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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2667 9100      傳真：2667 0298        網址：www.nter-hkscout.org 

    

特別通告第 18/2020 號 

2020 年 5 月 15 日 

 

 

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步操步操步操步操、、、、團呼團呼團呼團呼、、、、快樂傘快樂傘快樂傘快樂傘、、、、升旗比賽升旗比賽升旗比賽升旗比賽 

朱俊豪盃朱俊豪盃朱俊豪盃朱俊豪盃、、、、會操暨嘉年華會操暨嘉年華會操暨嘉年華會操暨嘉年華 2020 

<<<升旗比賽及地域步操代表隊選拔賽升旗比賽及地域步操代表隊選拔賽升旗比賽及地域步操代表隊選拔賽升旗比賽及地域步操代表隊選拔賽>>> 

 

2020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地域代表隊選拔賽及升旗比賽將於今年9月舉行，

地域一向貫徹鼓勵童軍成員持之以恆參與步操活動，從而提高步操水平，歡迎各單

位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一） 日       期 ： 

日期 星期 內容 時間 地點 

2020年9月13日 日 

1. 升旗比賽 

2. 步操比賽 

3. 會操及樂隊表演 

0900－1700 
上水保榮路 

遊樂場 

 

（二） 參加資格 ： 升旗比賽 

    以團或旅為單位，各單位可派出多於1隊參加。 

 參賽隊員為已宣誓及持有有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支

部紀錄冊及童軍成員編號之青少年成員，或持有有效委任證

／委任書之成年成員。（參賽隊伍可由混合組隊參加）。 

    
   步操比賽 

    以團、旅或區為單位，各單位可派出多於 1 隊參加。 

 參賽隊員已宣誓及為持有有效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支

部紀錄冊及童軍成員編號之青少年成員或持有有效委任證／

委任書之成年成員。（參賽隊伍可由混合組隊參加）。 

    

（三） 參賽人數 ： 升旗比賽 

    1名司令員、1名升旗手及1名護旗手，可另加1名後備隊員

（可代替任何崗位）。 

 如所有出賽賽員（連司令員）均為童軍支部成員（以比賽當

日計），則總成績可獲增加3%額外分數。 

 如出賽人數不足3人（連司令員），則不獲准參賽或取消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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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操比賽 
    1名司令員、1名持旗手及10名隊員，可另加7名後備隊員（可代替

任何崗位）。 
 如出賽人數增加1名隊員，則總成績可獲增加2%額外分數（可累

積）。唯最多只可增加5名隊員，即最多只可增10%額外分數，即為
1名司令員、1名持旗手及15名隊員。 

 如司令員由童軍支部成員擔任（以比賽當日計），則司令員表現分
可獲增加10%額外分數。 

 如出賽人數不足12人（司令員及持旗手必須出賽），則不獲准參賽
或取消名次。 

    

（四） 制        服 ： 童軍成員 

    帽、旅巾、巾圈、短袖恤衫、皮帶、短褲（男）／裙褲（女）、長襪

及黑色縛帶皮鞋。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成員及領袖（不論男女） 

    帽、旅巾、巾圈、短袖恤衫、皮帶、長褲配黑色短襪及黑色縛帶皮鞋。 

   註：不准穿著短靴及在鞋底釘上金屬鞋碼。 

    

（五） 比賽細則 ： 1. 評分項目： 

 升旗比賽： 

包括制服檢查、步操動作、司令員表現、口令、升掛國旗整體流

暢度以及時間配合。 

 步操比賽： 

包括制服檢查、原地動作、行進間動作、司令員表現、口令及持旗手動

作。  

2. 所有隊員必須對童軍步操和會操程序具備基本認識。 

3. 參賽隊伍必須按照大會所定之步操口令作賽，有關詳情請參閱網上版

通告。 

4. 步操比賽參賽隊伍必須帶備所屬單位旗幟、旗桿、旗套及白手套。 

5. 比賽中所有步操動作均以步操手冊（第二版）內容為標準。 

6. 步操比賽場地大小不少於30米x 23米。 

7. 升旗比賽參賽隊伍必須帶備白手套，而旗及國歌音樂則由大會提供。 

8. 升旗比賽大會提供之旗桿高度為5.5米米米米（由地面開始計算）。 

9. 其他比賽細節將於簡介會內公佈。 

10. 參賽隊伍必須準時及全期出席比賽及會操，逾時或缺席之隊伍將被扣

分或被取消參賽資格。 

11. 如對比賽結果有異議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內以書面方式提出，比賽協

調人及總裁判將作出最後裁決。 

12. 大會若有需要可因特殊情況而修改比賽細則。 

    

