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及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Footdrill Competition and UG Tournament 2018 
 

  為鼓勵童軍成員及領袖參與步操活動，從而提高步操水平，鍛鍊團隊精神、紀律、自信、反
應及耐力，並喚醒團呼對幼童軍的重要性，本署將於2018年3月舉行上述比賽，並於今年特設快樂
傘比賽及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讓更多單位有機會參加，從而吸取經驗。詳情臚列如下： 

 
（一） 日    期：   
 項 目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簡 介 會 2018年3月8日 四 1900－2130 香港童軍中心 

 步操比賽 

2018年3月25日 日 
0800－1230 香港輔助警察隊總部 

（九龍灣宏照道12號） 

 團呼比賽 

 快樂傘比賽 

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各比賽頒獎典禮 1500－1800 

 

（二） 參加資格 ： 1.  步 操 比 賽 － 以署／地域／區／旅／團為單位，各參賽單位可在各
組別派出最多2隊參加，司令員可由成年成員或童軍
支部或以上之青少年成員擔任。比賽分為以下三個組
別： 

     i) 體驗組： 參賽隊員必須為持有有效所屬支部紀錄
冊之青少年成員或持有有效委任證／委
任書之成年成員（參賽隊伍可由混合或
獨立支部組隊參加）。體驗組參加者不能
參加其他組別之步操比賽。 

     ii)  童軍組： 參賽隊員必須為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
童軍支部成員，年齡必須為11歲起至未
滿16歲（以西曆計算，參賽者必須於2018

年3月25日未滿16歲）。 

     iii)  公開組： 參賽隊員必須為持有有效所屬支部紀錄
冊之青少年成員或持有有效委任證／委
任書之成年成員（參賽隊伍可由混合或
獨立支部組隊參加）。 

       

   2. 團 呼 比 賽 － 以地域／區／旅／團為單位，各參賽單位可派出最多
2隊參加，亞基拿必須由領袖擔任。參賽隊員必須為
持有有效紀錄冊之幼童軍支部成員，年齡必須為7歲6

個月起至未滿12歲（以西曆計算，參賽者必須於2018

年3月25日未滿12歲。） 

 

備註：如參賽隊數過多，各參賽單位則只可派出1隊
參加，大會將按申請單位於報名表格上所列之
先後次序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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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快 樂 傘 比 賽 － 以地域／區／旅／團為單位，各參賽單位可派出最多
2隊參加。參賽隊員必須為持有小童軍證之小童軍支
部成員，年齡必須為5歲起至未滿8歲（以西曆計算，
參賽者必須於2018年3月25日未滿8歲。） 

 

備註：如參賽隊數過多，各參賽單位則只可派出1隊
參加，大會將按申請單位於報名表格上所列之
先後次序而篩選。 

 

（三） 參賽人數 ： 1. 步 操 比 賽 

( 體 驗 組 ) 

－  

每隊1名司令員及5名隊員，可另加3名為後備隊員（可
代替任何崗位）。 

    ( 童 軍 組 )  每隊1名司令員及10名隊員，可另加3名為後備隊員
（可代替任何崗位）。 

    ( 公 開 組 )  每隊1名司令員及10名隊員，可另加3名為後備隊員
（可代替任何崗位）。 

       童軍組及公開組如出賽人數每增加 1 名隊員，則

於總成績中可獲加 3%額外分數。唯最多只可增

加 2 名隊員至全隊 12 名隊員出賽，即最多只可

增 6%額外分數。 

 童軍組及公開組如出賽成員（不包括領袖）少於

10 人，隊伍仍可繼續參賽，但將不會計算任何名

次。 

       

   2. 團 呼 比 賽 － 每隊1名領袖、12名幼童軍，可另加2名幼童軍及1名
領袖為後備隊員。 

       如出賽人數每增加 1 名隊員，則於總成績可獲加

3%額外分數。唯最多只可增加 4 名隊員至 1 名領

袖及 16 名隊員出賽，即最多只可增 12%額外分

數。 

 如出賽成員（不包括領袖）少於 12 人，隊伍仍

可繼續參賽，但將不會計算任何名次。 

       

