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專科章考驗營計畫 

一、主旨： 

1.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動童軍教育發展計畫。 

2.提倡青少年正當活動，鼓勵多元學習。 

3.利用環境教育，探索自然生態。 

4.勵行女童軍徽章制度，激發個人潛能。 

5.增進女童軍技能訓練，培養獨立自主之能力。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女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正義國小 

五、日期：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六、地點：新北市正義國小(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 31 號  電話:2985-3138) 

七、參加資格：已辦理 111 年三項登記之幼女、女童軍、蘭姐女童軍，每團人數不限 

八、活動內容：專科章考驗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我的成長---專科章考驗(一) 

12：00---13：30  午餐(只參加下午考驗的單位 13:00 報到) 

13 :30---15 :30    我的成長---專科章考驗(二) 

15 :30---------------- 快樂賦歸 

九、費用：1.參加費每人 200 元。※備註：只參加【認證考核者】也要繳交參加費。 

2.參加專科章考驗，每報考一項收 50 元，考驗通過者頒發專科章一枚。 

3.保險、交通、午餐請自理。(可代訂便當，每個 80 元) 

4.各團領隊請服務單位准予公假登記、另擇期補假。 

5.不接受現場報考。 

十、報名： 

1.即日起至 10 月 14 日止。請將報名費郵撥 16753365 號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 

2.繳費收據影本連同報名表，寄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三號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並將 Word 檔 Email(abc_momo168@yahoo.com.tw ) 

    3. 聯絡人：總幹事 蔡素梅  0917-576-229 電話:2985-0089   

十一、注意事項： 

1.需穿著女童軍制服、運動鞋。 

2.攜帶開水、健保卡、遮陽帽、輕便雨衣、專科章考驗用具。 

3.參加認證考核，資料和考驗表請於 10 月 20 日前郵寄新北市女童軍會，郵戳為憑，逾 

 時不予受理；參加現場考核，請準備充份，才報名，現場不能補考，。 

4.女童軍/蘭姐、幼女(認證考核)考驗表、幼女題庫，請至市會網站下載。 

5.報到時，請繳交健康聲明書和影像授權書。 

十二、交通：捷運迴龍線台北橋站，公車「三重客運」站或「大同路口」站。 

幼女童軍 

現場考核 

上午現場考核 下午現場考核 

歌唱 環境保護 運動 說話 
交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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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幼女童軍專科章考驗項目及標準 
每人現場考核至多 3 科、認證考核至多 3 科 

◎現場考核：必須帶的用具、報告不可忘記，否則以棄權論。每人至多 3科 

項目 考驗標準 自備 市會準備 考驗方式 

38歌唱 

1.會依五線譜或簡譜視唱 

2.會正確的發聲 

3.會唱中華民國女童軍歌 

4.會唱童軍歌曲及中外民謠各 5首 

1.童軍歌曲指定曲：晚會歌、
餘燼、謝飯歌、小小女童
軍光芒、國際友誼歌 

2.中外民謠指定曲:小女孩、
小野菊 

3.現場考驗看五線譜和簡譜 
4.請熟記歌詞與曲調，考驗時

不得看歌詞，亦無補考 

現場抽題

口試 

34環境 

   保護 

1.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項 

2.知道垃圾分類的目的及方法，並能實施 

3.能說出三種以上汙染環境的例子與原因(如

空氣汙染、河川汙染、噪音的汙染等) 

考試題目請到

市會官網下載 

 筆試 

18運動 

(適合中 

高年級) 

※第一階段【九歲以下】。(中年級) 
1.保持良好正確的姿勢 
2.在十四秒內跑完六十公尺。 
3.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身高的三分之二。(約 80
公分) 
4.跳繩能跳三十次而不中斷。 
5.離三公尺，用球擲靶十次有六次擊中者。 
※第二階段【九歲以上】。(高年級) 
1.保持良而正確的姿勢。 
2.在二十秒內跑完一百公尺。 
3.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身高的三分之二。(約
100公分) 
4.跳繩跳三十次而不中斷且能變化兩種以上動
作。 
5.離四公尺，用球擲靶十次有六次擊中者。 

1. 請攜帶初試
考驗合格證
明表 (請到
市會官網下
載) 

2. 自備跳繩 
3. 考驗時請穿

著運動衣及
運動鞋 

捲尺 

 

現場複試 

項目: 

1.立定跳

遠 

2.跳繩 

21說話 

 

