附有關內容的文字版） 

8. 表演一項外國民族舞，並向評核員略作簡介。（請自備伴奏音樂、舞衣

等(如適用)） 

9. 與你的小隊玩一個外國的遊戲。（由領袖出示證明） 

10. 在集會中，接待一位從外地來的女童軍會員。（出示領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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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章 

 

一、 向評核員介紹「龍」在中國的意思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二、 於下列各種中國文化類別中各選一項，並搜集有關資料，向評核員詳細介

紹： 

1. 表演藝術（舞蹈、戲曲、雜技、戲劇等） 

2. 民族民風（飲食、服飾、宗教等） 

3. 科技（古代發明、建築、醫學、曆法等） 

4. 視覺藝術（書畫、刺繡、陶瓷等） 

三、 與評核員討論兩項中國禮教習俗的起源及特色，如嫁娶、生兒育女、壽誕、

節慶、祭祀等。 

四、 展示由家長簽署證明兩項經常在家中實踐的中國禮儀，並介紹其出處。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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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章 

 

一、 連續兩個月負責小隊記事和會議記錄，或一次女童軍露營或渡假營活動記

錄。 

二、 應考時填寫一份由評核員指定的表格，並示範怎樣寫支票。 

三、 評核時，要準備撰寫下列任何三項： 

1.  一封邀請信，邀請其他女童軍隊伍參與活動，需詳細列明細節。 

2.  一封邀請覆函。 

3.  一封請假信。 

4.  一封感謝函，如：贊助食物、禮物或出席主禮、嘉賓。 

5.  一封求職信。 

6.   一份活動通告。 

7.   一封借用場地信件。 

四、 撰寫一篇二百至三百字適用於女童軍刊物，描述女童軍活動之文章。 

 

注意 

女童軍可用英文或中文作評核。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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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童軍協會知識章 

 

一、 詳述下列各項： 

1. 世界女童軍協會（世協）的歷史大事和架構，包括世界會議所佔的地位。 

2. 世界旗及世界章的意思。 

二、 找出世協屬下八個會員機構的女童軍誓詞及規律（所選國家中，應包括世

界女童軍協會分屬五個地區），並與評核員討論她們與原誓詞之異同及其

背後原因。 

三、 在世協分屬五個地區，各選出一個世協的正式會員機構，詳細介紹她們的

國旗歷史及含義，女童軍宣誓章、制服及今日女孩子的生活（可從衣、食、

住、行、信仰等各方面簡述）。 

四、 列出所有女童軍世界中心的名稱及所在地，並以生動的方法，介紹其中一

個世界中心。 

五、 完成下列其中四項： 

1.  詳述世界靜思日的意義，並為你的小隊設計一項慶祝儀式，進行及記錄

下來。找出世界靜思日基金的用途。 

2.  向評核員展示你與一位外國女童軍筆友或網友的通訊記錄及介紹其國家

的歷史、風俗及當地的女童軍組織。（不能與第三項重複） 

3.  找出一個世協當時推廣的主題或議題。與你的小隊，為此舉辦一項活動

響應議題。告訴評核員進行之過程， 及展示海報、通告及各項與該活動

有關的細則。 

4.  在集會中，接待一位從外地來的女童軍成員。（出示領袖證明） 

5.  展示自己或你小隊中一位成員，穿上外國的女童軍制服或民族服裝及詳

述其特色。 

6.  學習及教授一首世協會員機構的歌曲或舞蹈，並介紹其出處。 

7.  找出女童軍介紹咭的用途及如何啟動。 

8.  以生動的方式向評核員介紹一個世協會員機構的歷史、文化及宗教背

景。 

9.  計劃一次旅行，探訪一個世協會員機構所屬之國家。詳述該地的氣候、

流通貨幣、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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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護理章 

 

是項考驗服務對象，適用於三歲至六歲的幼兒。 

考取是項興趣章，你要在一日之內任何時間，照顧屬於這個年齡組別的幼兒。你

必須有責任感；個人衛生清潔要達到很高水準。 

 

以記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一、 向評核員詳述： 

1.  幼兒在四季應該穿什麼衣服。 

2.  設計一天的食譜。 

3.  甚麼玩具適合幼兒玩耍。 

4.  為幼兒計劃消遣一天的時間，顯示有規律生活的重要性。 

5.  怎樣預防幼兒於家中發生的意外。 

6.  懂得怎樣照顧幼兒睡覺。 

7.  如何辨識幼兒不適的徵狀或異常行為。 

8.  根據耳探／口探／肛探，說明小孩發熱的體溫及適當之護理。 

9.  為何對待幼兒一定要言出必行，不能食言以及不能使用利誘及恐嚇的原因 

 

二、 在評核員督導之下，照顧一名或一組幼兒，度過一段時光。工作包括： 

1.  幫助他（們）餐前餐後清潔，照顧他（們）進食。 

2.  帶領幼兒怎樣安放及使用各類玩具，如有需要跟他（們）一起玩耍。 

3.  講故事（可加插圖畫或動作）。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服務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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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意外章 