   3. 快 樂 傘 比 賽 － 每隊1名領袖、12名小童軍，可另加2名小童軍及1名
領袖為後備隊員。 

       

（四） 費  用 ： 體驗組每隊港幣$100，其他比賽組別每隊港幣$200（包括紀念章及行政支
出）。費用必須以一隊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書明「香港童軍總會」為收
款人。 

    

（五） 報名辦法 ： 填妥專用報名表格【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下載】，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
【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18歲之童軍成員填妥該等同意書，並由負責領袖保
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連同支票，於截止日期前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
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9樓青少年活動署。 

       

（六） 截止日期 ：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http://www.scout.org.hk/


       

（七） 比賽細則 ： 1. 評分項目 ： i) 步 操 比 賽 － 包括制服檢查、原地動作、行進間動
作、司令員表現、口令及持棍動作（體
驗組）。 

      ii) 團 呼 比 賽 － 包括制服檢查、團呼及展旗動作及口
令／口號。 

      iii) 快 樂 傘 比 賽 － 包括韻律、整體合作、創意、歡愉、
服裝及時間配合。 

 

 

  2. 參賽隊伍必須按照大會所訂之步操口令作賽，各比賽項目之參賽指引可
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下
載。 

   3. 參賽隊伍必須帶備所屬單位旗幟（體驗組除外）。 

   4. 參與體驗組之隊伍需自備童軍棍。 
   5. 團呼比賽之隊伍必須自行分成紅、黃兩個小隊，而值日小隊長必須為紅

隊隊長。兩個小隊的小隊長及副隊長識別，將由大會提供。 
   6.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準時及出席整日活動，逾時或缺席之隊伍將被扣分或

取消參賽資格。 
   7. 各項比賽會同時進行，參賽隊伍需留意組隊安排。 
   8. 比賽中所有步操動作均以《步操手冊（第二版）》內容為標準。而棍操動

作之標準將會於簡介會中派發。 
   9. 團呼比賽的程序及細節均以《童軍典禮儀式手冊》內容為標準（已節錄

於有關的參賽指引內）。 

   10. 快樂傘比賽分「集會開始儀式」及「自創花式」兩部分。 

「集會開始儀式」部分以總會網頁，小童軍團集會開始儀式為標準
(http://www.scout.org.hk/chi/member/grasshopper/ceremony/home_01.html)。 

「自創花式」部分以大會提供的音樂 “If you’re happy”／「當你知道你好
快樂」為基礎，配合參賽隊伍自創花式，長度1分50秒。 

（必須使用大會提供之15呎直徑快樂傘。） 

   11.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細則及擁有最終決定權。 

 

（八） 制服要求 ： 深資／樂行童
軍／成年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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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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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童 軍 成 員 － 帽、旅巾、顏色巾圈、短袖恤衫、皮帶、短褲（男）／ 裙
褲（女）、綠色長襪及黑色縛帶皮鞋（在寒冷天氣情況下可
穿童軍羊毛衣，惟必須全隊一致）。 

   小 童 軍 成 員 － 旅巾及統一之簡單整齊集會服裝。 

 

（九） 獎  項 ： 1.  步 操 比 賽 － i) 各組別均設冠、亞、季軍獎及最佳制服獎，得獎隊
伍均可獲頒發獎盃及獎牌；童軍組冠軍隊伍將同時
獲頒發「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盾」及冠軍彩帶，
公開組冠軍隊伍將同時獲頒發「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主席盃」及冠軍彩帶。 

      ii) 童軍組及公開組均設最佳司令員獎及新秀獎（新秀
獎將頒予未曾參與上兩屆比賽及於今屆比賽中表
現最優秀之隊伍）。 

      iii) 連續三屆參加比賽之隊伍將獲頒發「青少年活動總
監嘉許」。 

        

        

        

        

