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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實施計畫 

一、依    據：彰化縣童軍會 110年工作計畫辦理。 

二、 活動目的： 
1. 提昇品格落實生活教育，增進學生培養生命知能與領導才能。 
2. 融入教育核心價值，加強品德教育，培養日行一善之觀念。 
3. 透過小隊分工及互助合作的過程，培養團隊精神，提升自我價值。 
4. 增進學生服務學習及力行「做中學」的精神，提升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三、 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台灣省童軍會。 

四、 主辦單位：彰化縣童軍會。 

五、 協辦單位：彰化縣溪湖鎮媽厝國民小學、半線羅浮公會。 

六、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1日～12月 12日（星期六、日）二天一夜。 

七、 活動地點：彰化縣溪湖鎮媽厝國民小學（514彰化縣溪湖鎮湳底路 67號）。 

八、 活動內容： 
1. 露營實作、團體活動。 
2. 團隊動力及營火。 
3. 童軍中、高級訓練暨專科章考驗。 

九、 報名對象： 
1. 彰化縣各國民中等學校童軍社、童軍團或有意願參與之伙伴。 
2. 彰化縣各高級中等學校童軍團之行義伙伴。  
3. 彰化縣各社區複式團之童軍、行義伙伴。 
＊各校及社區團組成小隊(8位童軍/行義童軍、1位服務員)為報名單位，由營本部編團。 

十、 報名日期： 
1. 自公文發文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2. 活動報名截止時間為 110年 12月 01日(五)。 
3. 活動名額 200位伙伴，由報名資料上傳時間為主，額滿為止。 

十一、 報名費用： 
1. 彰化縣的伙伴每位新台幣 700元整。 
2. 活動費用含膳食、保險、紀念品請各校酌予補助。 
3. 即日起一律以劃撥繳費，郵政劃撥帳號：21695321 戶名：彰化縣童軍會。 
4. 領隊服務員參加費依學員收費標準繳交，請由參加學校全額支應。 
5. 各校及各社區團人員往返交通費由各參加單位自理。 

十二、 報名方式： 
1. 請至彰化縣童軍會網站(http://ccsc.chc.edu.tw/scout/)下載 Excel報名表(如附件七)並填寫資
料。 

2. 請列印報名表單並完成團長及主任委員核章。 
3. 請將以下報名資料全部檔案壓縮成一個 rar檔(檔名：學校名稱)  
以便行政作業。上傳網址（https://reurl.cc/DZLrr6） 
 
□報名表 Excel電子檔(檔名：學校名稱-報名表.xls) 
□匯款收執聯(掃描成 pdf 檔名：學校名稱-匯款收執聯.pdf)。 
□完成核章報名表(掃描成 pdf 檔名：學校名稱-核章.pdf)。 

十三、 活動聯絡人： 

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執行秘書 呂致賢團長（0936-218-166）。  

報名資料上傳網址	
QR	code	

彰化縣童軍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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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注意事項： 
1. 請帶隊團長自行上網填寫報名表單。 
2. 行前報到通知，將以電子檔寄出至各校領隊老師信箱，除修正外不另發紙本，相關規定自
行留存，並請注意彰化縣童軍會網站之公告。 

3. 參加人員請穿著童軍制服，並備學校運動服裝或團服。 
4. 活動期間餐點為桶餐，請自備水壺及個人餐具。 
5. 媽厝國小校園於晚上10點過後天色昏暗，較缺乏光源，請各團自行攜帶照明設備，並請不要攜帶發電機或自行
接電。 

十五、 附則： 
1. 請詳閱日程表(如附件一)、專科考驗辦法及訓練辦法(如附件二)、專科章考驗合格標準(如附
件三)、以證換章申請表(如附件五)、營火實施計畫(如附件六)，以防自身權益受損。	

2. 工作人員及隨隊服務員請給予公〈差〉假及補假，有功人員，請相關單位辦理敘獎。	
3. 參加學生須填寫家長同意書，格式由各校自定，塡妥後留校備查。	

十六、 本實施計畫陳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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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活動日程表 

12月 11日 活動流程 負責組別 備註 

08:00~08:30 報到 活動、儀典組 
行政組 

 