 

以記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一、 詳述怎樣預防下列意外的發生： 

1. 氣體爐具 

2. 電器用具 

3. 營火 

二、 詳述如屋裡有小孩及長者時，會遇到什麼危險及有什麼預防意外的措施。 

三、 列出最少三種不同方法以預防下列活動可能發生的意外： 

1. 水上活動 

2. 山野活動 

3. 使用交通工具 

4. 攜同寵物 

5. 參與大型活動 

四、 詳述如何辨別及預防有毒或危險性的植物、昆蟲及動物。 

五、 詳述在惡劣天氣警告訊號生效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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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章 

 

一、 簡述「香港」名稱的由來及其歷史。 

二、 參觀香港一處有趣的建築物或社區，將你的觀察記錄下來，並向評核員展

示及分享。 

三、 以記錄簿敘述你住所附近地區過去的一段故事，或是該地區以往的某一段

時期的掌故。 

四、 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並找尋一些有關它的資料與評核員分享： 

1. 一個當地的傳說、風俗或工藝。 

2. 說出六處地方的舊有名稱及來源。 

五、 介紹三位香港歷史人物的生平，簡述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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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章 

 

選擇一旅遊目的地 

 

一、 詳述怎樣申請旅遊證件及該國之入境證。 

二、 防疫注射規則。 

三、 從書本、網頁的旅遊資料或經驗介紹當地情況，包括： 

1. 氣候 

2. 交通 

3. 食物 

4. 流通貨幣 / 外匯率 

5. 國旗 

6. 女童軍制服和適合當地穿著的衣服 

四、 如在當地發生意外或緊急事件時，可往哪裏尋求援助。 

五、 向評核員分享一次你於香港境外的旅遊經歷。 

六、 計劃一次最少三日兩夜的境外行程。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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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章  

 

一、 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二、 解釋國徽、國旗和國歌對國民有甚麼意義，並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

徽、國旗的設計及其涵意。 

三、 說出升國旗和奏國歌，需要注要那些禮儀，並唱出國歌。 

四、 認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指出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及特別行政

區所在位置。 

五、 列出中國現有的各個民族名稱，選擇其中一個並以生動有趣的方法向評

核員介紹。 

六、 列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名稱和現任中國國家主席及國務院

總理的姓名。 

七、 列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少七項的職權。 

八、 與不多於四名女童軍進行一個與中國國情有關的主題（如經濟、民生等）

或專題研習。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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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觀察章 

 

一、 提交一次鳥類觀察記錄： 

觀察最少五種鳥類，並用記錄簿詳細記載你對其中一種鳥類的詳細觀察，

包括鳥類外形特徵，如：羽毛、飛翔、腳形、鳴聲等等及其習性，如：生

活環境、覓食及繁殖等。 

二、 認識下列其中三項，並把所得資料記在記錄簿上。 

1. 鳥類的起源、進化與分類 

2. 鳥類的結構 

3. 鳥類的嘴部 

4. 鳥類的腳型 

5. 鳥類的羽毛 

6. 鳥類的生境 

7. 鳥類的遷徙 

三、 解釋何謂留鳥和候鳥。 

四、 介紹香港常見的雀鳥。 

五、 介紹觀察雀鳥時所需的裝備、應注意的天氣及基本技巧。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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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章 

 

一、 款待評核員，或由評核員選出的客人，參加一項適當的女童軍活動及安排

茶點。 

二、 與評核員討論下列各項： 

1. 客人到訪時，招待客人須注意之事項。  

2. 中西式的餐桌禮儀及賓客的坐位安排。 

三、 籌備一個以青少年或長者為對象的活動，並與評核員商討籌備的事項： 

1. 計劃  

2. 活動內容 

3. 菜單  

4. 邀請信或邀請咭  

四、 評核時，帶同下列兩項： 

1. 一封致謝信連同分別寫上中、英文地址的信封。  

2. 一份已包裝好的禮品。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可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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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譯章 

 

領袖於聯絡評核員時，請先將女童軍應考之語言告知評核員。 

 

一、 除了你的母語外，利用另一種語言朗讀、書寫及與評核員交談。 

 

第二項及第三項可由評核員扮演外國遊客。 

二、 能夠回答一位外國人抵達香港時可能提出的問題。 

 

三、 1.  協助一位外國遊客去購物，傳譯他 / 她的需要，懂得兩國幣制的相對

價值。 

2.  向外國遊客介紹香港旅遊景點。 

 

四、 1.  用記錄簿形式展示你如何協助一位外國遊客籌劃在香港觀光的行程。

說明從哪裏可以獲得一切必須的資料。 

2.  用你所選的語言幫助別人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i.  看醫生 

ii.  協助填寫表格 

iii. 在警署、鐵路站或銀行協助查詢有關資料 

 