        

http://www.scout.org.hk/
http://www.scout.org.hk/chi/member/grasshopper/ceremony/home_01.html


   2. 團 呼 比 賽 － i) 設冠、亞、季軍獎及最佳制服獎，得獎隊伍可獲頒
發獎盃及獎牌；冠軍隊伍將同時獲頒發「青少年活
動委員會主席碗」。 

      ii) 連續三屆參加比賽之隊伍將獲頒發「青少年活動總
監嘉許」。 

   3. 快 樂 傘 比 賽 － i) 設冠、亞、季軍獎，得獎隊伍可獲頒發獎盃及獎牌。 

     

   註 獎項數目將按參賽隊數多寡而定，計算如下： 

 不足 3 隊，不設獎項，但仍可進行賽事活動； 

 不足 4 隊，只設冠軍； 

 不足 5 隊，只設冠、亞軍（如全部來自同一單位，則只設冠軍）。 
        

（十） 注意事項 ： 1. 各參賽隊伍必須填妥比賽報名表格內所有資料，並蓋上單位印鑑。 

   2. 所有參加者於比賽日須帶備有效小童軍證正本／紀錄冊正本／委任證副
本／委任書副本。 

   3. 大會有權不予受理報名後更改資料。 

     

（十一） 其  他 ： 1.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通知（必須於報名表上填寫電郵地址）。 

   2. 除比賽項目取消外，申請一經接納，所繳交之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3. 凡逾期報名、欠交費用、未蓋上單位印鑑、欠負責領袖簽署及資料不全之
報名表格，大會有權不予接納。 

   4. 各參賽隊伍之負責領袖必須確保參賽隊員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比賽。 

   5. 各參賽隊伍必須派出最少1名代表準時出席於2018年3月8日（星期四）在
香港童軍中心舉行之簡介會，否則將被扣分或取消資格。 

   6. 參加者須自備飲用水及膳食。 

   7. 參加任何組別步操比賽，即場完成事工並達至要求的童軍支部成員，可按
《童軍訓練綱要》步操章（興趣組）的考核要求簽發有關證明。 

   8. 參加隊伍若於2018年3月2日（星期五）仍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內致
電2957 6410與活動幹事陳雪芳小姐聯絡。 

        

        

  

 

 青少年活動總監 

（黃志樂          代行） 



體驗組口令（1/1） 

 

香港童軍總會 

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體驗組 

 

甲部 （制服檢查）  

程序  備註 

1.  (Stand by at attention position)  

2.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n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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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ready for your inspection, Sir /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3.  (Start of Uniform inspection) Assessed by judges. 

4.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ff inspection) 

Sir /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 Madam, please. 

 

 (Squad move on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rt) Move to the position specified. 
 

乙部 （步操動作）  

程序 口令 備註 

1.  (Squad members start at attention position) 

(Squad Commander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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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competition, Sir/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2.  Order STAFF  

3.  Stand at EASE  

4.  Stand EASY  

5.  SQUAD  

6.  Squad SHUN  

7.  Shoulder STAFF  

8.  Inclining, left INCLINE  

9.  Saluting, salute to the front, SALUTE  

10.  Inclining, left INCLINE  

11.  Turning, move to the right in file, about TURN  

12.  Squad will retire, right TURN  

13.  Squad will move to the left, left TURN  

14.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15.  Change STAFF  

16.  Order STAFF  

17.  Shoulder STAFF  

18.  Three paces right close MARCH  

19.  Dressing, right DRESS  

20.  Eyes FRONT  

21.  Step off together quick MARCH  

22.  Squad, HALT  

23.  (Squad Commander ask for permission to fall out) 

Sir/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fall 

out, Sir/ Madam, please. 

After permission granted, 

Commander then marches to 

position in front of squad. 

24.  Turn to the right and salute, fall OUT  

 
(The Squad will then march off the parad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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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組口令（1/2） 

 

 

香港童軍總會 

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童軍組 

 

甲部 （制服檢查）  

程序  備註 

1.  (Stand by at attention position)  

2.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n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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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ready for your inspection, Sir /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3.  (Start of Uniform inspection) Assessed by judges. 