08:30~09:00 開幕式 儀典組  

09:00~10:00 專科章筆試測驗 考驗組  

10:00~12:00 營地建設 營地組  

12:00~13:00 午餐(供餐) 糧食器材組  

13:00~17:00 技能訓練／專科章考驗 考驗組  

17:00~19:00 晚餐(供餐) 糧食器材組  

19:00~20:30 營火 活動組  

20:30~21:00 虔敬聚會 儀典組  

21:00~21:30 團長、小隊長會議 行政組 請各帶隊老師與小

隊長前往開會 

21:30~22:30 宵夜、盥洗時間 糧食組、器材組、生輔

組 
 

22:30~06:00 做一個甜甜蜜蜜的夢囉!!! 請伙伴早點休息  

12月 12日 活動流程 負責組別 備註 

06:00~07:00 起床盥洗、提帳 
生輔組 
各小隊長 

 

07:00~07:30 早餐(供餐) 糧食組  

07:30~08:00 晨檢 生輔組  

08:00~08:30 升旗 儀典組  

08:30~12:30 技能訓練／專科章考驗 考驗組  

12:30~13:30 午餐(供餐) 糧食組  

13:30~14:30 團康時間 活動組  

14:30~15:30 拔營滅跡 營地組  

15:30~16:00 閉幕式 儀典組  

16:00~~ 歡樂賦歸  

*備註：各活動地點與考驗地點請參閱營本部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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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專科章考驗辦法及訓練辦法 

一、 依據：110年彰化縣中高級訓練計專科章考驗營實施計畫辦理，訓練內容與標準參照中華民國
童軍總會-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二、 主旨：使彰化縣內各國中及高中職與社區團童軍及行義童軍對童軍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而
通過考驗取得高級章或專科章。 

三、 報考限制： 

1. 須具備 110年三項登記才予以接受報名專科章考驗。 
2. 每人至多可報考五科專科章。 
3. 服務類及童軍技能類專科章，需有高級童軍以上級別方可報考，如未具備高級童軍級別報考
者，報名截止後不與替換考科。 

4. 報考國家公民專科章需通過社區公民專科章才可報考。 
5. 初級、中級童軍級別者，可報名興趣類專科章，至多可報考五科。 
6. 需攜帶童軍手冊（小綠本），於考驗時供考驗組查核是否符合考驗資格。 
7. 專科章考驗時需攜帶晉級手冊（小綠本）供考驗組檢核，未攜帶者將不予接受考驗。 

四、 實施辦法：考驗營期間，專科章考驗辦法如下： 

l 專科章考驗 

1. 行前作業審核： 
(一) 實施日期與時間：110年 12月 11日早上報到時以團為單位繳交相關行前作業(逾時不收)。 
(二) 開放科目：露營、旅行、社區公民及生態保育。 
(三) 考驗資格：本次考驗營具備高級童軍級別學員。 
(四) 作業題目： 

A. 露營專科章：三天兩夜露營企劃書 
B. 旅行專科章：旅行企劃書、旅行後心得報告 
C. 生態保育專科章：執行或參加生態保育相關活動之簡報影本 
D. 社區公民專科章： 

a、 請寫出你所居住的社區（或村里）內，有哪些有形及無形的資源，可供利用為社區發
展  

b、 請寫出童軍能夠為其所居住之社區(或村里)發展提供哪些服務事項  
(五) 審核方式：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六) 作業格式下載連結：https://reurl.cc/gzpXVN 

2. 筆試學科考驗： 

(一) 實施日期與時間：110年 12月 11日於筆試時間統一測驗。 
(二) 開放科目：社區公民、國家公民、交通、個人衛生、公共衛生、急救、球類、音樂、舞
蹈、植物、昆蟲、賞鳥、電工、編織、紙藝、建築、辯論、應用化學、農產品加工 

(三) 考驗資格：本次考驗營參加人員。 
(四) 審核方式：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並由營本部派員擔任考驗委員考驗。 

作業格式下載	
QR	code	



 5 

3. 術科考驗： 

(一) 實施日期與時間：110年 12月 11～12日於術科考驗時間測驗。 
(二) 開放科目：社區公民、國家公民、露營、旅行、生態保育、急救、測量、球類、游泳、
音樂、舞蹈、植物、昆蟲、賞鳥、辯論、建築、編織、紙藝、皮雕、電工、農產品加
工、應用化學。 