1.能簡單明瞭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2.能充當代表在集會中演講。 

★考驗重點 

三分鐘即席演講，現場抽題。 

●假如我是老師 
●下課十分鐘 
●我最喜歡的水
果 
●我們這一班 

碼錶 

鈴聲 

現場抽題 

即席演講 

31 交通 

   安全 

1.知道交通安全規則及常識。 

2.能認識 10種以上的交通標誌。 

★考驗重點 

要熟知交通安全簡易法規、交通標誌…等常識。 

考試題目請到

市會官網下載 

 現場筆試 

12 娛樂 
1.能以任何一種方式公開表演，達到娛樂的效

果(如樂器演奏、舞蹈、相聲、演戲….等) 

自備道具 

 

 現場術科 

01 閱讀 

 

1. 請寫下閱讀過中、外（翻譯本）著名書籍六
本。 

2. 請寫出保管及愛護書籍的做法。 
3. 請於現場寫一篇讀書心得報告。 

（100 字以上，分成三段；請寫在稿紙上與
考驗表一併交出。） 

書籍 稿紙 現場筆試 

33 緊急 

   求援 

1.在任何意外事件中，能鎮定機警求援。 

2.必要時會打求援電話(火警、竊盜、意外傷

害…等) 

3.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會依指示協助求援。 

★考驗重點 

●要熟知所有緊急求援的方法及步驟。 

●會依模擬狀況緊急求援。 

考驗題目請到

市會官網下載 

 現場抽題 

口試 



 

 

◎認證考核：備齊相關文件證明資料，於專科章考驗營現場進行審核。每人至多 3科 

項目 考驗標準 說明 

02友誼 

1.曾與他團幼女童軍交誼半年以上，並提出證明 

2.與校外朋友交誼半年以上，有信件、卡片的往來 

3.能與同學或朋友和睦相處，經師長證明 

*1、2任選一項 

1.信函包括一般信件、網路信件

(列印)、卡片，整理成冊，並

經家長簽名認可。 

2.書面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整

理，裝訂成冊，易於翻閱(請註

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

驗科目名稱) 

3.所蒐集資料須超過半年以上 

04繪畫 曾代表學校參加繪畫比賽獲獎者，攜帶獎狀，比賽層級應至少

為區級或市級，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繳交 3 年內區級以上比賽，佳作

以上獎狀影本(團長證明與正

本相符)。(請註明原屬團次、

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05珠算 1.持有珠算協會五級檢定合格證書者，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2.參加珠算比賽獲獎者，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1、2項擇一 

繳交 3年內證書或獎狀影本(團長

證明與正本相符)。(請註明原屬

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

稱) 

07書法 曾代表學校參加書法比賽獲獎者，攜帶獎狀，比賽層級應至少

為區級或市級，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繳交 3 年內區級以上比賽，佳作

以上獎狀影本(團長證明與正

本相符)。(請註明原屬團次、

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10游泳 1.參加正式游泳比賽獲獎，持有證明者，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2.持有游泳分級證書：10級分，第七級鯊魚級以上者，5級分，

第三級海龜以上者，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1、2項擇一 

繳交 3年內證書或獎狀影本(團長

證明與正本相符)。(請註明原屬

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

稱) 

32 標本 

   製作 

1.道植物採集及標本製作、保存的方法。 

2.知道昆蟲採集及標本製作、保存的方法。 

3.製作植物及昆蟲標本。 

★考驗重點 

●攜帶自製植物標本三種及昆蟲標本二隻以上。 

●將標本的名稱、特徵及習性做成詳細書面報告

成冊。 

1.自製標本 
2.書面資料須

以 A4紙裝訂
成冊。(皆須
加封面及封
底，(請註明
原屬團次、
團 名 、 姓
名、考驗科
目名稱) 

 口試 

自製標本 

書面資料 

27嚮導 1. 能夠有禮貌、給與問路者正確的指引，並注
意自身的安全。 

2. 能以口頭正確無誤的傳話。 
3. 能知道鄰近的警察局、醫院、藥房、診所、

郵局、公共電話、車站、公園…等位置。 
4. 能應用地圖說出住家、學校、團部附近的名

勝古蹟，並知道其方向。 

將第 3、4 項製

作學區地圖。 

 現場口試 

 



 

19寫作 曾代表學校參加作文比賽獲獎者，攜帶獎狀，比賽層級應至少

為區級或市級，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繳交 3 年內區級以上比賽，佳作

以上獎狀影本(團長證明與正

本相符)。(請註明原屬團次、

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21說話 曾代表學校參加演講比賽獲獎者，攜帶獎狀，比賽層級應至少

為區級或市級，可免試核發專科章。 

繳交 3 年內區級以上比賽，佳作

以上獎狀影本(團長證明與正本

相符)。(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

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41服務 1.3年內參與學校、社區、女童軍等服務活動 5次以上。 