4.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ff inspection) 

Sir /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 Madam, please. 

 

 (Squad move on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rt) Move to the position specified. 

 

乙部 （原地動作）  

程序 口令 備註 

1.  (Squad members start with attention position) 

(Squad Commander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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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competition, Sir/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2.  Dressing, in open order, right DRESS  

3.  Eyes FRONT  

4.  Turning, move to the left in threes, Left TURN  

5.  Inclining, right INCLINE   

6.  Saluting, salute to the front, SALUTE  

7.  Inclining, left INCLINE  

8.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right TURN   

9.  Four paces right close MARCH  

10.  Two paces left close MARCH  

11.  Dressing in close order, right DRESS  

12.  Eyes FRONT  

13.  Stand at EASE  

14.  Squad 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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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組口令（2/2） 

 

 

丙部 （行進間動作）  

程序 口令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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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right) 

 

2.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3.  LEFT WHEEL  

4.  LEFT WHEEL  

5.  By the right, Eyes RIGHT   

6.  Eyes FRONT   

7.  LEFT WHEEL  

8.  LEFT WHEEL  

9.  Squad HALT  

10.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11.  (Squad Commander ask fo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Sir/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Sir/ Madam, please. 

After permission granted, 

Commander then marches to 

the Advance & Centre of the 

squad then faces to the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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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By the left) 

 

14.  LEFT WHEEL  

15.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16.  Eyes RIGHT  

17.  Eyes FRONT  

   

 

 

(The Squad will then march off the parade ground.)  

 

 



公開組口令（1/3） 

 

 

香港童軍總會 

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公開組 

甲部 （制服檢查）  

程序  備註 

1.  (Stand by at attention position)  

2.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n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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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your inspection, Sir /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3.  (Start of Uniform inspection) Assessed by judges. 

4.  (Squad Commander report off inspection) 

Sir /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 Madam, please. 

 

 (Squad move on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rt) Move to the position specified. 
 

乙部 （原地動作）  

程序 口令 備註 

1.  (Squad members start with attention position)  

(Squad Commander re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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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competition, Sir/ Madam, please. 

After reporting, Command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specified. 

2.  Stand at EASE  

3.  Squad SHUN  

4.  Dressing in open order, right DRESS  

5.  Eyes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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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clining, left INCLINE   

8.  Saluting, salute to the front, SALUTE  

9.  Salute to the front, SALUTE  

10.  Inclining, right INCLINE  

11.  Turning, move to the left in threes, about TURN  

12.  Squad will retire, left TURN  

13.  Squad will advance, about TURN  

14.  Dressing in close order, right DRESS  

15.  Eyes FRONT  

16.  Form two RANKS  

17.  Dressing, in two ranks, right DRESS  

18.  Eyes FRONT  

19.  One pace left close MARCH  

20.  Three paces right close MARCH  

21.  Form three RANKS  

22.  Dressing, in three ranks, right DRESS  

23.  Eyes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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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口令（2/3） 

 

 

丙部 （行進間動作）  

程序 口令 備註 

1.  Squad will advance, by the right, QUICK MARCH  

2.  MARK TIME  

3.  FORWARD  

4.  Turning, move to the left in threes, left TURN  

5.  Move to right in threes, about TURN  

6.  Marching in open ORDER  

7.  Saluting, salute to the front, SALUTE  

8.  Salute to right, SALUTE  

9.  Marching in close ORDER  

10.  LEFT WHEEL  

11.  LEFT WHEEL  

12.  FORWARD  

13.  LEFT WHEEL  

14.  FORWARD  

15.  Turning, move to the right in threes, about TURN  

16.  Changing step, CHANGE STEP  

17.  CHANGE STEP  

18.  Turning, move to the left in threes, about TURN  

19.  Eyes LEFT  

20.  Eyes FRONT  

21.  LEFT WHEEL  

22.  LEFT WHEEL  

23.  Turning, squad will retire, left TURN  

24.  Squad will advance, about TURN  

25.  Squad HALT  

26.  Dressing, right DRESS  

27.  Eyes FRONT  

28.  Sizing, shortest on the right, tallest on the left, in 

single rank SIZE 

 