(三) 考驗資格：本次考驗營參加人員。 
(四) 審核方式：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並由營本部派員擔任考驗委員考驗。 

l 中高級訓練 

1. 營期間中高級訓練，相關辦法如下： 
2. 本活動依照中華民國童軍/行義童軍手冊操作。 
3. 本次開放訓練項目： 

(一) 中級童軍：訊號、繩結、方位、生火與野炊 
(二) 高級童軍：觀察、訊號、繩結、工程 

4. 參加訓練方式採自由進站不事先報名，配合專科章考驗時段，參加夥伴須於各專科章考驗梯
次時段，攜帶小綠本進站向站主報到，每時段完成後由站主在小綠本上簽名，即完成該項目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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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專科章考驗合格標準 
專科章考驗合格標準：根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出版之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一、 服務類（共計六項） 

(一) 社區公民（行前作業、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社區」的定義。 
2. 能說出負責推動社區各項建設的是哪一個社區組織體系。 
3. 能說出社區劃定的依據是哪些。 
4. 能說出社區發展的目標是什麼。 
5. 能說出你所居住的社區（或村里）內，有哪些有形及無形的資源，可供利用為社區發展。 
6. 能說出童軍能夠為其所居住之社區（或村里）發展提供哪些服務事項。 

(二) 國家公民（學科及 SDGS課程） 
1. 能說出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有哪些規定。 
2. 能簡述我國國民享有哪些權利，對國家應盡哪些義務。 
3. 能說出何謂「政權」，何謂「治權」。 
4. 能說出我國總統、副總統如何產生，任期幾年。 
5. 能說出五院的性質，地位及組織架構。 
6. 能說出五院院長、副院長是如何產生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又是如何產生的。 
7. 我國負責解釋憲法及法律責任的是哪個單位。 
8. 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各種選舉的方法（選舉原則）有哪些? 
9. 能簡述我國的近代歷史概況。 
10. 能簡述我國的地理情勢，如山川、海洋、氣候、交通與重要物產與資源等。 

(三) 生態保育（行前作業及術科） 
1. 能明瞭生態保育的目的。  
2. 能說出二十種以上台灣地區保育類生物名稱及其受威脅的程度。 
3. 能說明生物多樣性與人類、地球的關係。 
4. 童軍活動（例：旅行、露營）中要注意哪些事項來避免生態破壞。  
5. 參與生態保育工作二次以上。 

(四) 交通（學科） 
1. 能熟習本地水陸交通幹道。  
2. 能熟習本地各種交通情形。  
3. 能認識各種交通訊號與標誌。  
4. 能熟知各種交通規則。  
5. 能熟知各種交通指揮手勢。 

(五) 個人衛生（學科） 
1. 能說明人體解剖學及生理學的大要。  
2. 能說明循環呼吸、消化、泄殖、神經等系統及五官、四肢的保健原則。  
3. 能說明衣、食、住、行的衛生法，並能實踐而有顯著成績。  
4. 具備正確的性知識和簡單的心理衛生知識，並力戒各種不良嗜好和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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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共衛生（學科） 
1. 能說明猩紅熱、白喉、肺結核、腦膜炎、腦炎、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狂犬病、破
傷風、傷寒和流行性感冒、SARS、腸病毒、登革熱等三種以上傳染病的起因和傳染預
防方法。  

2. 能說明預防那些疾病（至少三種）應該接受免疫或預防接種在幾歲時接種，在你的環境
中到什麼地方去接種。  

3. 能說明蚊蠅的害處和根本驅除法。  
4. 能列舉兩種因飲食不潔或冰水所致的疾病。知道如何處理露營時飲用水。  
5. 能列舉兩種以上常見的寄生蟲病及預防方法。  
6. 能說明清除垃圾的重要和處理法。  
7. 能說明店舖中保持飲料食物及器皿的清潔法。 

二、 童軍技能類(共計四項) 

(一) 露營（行前作業、學科及術科） 
1. 能擬訂三天二夜的小隊露營計劃（包括事前準備、日程、活動內容、經費、菜單、事後
整理等事項）。 

2. 能佈置一個小隊露營的營地（包括應有的建設）。 
3. 能不用舟、車往返 10公里以上地區領導小隊作 3日露營，並能作 500字以上的露營報告。 
4. 能說明各種露營用的營幕種類、名稱並能示範搭架方法。 
5. 能利用自然物製作營地應用品 4種以上。 
6. 能在旅行露營中，依地圖、路標、指北針等為引導，不論遇有任何困難（特殊變故例
外）不求助於人，而順利完成。 