2.提出服務證明須註明服務項目、時間和地點。 

(以上須附服務活動照片，並註明當事人) 

1.繳交服務證明影本(團長證明

與正本相符)。 

2.服務證明須經學校、里長或 

  團長核章證明。 

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裝

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

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42舍營 1.3年內曾參加幼女童軍舍營活動至少 2次，提出證明及心得感

想。 

2.會整理背包。 

3.會做行前準備。 

4.在舍營期間能注意安全，並能與同伴分工合作。 

5.認識新朋友。 

1.繳交參加舍營證明影本(團長

證明與正本相符)。。 

2.心得感想 200字以上 2篇。 

3.左列第 3、4項考核內容由團長

證明。 

4.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

封底封面裝訂成冊(請註明原屬

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

稱) 

43表演 1.3年內在女童軍會各類大型、正式場合公開表演。 

2.提出表演證明 

1.繳交表演證明 

2.須有照片、活動名稱、日期、

地點、說明等 

3.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次序

加上封底封面裝訂成冊(請註明

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

目名稱)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幼女童軍)專科章考驗營報名表 

單位名稱  領隊姓名  連絡電話  主任委員  

編

號 
姓名 

現場考核 認證考核 

歌

唱 

環

境

保

護 

運

動 

說

話 

交

通 

安

全 

娛

樂 

閱

讀 

緊

急

求

援 

標

本

製

作 

嚮

導 

友 

誼 

繪

畫 

珠

算 

書

法 

游 

泳 

寫 

作 

說 

話 

服 

務 

舍 

營 

表 

演 

合

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總計                      

 ※參加費：參加專科章考驗營人數(      )＊200=（       ）元      ※考驗費：參加專科章考驗之總科目數量(     )＊50=（       ）元 

※代訂便當人數 (    )＊80=(      )元 【葷  、素   】            ※總計：參加費＋考驗費+便當費=(        )元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專科章考驗標準 
◎現場考核：每人至多 3 科。 

【作業】請以 A4 紙張書寫或繕打，並製作封面裝訂成冊，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項目 考驗標準 考驗方式 

5 縫紉 

1.學會基本手縫法(平針、毛邊縫、千鳥縫、回針、

藏針…等)，並能縫補衣物。 

2.會縫製扣眼及各式鈕扣。 

3.學會簡易修改衣物。 

4.會剪裁縫製生活用品一件。 

1.自備針、線、剪刀、布。 

2.攜帶成品 2 件，含不同縫法、扣眼及

鈕釦。 

3.半成品 1 件，到現場完成，含縫拉鍊。 

7 玩具製作 

任選下列兩項製作玩具： 

1.會用各式材料製作玩具一件 

2.能利用回收資源製作玩具一件 

3.會設計製作一個有本國文化特色的玩具 

考驗時攜帶成品 2 件，半成品 1 件，現

場完成，需說明玩法及實地操作。  

24 歌唱 

1.會視唱五線譜及簡譜。 

2.能不看詞譜清唱歌曲兩首。 

3.會唱其他國家之民搖兩首。 

4.會教唱女童軍歌曲、營火會歌曲五首。 

5.會與他人合唱輪唱。 

【作業】(現場繳交)： 

1.清唱歌曲 2 首。 

2.唱其他國家『民謠』2 首。 

3.唱女童軍歌曲或營火會歌曲共 5 首。 

1.～3.項作業請自備錄影設備將上述歌

唱內容錄下且上傳至 Youtube(可設為

不公開影片，現場提供連結，影片說明

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

目名稱。) 