注意 

女童軍不可使用普通話及所有中國方言考取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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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章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一、 與評核員討論下列各項： 

1. 何謂貪污 

2. 廉潔的價值及其對社會大眾（如經濟、民生、個人前途）的正面影響 

二、 向評核員講述你對廉政公署的認識： 

1. 廉政公署的成立背景 

2. 廉政公署如何向市民積極推展倡廉教育的工作 

3. 你家所屬的分區辦事處的位置 

4. 你對「廉政之友」的認識 

5. 如你有接觸或參加過由廉政公署舉辦的倡廉活動，試向評述員講述一

下經過及得著 

三、 列舉一宗近年你有留意的本地貪污案件，與評核員討論有關案件對你就

「物質與金錢」及/或「誠實正直」等價值觀的意見。 

（請附上剪報或有關資料） 

四、 在集會中與小隊隊員討論「肅貪倡廉」的意義，並將有關的內容及反思

記錄下來。 

五、 以二十字為限，創作一個宣傳口號，爭取市民支持廉政公署「肅貪倡廉」

的工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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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章 

 

一、 向評核員介紹三種不同的文體及寫作技巧，並詳述如何應用 （如：描寫文、

說明文、記敍文、新詩）。 

二、 撰寫下列其中一項：   

1. 故事創作不少於五百字 

2. 獨幕劇一齣，表演時間最少十分鐘 

3. 一篇不少於五百字，內容有關女童軍活動之文章 

三、 創作下列其中一項： 

1. 短詩一首 

2. 營火漫談（約二百字） 

3. 議論文一篇  

四、 在評核時，寫作一篇由評核員指定題材的文章（字數不少於三百字）。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以此項目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可獲簽發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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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章 

 

以記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一、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1. 在學校、教堂或公共圖書館等擔任圖書館服務生（不少於三個月之定

期服務），並出示服務記錄。 

2. 簡介本港公共圖書館的類型、服務範圍、推廣活動等，並向評核員介

紹鄰近你家或學校的公共圖書館位置、前往方法、館內設施及服務等。 

二、 介紹圖書館常用的書籍分類法。 

三、 在三個月內，從下列選出兩項，並各選讀書籍一本作閱讀報告。 

1. 哲學類 

2. 宗教類 

3. 社會科學類 

4. 語文類 

5. 自然科學類 

6. 應用科學類 

7. 藝術類  

8. 文學類  

9. 史地類 

10. 故事類 

四、提交最近不少於三個月之閱讀記錄，必須包括作者、出版社等基本資料。 

五、 就閱讀記錄所列，自選其中三本向評核員簡述書籍內容。（其中至少包括一

本非故事類及故事類的書籍） 

 

注意 

1. 書籍的深淺程度應視乎女童軍之年齡及學歷等而定（可參考教育局閱讀獎勵

計劃所訂之標準）。 

2. 女童軍可用英文或中文作評核。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考獲此章可獲簽核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技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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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章 

 

用記錄簿形式展示下列各項： 

一、 一般禮儀 

1. 以照片展示你選擇不少於三種不同場合的衣著，例如：探訪友人、音樂

會、婚宴、晚會等。 

2. 向評核員解釋如何適當使用化粧品， 並以圖片展示不同場合之適當裝

扮。 

3. 在評核員面前示範良好的姿勢，包括坐姿、站姿、走路、談話等。 

4. 以圖片展示加以說明或示範東西方各一個國家的餐桌禮儀。 

5. 第一次與不同國籍人士接觸時，應要注意什麼事項。 

 

二、 制服隊員的禮儀 

 向評核員解釋下列各項： 

1. 穿著制服的意義。 

2. 穿著女童軍制服時的標準，及應有的儀表。 

3. 穿著制服時需要敬禮的對象及情況。（包括最少三種其他制服隊伍成員） 

 

備註 

委任領袖可為其隊伍的女童軍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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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護理章 

 

一、 照顧一頭寵物並記錄牠的狀況，最少達六個月。 

二、 詳述下列各項： 

1. 保持牠健康的一般知識。 

2. 如何處理牠的繁殖問題。 

3. 如何避免做成虐畜行為，如：給牠吃得太多、沒有紀律的訓練、不適當

的居住環境(如：狗屋、鳥籠等)及清潔方面，照顧不週。 

4. 你的寵物可能會感染什麼疾病和對你的影響。 

5. 如何照料生病的寵物及如何獲得適當的援助。 

6. 如何照料高齡的寵物。 

7. 如何處理寵物的善終。 

三、 如你外遊或離家，應如何處理該寵物。 

四、 介紹香港一些提供寵物護理知識的機構，如：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愛護

動物協會等。 

五、 詳述人道毀滅寵物的意義。 

六、 分享一件與寵物有關的樂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此章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服務科之相應項目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