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 樓

電話：2425 5999

新界地域
傳真：2481 7445

網址：www.scout-ntr.org.hk

特別通告第07/2021號
2021 年 7 月 29 日

110 周年香港童軍大會操 - 步操比賽
新界地域代表隊伍招募
總會定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於香港大球場舉行 110 周年香港童軍大會操，當中步操比
賽則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舉行。現招募各區、旅或團組成步操隊伍參與，合適的隊伍將代表
新界地域參與上述比賽。茲將詳情列下，敬希垂注：
(一) 參加資格：
1. 所有參加者必須為新界地域之成員；
2. 以區、旅或團為單位，各單位可派出多於 1 隊參加；
3. 隊員必須由同一單位之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或領袖組成。
(二) 參加人數：
1. 每隊須有 1 名司令員、1 名旗手及 2 名護旗手；
2. 每隊人數不足 4 人（連司令員），則不獲准參賽，或取消資格。
(三) 制服：
1. 童軍成員：
帽、旅巾、短袖恤衫、皮帶、短褲（男）／裙褲（女）、綠色長襪及黑色縛帶皮鞋。
2. 深資童軍成員/樂行童軍成員/領袖：
帽、旅巾、短袖恤衫、皮帶、長褲配黑色短襪及黑色縛帶皮鞋。

[註：不准穿着短靴或在鞋底釘上金屬鞋碼。]
(四) 步操比賽內容：
請參閱附件一。
(五) 參加辦法：
請備妥以下資料，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至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
樓新界地域總部，郵資不足及逾期遞交均恕不受理：
1. 必須填妥比賽隊伍招募報名表格（附件二）並蓋上單位印鑑；
2.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必須由家長簽署家長同意書 PT/46，並由當日負責領袖自行保存，待
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六)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9月21日（星期二）

(七) 探訪隊伍練習安排：
1. 為確保參加隊伍合乎比賽標準及水平，地域將派出代表前往探訪及審視參加隊伍的練習
情況；
2. 探訪時段：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地域將於報名截止後與各參加隊
伍聯絡及安排）
(八) 公布推薦名單日期：
202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
(九) 其他：
1. 地域推薦名單將以電郵通知負責領袖；
2. 獲推薦參加110周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之隊伍必須出席比賽的簡介會(10月19
日)、綵排(11月14日)及大會操(11月21日)，詳情請參閱大會操通告第01/2021號；
3. 逾期報名或報名後有任何資料更改，大會有權不予受理；
4. 本通告可於新界地域網頁 http://www.scout-ntr.org.hk/ 內瀏覽；
5.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425 5999與活動幹事姚雪玲小姐聯絡。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陳萬傑

附件一

2021 年 香 港 童 軍 大 會 操
步操比賽內容
甲部 （制服檢查）
程序 口令
1.
2.
3.
4.

(Stand by)
Colour party, by the centre, QUICK MARCH!
Colour party, HALT!
Colour party, inward DRESS!

5.
6.
7.

Eyes, FRONT!
Colour party, order STAFF!
(Colour party report on inspection)
- Good morning Sir / Madam, No. “X “ Squad is now
ready for your inspection, Sir / Madam, please
(Start of Uniform inspection)
(Colour party report off inspection)
- Sir /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 Madam, please
(Squad march off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part)

8.
9.
10.

備註

Colour Party face to judges
Squad Commander about turn an
dressing
Squad Commander about turn

Marks are taken by judges
March to the position specified

附件一

乙部
程序 口令
1.

備註

2.
3.
4.
5.
6.

(Colour party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 Good morning Sir / Madam, No. “X “ Squad is now
ready for competition, Sir / Madam, please
Colour party, order STAFF!
Colour party, stand at EASE!
Colour party, SHUN!
Colour party, shoulder STAFF!
General salute, SALUTE!

7.
8.

Colour party, at the halt, right FORM!
Quick, MARCH!

9.
10.

Colour party, by the centre quick MARCH!
(When the colour party march to dais) Eyes RIGHT!

11.
12.
13.
14.

Eyes, FRONT!
Colour party, HALT!
Colour party, at the halt, left FORM!
Quick, MARCH!

15.
16.
17.

Colour party, inward DRESS!
Eyes, FRONT!
General salute, SALUTE!

18.

(Squad Commander asks fo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 Sir/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Sir/ Madam, please
(Commander then marches to position in front of C/B an
faces to Advance)
Colour party, at the halt, right FORM!
(Refer to the Figure 1)
Quick, MARCH!
(Refer to the Figure 2)
Commander marches 7 paces
Colour party will march off, by the centre quick
MARCH!
(When the colour party march to dais) Eyes RIGHT! C/B lets the colour fly,
Commander salutes to the right
Eyes, FRONT!
(Squad will march to the exit)

19.
20.
21.
22.
23.
24.

*C/B – Colour Bearer (旗手)

Colour party face to judges,
Colour at the carry
Commander return to his/ her
squad

Commander salute and C/B
lowering the colour
Colour returns to carry after a
drum
(Refer to the Figure 1)
(Refer to the Figure 2)
Commander marches 7 paces
(Refer to the Figure 5)
C/B lets the colour fly,
Commander salutes to the right
(Refer to the Figure 3)
(Refer to the Figure 4)
Commander marches 7 paces
Commander salute and C/B
lowering the colour
Colour returns to carry after a
drum

附件一
1

2

Figure 1 – Right Form

9 paces
7 paces
5 paces
Figure 2 – Quick March
1

2

Figure 3 – left Form

9 paces
7 paces
5 paces

Figure 4 – Quick March

附件一

路線
Step 11, 23

DAIS

Step 10, 22

EXIT

Step 9, 21

Step 1-8, 15-20

Step 12-14

Figure 5 - Routing

附件二

110 周年香港童軍大會操 - 步操比賽
新界地域代表隊伍招募
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21 日）

區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賽隊員資料：
中文姓名

職位

1

司令員

2

旗手

3

護旗手

4

護旗手

出生日期

童軍成員編號/
領袖委任書編號/
教練員委任證編號

聲明：本單位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已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
，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領袖保存，
待比賽完畢後即銷毀。

負責領袖簽署

單位印鑑：

日期

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表格內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未能提供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地域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