【現場考核】 

1.唱考驗委員指定之五線譜及簡譜。 

2.與其他姊妹合唱或輪唱歌曲 1 首 

22 表演 

1.能表演舞蹈、歌唱、樂器、朗誦、相聲、雙簧、

啦啦隊等任何一種至少四分鐘。 

2.個人或合作表演一項節目至少十分鐘，項目包

括：布袋戲、偶戲、音樂會、啦啦隊、國劇、

即席表演等，需達到公開表演水準。 

【作業】(現場繳交)： 

1.個人或合作表演：舞蹈、歌唱、樂器、

朗誦、相聲雙簧、啦啦隊等任何一種

至少 4 分鐘。若為三人以上合作，則

須在 10 分鐘以上。 

2.請自備錄影設備將表演內容錄下且上

傳至 Youtube(可設為不公開影片，現

場提供連結，影片說明請註明原屬團

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3.現場考驗影片連結將放在新北市女童

軍會的粉絲專頁讓大家欣賞，如不同

意請勿報名！ 

29 電腦 

1.知道電腦硬體保養方法及一般軟體安裝方法。 

2.了解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  

3.了解網際網路安全及網路禮儀相關資訊。  

4.使用網際網路處理信件及蒐集資料、分享資料。 

5.熟悉電腦文書處理軟體兩種以上，能製作出相

關文件。 

6.會一種多媒體製作軟體。 

【作業】(現場繳交)： 

左列 1～3 題(請註明題號)。 

1.現場利用兩種以上電腦文書處理軟

體，能製作出相關文件，多媒體製作軟

體製作文件。 

21 寫作 

1.能寫一篇一千至二千字的作品，體裁形式不拘。 

2.具文藝創能力，並有作品證明(新詩、小說、戲

劇或散文等) 

3.向考驗委員以口頭或書面敘述寫作歷程。 

4.即席寫作文章一篇。 

【作業】(現場繳交)： 

1.創作『文藝作品』一篇，字數在 1000

～2000 字，須為新詵、小說、戲劇或

散文等。 

2.現場即席寫作文章一篇，(60 分鐘；600

字以上) 



 

23 音樂 

1.會完整指揮一首歌曲。 

2.能以個人獨奏或團體合奏演奏一首以上樂曲。 

3.能寫出兩位不同年代的中外音樂家，並略知齊

生平及作品。 

4.認識中、西樂器各一種以上。 

5.能聽音辨識交響樂、室內樂或合唱曲的曲名一

首以上。 

6.能聽音辨識樂器五種以上。 

7.能當眾正確無誤的獨唱演出。 

8.能介紹並說明欣賞的歌曲兩首。 

9.能解釋下列名詞：齊唱、輪唱、合唱、重唱、

歌劇、奏鳴曲、協奏曲、交響樂等。 

【作業】 

1.會完整指揮一首歌曲。 

2.能以個人獨奏或團體合奏演奏一首以

上樂曲。 

3.左列 3、8、9 題(請註明題號)。 

1.～2.項作業請自備錄影設備將上述歌

唱內容錄下且上傳至 Youtube(可設為不

公開影片，現場提供連結，影片說明請

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

名稱。) 

【現場考核】 

現場聽音辨識曲名、樂器，並獨唱、指

揮指揮考驗委員指定之女童軍歌。 

9 園藝 

1.了解出家庭園藝植物的特性。 

2.認識十種家庭園藝植物。 

3.能栽培三種家庭園藝植物，並提出照片及書面

報告。 

4.能適時適宜地換盆及施肥。 

5.利用家中器皿，種植室內植物，並予美化。 

【作業】(現場繳交)： 

左列 1～3 題(請註明題號)。 

現場說明換盆、施肥、室內種植植物的

過程及注意事項。 

15 紙藝 

1.能分辨常用紙類物種以上，並知其特性。 

2.能用紙剪貼、雕刻、摺疊成品兩件。 

3.能用紙製作燈籠、風箏、花瓶或玩具等兩種以

上。 

考驗時攜帶成品 3 件，半成品 1 件，現

場完成，完成，需說明製作過程及實地

操作。 

 

◎認證考核：備齊相關文件證明資料，於專科考驗現場進行審核。每人至多 3 科。 

【作業】請以 A4 紙張書寫或繕打，並製作封面裝訂成冊，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項目 考驗標準 考驗方式 

8 收集 

1.持續收集一種物品達一年以上，如童軍徽章、

童軍布章、郵票、錢幣、髮飾、吊飾、書籤、

公仔等。 

2.運用美工的方法將收集的物品分類排列整齊並

標示說明。 

【作業】 

如何收集、收集品來源、收集原因、感

想…等等。 

19 書法 

1.知道書法的筆法。 

2.瞭解字體的結構。 

3.能辨識各種書法字體的特色。 

4.能即席就指定內容完成書法作品一件 

三年內縣市級書比賽佳作以上獎狀影本

(團長證明與正本相符)。(請註明原屬團

次、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32 游泳 

1.知道入水前安全及衛生常識。 

2.能示範熱身運動三分鐘。 

3.以蛙式、仰式、捷式或蝶式任何兩種不同姿勢

遊玩 150 公尺以上。 

1.曾參加各救生協會水上游泳訓練合格

或獲證者或安全訓練合格或獲證者，繳

交影本(團長證明與正本相符)。 

2.資料請以 A4 紙張列印，2 頁以上請裝

訂成冊，右上角註明原屬團次、團名、

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35 球類運動 

1.持續從事一項球類運動，如：籃球、排球、棒

球、羽球、網球、桌球、手球、足球、曲棍球、

橄欖球、壘球、高爾夫球、保齡球、軟網…等。 

2.寫出三種球類運動之比賽方法、規則及安全。 

3.觀看有關該項運動之比賽，並做心得報告。 

4.曾參加過任何一種球類運動比賽。 

1.錄製一段從事一項球類運動之影片，

至少3分鐘(請自備錄影設備將表演內容

錄下且上傳至Youtube (可設為不公開

影片，作業上註明連結) 