(二) 旅行（行前作業、學科及術科） 
1. 能熟悉旅行的基本意義與一般常識，並能擬定旅行計畫(包括事前準備、分工表、旅行路
線、日程、活動內容、經費預算、緊急應變計畫)。 

2. 能在市鎮或鄉村旅行並作詳細報告和繪製行程略圖。 
3. 能在旅程中須認識該地區鄉土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如地形、水文、植物、經濟（耕地、
工廠、住宅、商店等分佈）及土地利用（住宅、商業、工業、農業、遊憩區等分佈）並
作成紀錄解說。 

(三) 急救（學科及術科） 
1. 了解急救的定義、目的、處理原則、基礎生命徵象(呼吸、脈搏、血壓、體溫等)的重要
性與其涵義。 

2. 能對傷患進行評估與紀錄，辨識傷病種類與緊急程度，並採取適當對應措施。 
3. 能正確操作 CPR、異物梗塞排除(哈姆立克法)與 AED。 
4. 能實施骨折、脫臼等包紮固定。 
5. 熟悉燒傷與過熱、過冷的影響: 

(1) 清楚燒傷的處裡。 
(2) 能分辨中暑、熱衰竭、熱痙攣的差異，並處理之。 
(3) 了解失溫、凍傷的處理。 

6. 能實施徒手與現有器材製作之擔架進行傷患運送法。 

(四) 測量（術科） 
1. 能描繪地形草圖。  
2. 能使用比例尺、指北針。  
3. 能用各種方法測量高度及方位和距離。  
4. 能目測計算簡單地形的面積。  
5. 能說出等高線及地形、地貌等符號的意義。  
6. 能繪製詳細比例地形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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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身類(共計兩項) 

(一) 球類（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五種以上球類之比賽方法。  
2. 能參加三種以上之球類運動。  
3. 能籃球上籃 20次而投中 15球。 

(二) 游泳（術科） 
1. 能向初學者說明注意事項及指導準備運動。  
2. 能演示救溺法。  
3. 能說明游泳後的注意事項。  
4. 能在六十秒內游完 50公尺。  
5. 能游 200公尺以上。 

四、 興趣類(共計十三項) 

(一) 音樂（學科及術科） 
1. 瞭解基本樂理（五線譜、簡譜、音樂術語、音樂記號、中西樂器的分類）。--筆試。  
2. 依照樂譜上的指示，以演唱或演奏（中西樂器皆可）的方式來表演一首歌曲或民謠。--
現場表演。  

3. 須具備下列之一者： 
A. 參與音樂性社團六個月以上，且於公開場合表演五次以上，並請相關單位協助提
出公開表演證明（例如節目單、照片…）。--相關證明 

B. 能在公開場合活動中，教唱三首歌曲並配合歌曲設計動作帶動唱。--現場示範 
C. 能以五線譜創作至少十二小節的樂曲並演唱或演奏之。--現場表演 
D. 能將自己或家人收藏之影音媒體（CD、TAPE、DVD…）編製目錄，並介紹其如
何使用與保存。--攜帶目錄，現場口試 

(二) 舞蹈（學科及術科） 
1. 能熟練舞蹈的基本步法，並能應用。具有基本的身體韻律節奏能力。  
2. 參與土風舞活動，並能分辨我國與他國土風舞。  
3. 能指導土風舞或舞曲的演出。  
4. 能創作土風舞或舞曲一種。 

(三) 植物（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二門以上植物的生活史。 
2. 能說出植物形態構造。  
3. 能說出分辨植物種類的方法。  
4. 能說出當地植物分佈情形及其利用方法。 
5. 能說出當地食用、藥用、有毒、香料、材用、纖維、染料、指標、觀賞植物等共二十種
以上及其習性 