（六） 獎       勵 ： 升旗比賽 

    設冠、亞、季軍獎項； 

 兩名優異獎（第四及五名）； 

 如報名隊伍不足四隊則只設冠軍獎項。 

    
   步操比賽 

    設冠、亞、季軍獎項； 

 兩名優異獎（第四及五名）； 

 一名新秀獎冠軍（計過去三屆首次參加的單位，即可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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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司令員獎及最佳制服獎； 

 如報名隊伍不足四隊則只設冠軍、新秀獎、最佳司令員獎及最佳制

服獎。 

 
 

   

為鼓勵持續參與升旗及步操比賽，本屆加設「參與嘉許獎」予連續參加

過往三屆比賽的單位。 

    
（七） 簡 介 會 ： 1. 日期：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2. 時間：晚上7時30分 
3. 地點：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4. 備註：參賽隊伍必須派司令員及持旗手【步操比賽適用】出席，如未

能出席之參賽隊伍可被取消參賽資格。 
5. 各隊集合時間將視乎參與隊數或有所不同，於簡介會抽籤決定。 

    

（八） 費        用 ：  升旗比賽：每隊港幣$50 

 步操比賽：每隊港幣$150 

費用包括行政支出、紀念品，必須以每隊一票每隊一票每隊一票每隊一票方式付款，支票抬頭書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為收款人。 

    

（九） 交通與 

午膳安排 

： 為鼓勵各隊伍積極參與各項比賽，大會將提供交通及午膳津貼，詳細安

排將於簡介會中公佈。 

    

（十） 比賽支援 ： 為了讓參加比賽的領袖能更有效地掌握比賽的技巧及提升水準，大會將安排

多個比賽工作坊，歡迎參賽旅團領袖及青少年成員參加，詳情如下：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步操比賽及 

司令員工作坊 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10時30分 

大埔運頭角里15號 

羅定邦童軍中心 

步操旗手 

工作坊 
下午2時30分 

升旗工作坊 
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 

 

    
(十一) 報名辦法 ：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遞交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

童軍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逾期恕不受理。 
1. 已填妥夾附之報名表格或網上報名： 

升旗比賽： https://goo.gl/J2n7Uj 
步操比賽： https://goo.gl/Xu9XqQ 
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須獲家長/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PT/46），並
由當日參賽隊伍負責領袖保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2.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之隊員資料必須為比賽當天出賽之隊員； 
3. 證明文件副本（可於簡介會遞交）：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員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員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員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員：：：：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紀
錄冊內附有相片及出生日期的個人資料內頁； 

 領袖領袖領袖領袖：：：：有效領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 
4. 報名費支票（每票只限一隊，可於簡介會遞交）。 

    

(十二) 截止日期 ： 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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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        他 ： 1. 凡完成步操比賽並達到所需標準的童軍支部成員，即可獲步操章

（興趣組）證書及專章一枚。 

2. 凡完成步操比賽並達到所需標準的童軍支部成員可獲證明書，證明

已完成步操章（技能組）之B項：1、2、4、5及3的部分項目，經認

可人士考核餘下項目，即可獲考獲步操章（技能組）。 

3. 凡完成步操比賽並達到所需標準的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可獲證明

書，證明已完活動項目（個人興趣）A-999 步操之乙項：1、2、4及3

的部分項目。 

4. 步操比賽獲獎隊伍將有機會獲推薦代表地域參加「2020年香港童軍

大會操之步操比賽」； 

5. 若獲獎隊伍屆時未能安排足夠人數參加「2020年香港童軍大會操之

步操比賽」，其出賽資格將由次名成績隊伍取代。 

6. 參賽者須於比賽當日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之正本以備查核，否則可被

取消參賽資格； 

7. 所有參賽隊伍之隊員均獲贈紀念品及參與證書； 

8. 大會制作了升旗項目的參考片段，請連接以下：  

9. 最新有關比賽的資訊，可瀏覽Facebook “新東童軍”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eryouthscout/ ； 