2.觀看一項球類運動比賽，並做成作業

：寫明觀看時間、比賽人員、觀看心得 

3.曾參加過任何一種球類運動比賽：寫

明比賽時間、比賽人員，並附上證明影

本.照片(團長證  



 

 明與正本相符)。請註明原屬團次、

團名、姓名、考驗科目名稱。 

45 環境保護 

1.知道地球暖化的成因及防護方法。 

2.了解分類的目的及方法，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3.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運用的節能減碳方法。 

4.能舉出環境污染的實例三則，並分析其產生的

影響。 

5.曾參與環境保護活動，持有相關證明。 

【作業】 

左列 1～5 題(請註明題號)。 

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

裝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

名、考驗科目名稱) 

49 昆蟲 

1.知道昆蟲的基本分類方法。 

2.瞭解昆蟲型態及重要習性。 

3.認識當地昆蟲至少 20 種，並知道其習性。 

【作業】 

左列 1～3 題(請註明題號)。 

若為網路查詢資料需註明資料來源。 

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

裝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

名、考驗科目名稱) 

21 寫作 

1.能寫一篇一千至二千字的作品，體裁形式不拘。 

2.具文藝創能力，並有作品證明(新詩、小說、戲

劇或散文等) 

3.向考驗委員以口頭或書面敘述寫作歷程。 

4.即席寫作文章一篇。 

三年內縣市級作文比賽獲獎佳作以上，

請附 A4 獎狀影本(團長證明與正本相

符)。(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

考驗科目名稱) 

 

51 動物 

1.知道動物的特徵與結構。 

2.知道動物的繁殖與發育。 

3.知道動物的起源和化石記錄。 

4.知道動物權利的概念並能正確說出全世界瀕絕

物種與保護物種各十種。 

5.實際進行動物分類調查記錄並完成報告。 

【作業】 

左列 1～5 題(請註明題號)。 

若為網路查詢資料需註明資料來源。 

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

裝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

名、考驗科目名稱) 

53 公共衛生 

1.知道猩紅熱、白喉、肺結核、鼠疫、天花、霍

亂、瘧疾、狂犬病、傷寒、登革熱、AIDS、

SARS、H1N1 等至少 3 種法定傳染疾病的起

因、傳染方法和預防方法。 

2.瞭解至少 3 種預防傳染疾病的方法。 

3.知道露營時正確處理飲用水及廢水的方法。 

4.瞭解清理垃圾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5.能列舉店鋪保持飲料、生鮮食物及器皿清潔的

方法及重要性。 

【作業】 

左列 1～5 題(請註明題號)。 

若為網路查詢資料需註明資料來源。 

文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

裝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

名、考驗科目名稱) 

60 志工服務 

1.知道志工的定義及其倫理信條 

2.曾參與志工服務至少 16 小時(附服務機關單位

之證明)並撰寫一篇服務學習心得。 

【作業內容】 

1.志工的定義及其倫理信條。 

2.志願服務證正面影本。 

3.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 

4.志願服務紀錄冊內頁服務時數證明(至

少16小時)影本。 

5.撰寫一篇服務學習心得(內容需600字

以上並附照片) 

所有影本(團長證明與正本相符)。文

件資料請依照日期先後加上封底封面裝

訂成冊請註明原屬團次、團名、姓名、

考驗科目名稱。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專科章考驗營報名表 

單位名稱  領隊姓名  連絡電話  主任委員  

編

號 

姓名 

A 女童軍 

B 蘭姐女童

軍 

身

份 

現場考核 認證考核 

縫

紉 

玩

具

製

作 

歌

唱 

表

演 

電

腦 

寫

作 

音

樂 

園

藝 

紙

藝 

收

集 

書

法 

游

泳 

球

類

運

動 

環

境

保

護 

昆

蟲 

寫

作 

動

物 

公

共

衛

生 

志

工

服

務 

合

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總計                      

 ※參加費：參加專科章考驗營人數(      )＊200=（       ）元      ※考驗費：參加專科章考驗之總科目數量(     )＊50=（       ）元 

※代訂便當人數 (    )＊80=(      )元 【葷  、素   】            ※總計：參加費＋考驗費+便當費=(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