(四) 昆蟲（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二目以上昆蟲的生活史。  
2. 能說出昆蟲形態及重要習性 。 
3. 能說出昆蟲之基本分類方法。  
4. 能說出當地蝶類、甲蟲、蛾類等等各類昆蟲二十種以上及其習性。  
5. 能說出對居家有害的昆蟲防制法及驅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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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賞鳥（學科及術科） 
1. 能正確調整、使用望遠鏡觀察野外鳥類且知道各部分標示的意義。  
2. 能在室內外正確的保養、保護、保存望遠鏡。  
3. 知道鳥類外部的各部位名稱。  
4. 知道各類野生鳥類的作息及最佳的季節與時間。  
5. 能正確的記述或簡單繪圖標示鳥類的特徵。  
6. 能辨識且解說常見野生陸鳥及水鳥各二十種（共四十種）。  
7. 能正確使用圖鑑辨識鳥類。  
8. 會做簡易的鳥類調查紀錄。  
9. 規劃執行小區域簡單的鳥類資源調查，並完成報告（二十次以上調查紀錄的整理）。 

(六) 電工（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各種電工材料及其規格。  
2. 能分別直流電和交流電。  
3. 能說出電流、電壓、電阻的意義及其關係與量度法。  
4. 能區分高壓電與低壓電。  
5. 能進行各種電線的接合法及絕緣措施與漏電檢查。  
6. 能正確使用電路的連接法（串聯與並聯）。  
7. 能說出防止觸電及觸電時之急救。 

(七) 皮雕（術科） 
1. 能分辨人造皮與獸皮。  
2. 能分辨牛皮、羊皮、鹿皮及豬皮等。  
3. 能正確使用皮革工具進行剪、切、雕、打孔、縫合、編織、裝訂等技法。  
4. 能作簡單皮件修補工作。  
5. 能製作簡易童軍皮雕。 

(八) 編織（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編織的歷史。  
2. 能說出編織所用的各種材料及其產地。  
3. 能說出各種材料的編織方法和應用工具。  
4. 能利用籐竹、蘆葦、稻草、麥桿、絲、麻、棉線等材料編織成實用品三件以上。  
5. 能整理和保管各項編織用品。 

(九) 紙藝（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造紙原料三種以上並能製作手工紙。  
2. 能說出普通常用紙類五種以上。  
3. 能作紙藝(摺紙、剪紙、紙雕)兩種以上。  
4. 能辨別紙的絲流方向，並應用絲流的特性於紙藝上。  
5. 能用廢紙作簡單應用品兩種以上。 

(十) 建築（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建築工程及進步與趨勢的大概。  
2. 能說出建築物的異同及其優劣。  
3. 能說出建築五金土木用料及其品質。  
4. 能繪製簡單立體投影畫（三面視圖）及透視圖法。  
5. 能做簡單建築圖樣(平面圖、側面圖、基礎圖、屋架圖、水電裝配圖、剖面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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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辯論（學科及術科） 
1. 能藉簡明的摘要作五分鐘以上的國語演說。  
2. 能熟諳辯論規則和明瞭主席的職權。  
3. 曾參加正式辯論二次以上。  
4. 能說出辯論時的動作態度和其他應注意之點。  

(十二) 應用化學（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漿糊、牙膏、粉筆、肥皂、墨汁、紅藍墨水等的製作法。  
2. 能自製蒸餾水及配製各種飲料汽水。  
3. 能說出電鍍的基本原料和方法。  
4. 能說出織物纖維的種類和漂染方法。  
5. 能說出炸藥和煙幕的配合和製作方法。  
6. 能說出滅火器的設備和使用法。 

(十三) 農產品加工（學科及術科） 
1. 能說出農產加工對人生的重要。  
2. 能說出農產加工的種類。  
3. 能說出農產加工原料的特性。  
4. 能說出一般農產加工的原理及製做方法。  
5. 能夠鑑別農產加工品之優劣。  
6. 做製作做麵類及果實加工品各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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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以證照換專科章相關說明 

● 以證照換專科章相關說明 
一、 實施日期與時間：110年 12月 11日 17：00前繳交相關資料至營本部。 
二、 開放科目：我國政府或認證單位各類專長證照之相關專科章。 
三、 考驗資格：取得我國政府或認證單位各類專長證照之參加人員。 
四、 審核方式：將依據『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頒發相關專科章證書，以證換章的伙伴需

攜帶正本文件並繳交影本及申請表(如附件三) 至營本部進行審核，確認影本無
誤，正本立即歸還，無影本不得換證，營本部得依活動需要保留更換之相關權利。 

五、 審查類科： 
 

專科章名稱 取得資格 
水上救生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之水上救生員 

建築 

建築製圖應用-手繪圖丙級技術士 
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丙級技術士 
模板丙級技術士 
鋼筋丙級技術士 