10. 各參賽隊伍之隊員，可獲安排於指定時間內優先參與特定攤位遊戲； 

11.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負責領袖； 

12. 逾期報名或報名後有任何資料更改，大會有權不予受理。除賽事取

消外，申請一經接納，所繳款項，概不發還； 

13. 參賽隊伍之負責領袖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確保各隊員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是次比賽； 

14. 如在簡介會前三個工作天尚未接獲通知，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638 

6517與訓練幹事吳詠儀小姐聯絡。 

    

(十四) 有用資訊 ： 

    

   步操比賽 

網上報名 

升旗比賽 

網上報名 

升旗項目 

參考片段 

Facebook  

新東童軍 

    
                                                                                                                            

                 地 域 總 監 

 （劉禮源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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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比賽內容 

 

 
司令員口令： 

程序 口令 備註 

   

1.  Flag Party, quick MARCH  

2.  By the right, right WHEEL  

3.  Flag Party, HALT  

4.  National Flag Raisers, take POST 

(旗手開步操向旗桿) 

 

5.  General salute, SALUTE 

(司令員敬禮) 

工作人員播放國歌 

開始升旗 

6.  National Flag Raisers, about TURN  

7.  National Flag Raisers, quick MARCH 

(旗手開步操回原位) 

 

8.  National Flag Raisers, about TURN  

9.  Flag Party, left TURN  

10.  Flag Party, quick MARCH 

(旗隊離場) 

 

 

司令員表現之評分標準： 

1.  敬禮動作  

2.  是否按 Command List 發出口令（Words of Command 將不會評分） 

 

＊「個人步操」之分數將會按整個旗隊步操表現評審，不會獨立評分。  

＊ 升旗比賽之旗杆及旗幟規格： 

  1. 旗杆為 5.5 米高；  

2. 旗幟尺寸為 4 號 [144 厘米(長) X 96 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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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比賽內容（一） 
 

甲部（制服檢查） 

程序 口令 備註 

   

1.  (Stand by)  

2.  Form two RANKS 

【*C/B in advance & centre in front of the squad.】 

 

Colour at the carry 

3.  Dressing, in two ranks, right DRESS  

4.  Eyes FRONT  

5.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n inspection) 

Good morning Sir/ Madam, No. “X “ Squad is now 

 ready for your inspection, Sir/ Madam, please 

Colour at the order 

6.  (Start of Uniform inspection) Marks are taken by judges 

7.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ff inspection) 

- Sir/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Madam, please 

 

8.  Form three RANKS Colour at the carry 

9.  Dressing, in three ranks, right DRESS  

10.  Eyes FRONT  

11.  (Squad march off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part) March to the position specify 

 

乙部 

程序 口令 備註 

   

（旗手須於指定位置稍息[stand at ease] 而毋須參與乙部 1-5項動作） 

   

1.  (Squad Commander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 Good morning Sir/ Madam, No. “X “ Squad is now 

ready for competition, Sir/ Madam, please 

Colour at the order 

2.  Squad will march on, by the right, quick MARCH Commander stands on a position 

specify 

3.  Squad HALT  

4.  Dressing, right DRESS  

5.  Eyes FRONT  

6.  Stand at EASE  

7.  ALERT / ATTENTION / Squad SHUN  

8.  March on the COLOUR 

（*C/B marches to advance & centre of the squad） 

 

 

 

 

 

Colour Bearer carries out the 

followings: 

1. Colour at the carry; 

2. March to the “Advance” & Centre of 

    the squad;  

3. Halt while facing to the commander. 

9.  General salute, SALUTE Colour Bearer:  

1. Lowering the Colour; 

2. Resumes Colour at the carry after a  

    regulation pause. 

10.   Turning, move to the right in threes, right TURN  

11.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12.  LEFT WHEEL  

13.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By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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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比賽內容（二） 
 

14.  Eyes RIGHT 

【*C/B lets the Colour fly】 

 

15.  Eyes FRONT  

16.  Turning, move to the right in threes, right TURN (By the left)  

17.  LEFT WHEEL  

18.  LEFT WHEEL  

19.  LEFT WHEEL  

20.  Squad HALT  

21.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22.  Dressing in open order, right DRESS  

23.  Eyes FRONT  

24.  General salute, SALUTE 

 

Colour Bearer:  

1. Lowering the Colour; 

2. Resumes Colour at the carry 

after a regulation pause;  

3. Colour at the order.    

25.  Stand at EASE 

（*C/B stand at ease at the same time） 

 

26.  ALERT / ATTENTION / Squad SHUN Colour Bearer resumes Colour at 

the carry after a regulation paus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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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aces 

to advance 

28.  Dressing in close order, right DRESS  

29.  Eyes FRONT  

30.  Turning, move to the right in column of route, right TURN Commander and *C/B march 

to “Right in Threes” position  

31.  Squad will march off,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32.  LEFT WHEEL  

33.  LEFT WHEEL  

34.  By the right, eyes RIGHT 

【*C/B lets the Colour fly】 

Commander salutes 

35.  Eyes FRONT  

36.  (Squad will march to the exit)  

 

*C/B – Colour Bearer（旗手） 

 

程序 口令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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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比賽 

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20年7月17日） 

 

 

區        別：  旅        號：  

負責領袖姓名：  職    位：  

聯絡電話： （日） （夜）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參賽隊員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領袖委任書號碼 

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 

之升旗工作坊 

司令員     出席 / 不出席 

升旗手     出席 / 不出席 

護旗手     出席 / 不出席 

後備     出席 / 不出席 

 

如所有出賽賽員（連司令員）均為童軍支部成員，則總成績可獲增加 3%額外分數，以 2020年 9月 13日計未滿 16

週歲為準。 

 

 

聲明：本單位未滿 18歲之參加者已獲家長／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領袖保

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負責領袖簽署：  

單位印鑑：  日        期：  
 

 

備註：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此活動及有關用途。假如你提

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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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比賽 

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20年7月17日） 

 

 

區        別：  旅     號：  

負責領袖姓名：  職   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通訊地址：  

 

（一） 參賽隊員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童軍成員編號 /  

領袖委任書號碼 

步操章# 

（興趣組） 

步操章# 

（技能組） 

活動項目# 

(個人興趣) 

司令員***        

持旗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額外隊員**）        

12（額外隊員**）        

13（額外隊員**）        

14（額外隊員**）        

15（額外隊員**）        

16（後備隊員*）        

17（後備隊員*）        

 

 

* 可代替任何崗位； 

** 每一名額外隊員可獲額外 2%總分，以最後合資格出賽隊員人數為準； 

*** 如以童軍支部成員為司令員，司令員總分可獲額外 10%，以 2020年 9月 13日計未滿 16週歲為準； 

# 童軍支部成員或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如希望透過步操比賽，同時考取童軍支部步操章（興趣組）、步操章（技

能組）或深資童軍支部活動項目（個人興趣）的相關項目，請於方格中打「」。 

 

 

聲明：本單位未滿 18歲之參加者已獲家長／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領袖保

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二） 比賽支援： 

 本單位代表有意參加於 2020年 8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30分之步操比賽及司令員工作

坊，代表資料如下： 

 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電話 童軍身份 職位 

1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2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3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4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本單位代表有意參加於 2020年 8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2時 30分之步操旗手工作坊，代表

資料如下： 

 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電話 童軍身份 職位 

1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2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3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4     童軍/深資/樂行/領袖  

 

 本單位希望大會能安排教練到本單位作指導：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本單位希望大會能提供其他的支援： 

 

 

 

負責領袖簽署：  

單位印鑑：  

 

日                期：  
 

 

備註：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此活動及有關用途。假如你提供

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