烹飪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 

急救 
持有各救護技術士團體舉辦之救護技術士證照(需附課程表)送審，
據以核發急救專科章。 

測量 測量丙級技術士 
無線電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 
電腦維修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技術士 
家俱維修 傢具木工丙級技術士 

攀登 
凡具有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之 CB安檢卡與 C級教練以上 
台灣各大岩場認可之安檢卡，如青少年育樂中心之安檢卡 

音樂 
參加山葉音樂能力檢定，並取得七級以上資格者 
河合鋼琴檢定考試，並取得八級以上者 

攝影 照相丙級技術士 
廣告設計 廣告設計丙級技術士 
電腦繪圖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級技術士 
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 
農藥 農藥代噴丙級技術士 

農藝 農藝丙級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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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加工 

肉製品加工丙級技術士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技術士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術士 
製茶技術丙級技術士 

園藝 園藝丙級技術士 
畜牧 畜牧丙級技術士 
魚類 水族養殖丙級技術士 
簿記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 

珠算 
台灣省商業會檢定、台灣省算學學會、國際珠算聯合會等會之檢

定，並取得心算二級、珠算五級以上證書資格者 

泥工 
泥水丙級技術士 
混凝土丙級技術士 

漆工 
建築塗裝丙級技術士 
車輛塗裝丙級技術士 

木工 
傢具木工丙級技術士 
門窗木工丙級技術士 
裝潢木工丙級技術士 

縫紉 
男裝丙級技術士 
女裝丙級技術士 
國服丙級技術士 

電工 

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 
工業配線丙級技術士 
用電設備檢修丙級技術士 
變電設備檢修丙級技術士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丙級技術士 
工業配線丙級技術士 
船舶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 
電器修護丙級技術士 
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 

機械 
精密機械工丙級技術士 
機械停車設備裝修丙級技術士 
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 

板金工 
板金丙級技術士 
打型板金丙級技術士 
機器板金丙級技術士 

鉗工 鉗工丙級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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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工 
一般手工電銲丙級技術士 
氣銲丙級技術士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丙級技術士 
機車修護 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技術士 

應用化學 
化學丙級技術士 
化工丙級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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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專科考驗以證換章申請表 

學校：                 團次：                       

姓名：                                              

考照日期：                                          

發證單位：                                          
 
 
 
 
 

請

沿

虛

線

浮

貼 
 
 
 
 

 

證照影本正面黏貼處  
 
 
 
 

請

沿

虛

線

浮

貼 
 
 
 
 
 

證照影本背面黏貼處 

備註：1.務必本人親自繳交，並攜帶正本至營本部核對資料 
      2.一張申請表適用一張證照 
 

營本部收件簽章：               
審核結果 
□ 同意核發 
□ 不同意核發，原因：                                      
營本部考驗組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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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營火實施計畫 

一、 依據：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實施計畫辦理。 

二、 主旨：希望彰化縣內各高中職與社區團行義童軍伙伴，透過營火能與各校伙伴更加熟
悉，並對營火有基本的認知。 

三、 實施辦法：考驗營期間營火實施相關辦法如下 
1. 報名時間：報名表於當天報到時一同發放 
2. 報名截止日期：繳交報名表時間於 12月 11日下午一點前繳交至營本部活動組。 
3. 繳交內容：依據報名表上內容填寫，繳交時請一併附上音樂，如有特殊要求請於繳  

交時通知活動組。 
4. 請各校以校為單位，提供一個營火表演 
5. 表演音樂檔案請自行準備 USB、電子檔，表演音樂長度上限 5分鐘。 
6. 手機為貴重物品，活動組恕不接受手機撥放音樂。 
7. 營火節目報名表範例及注意事項 

l 請務必填寫表演性質，例如：棍舞、旗舞、動跳、表演舞。 
l 請在繳交報名表時，一併繳交表演音樂。 
l 表演請勿上火，可用 LED燈或螢光棒替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年彰化縣中高級童軍訓練暨專科章考驗營 

營火節目報名表 

學校名稱  

團    次 縣第            團 

團    名  

表演名稱  

表演性質  

音樂名稱 
(檔名) 

 

表演介紹 
(介紹詞)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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