29.  From the right NUMBERS  

30.  Odd numbers one pace forward, even numbers one 

pace step back MARCH 

 

31.  Stand fast the right hand man, odd numbers to the 

right, even numbers to left, ranks right and left TURN 

 

32.  Form three ranks, QUICK MARCH  

33.  Dressing, in three ranks, right DRESS  

34.  Eyes FRONT  

35.  (Squad Commander ask fo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Sir/ Madam,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Sir/ Madam, please. 

After permission granted, 

Commander then marches to 

the Advance & Centre of the 

squad then faces to the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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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公開組口令（3/3） 

 

 

38.  LEFT WHEEL  

39.  Turning, squad will advance, left TURN  

40.  Eyes RIGHT  

41.  Eyes FRONT  

 (The Squad will then march off the parad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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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2018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隊邀請賽   團呼比賽 
 

甲部 （團呼儀式）  

程序 口令／口號 動作 

1.  Akela : Pack! Pack! Pack! 阿基拿面向旗幟立正，並大聲喊叫此口號。 

2.  Cubs : Pack! 全體幼童軍喊叫此口號回應，然後齊跑向阿基拿，以

他／她為中心拖手圍成一圓圈，然後立正。 

3.   阿基拿兩臂舉起平伸於左右與肩膊平衡，雙手握拳手

背向天作出團呼前提示幼童軍的手號。阿基拿以敏捷

之動作放下兩臂，直至觸及身旁以作團呼開始的訊

號。 

4.  Cubs : Akela, we’ll do our best! 全體幼童軍立即蹲下，並即高聲叫喊此口號，當喊到

「best」的時候雙腳躍起，並回復立正。 

5.  Duty Sixer : Cubs do your best! 值日小隊長喊叫此口號。 

6.  Cubs : We WILL do our best! 全體幼童軍一齊喊叫此口號，並同時向阿基拿敬禮。

阿基拿隨即敬禮回應。大家放下手回復立正姿勢。 

7.   團呼結束後，阿基拿行前與值日小隊長行握手禮，以

示謝意，然後返回原位立正。 

   

乙部 （展旗儀式）  

程序 口令／指令 動作 

1.  Akela : 所有幼童軍面向旗幟，值日小

隊長準備展旗。 

 

阿基拿大聲發出此指令後，值日小隊長向右後轉，行

至旗竿前停步，然後用左腳踏前一步，將旗幟展開並

把旗繩繫好，以左腳踏後一步然後敬禮，此時阿基拿

亦同時敬禮。敬禮完成後，值日小隊長向右後轉並返

回原位立正。 

2.  Akela : Pack Fall-out. 暫時解散幼童軍並盡快離開比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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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童軍典禮儀式手冊》

香港童軍總會 

2018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隊邀請賽 
團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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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童軍典禮儀式手冊》                                                                           
 

 

 

 

香港童軍總會 

2018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隊邀請賽 
團呼比賽 

 



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體驗組）－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署／地域：  童軍區：  童軍旅／團：  第（  ）隊 

負責領袖姓名：  所屬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參賽隊員資料： 

 姓名 所屬支部／領袖職位 

司令員   

1.   

2.   

3.   

4.   

5.   

後備   

後備   

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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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 軍 職 位 ：      

日  期 ：   單位印鑑 ：  

 

備註： 

1.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
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表格將於比賽結束後6個月銷毀。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收件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銀碼 

     
 

參加單位必須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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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童軍組）－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署／地域：  童軍區：  童軍旅／團：  第（  ）隊 

負責領袖姓名：  所屬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參賽隊員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姓名 出生日期 

司令員   8.   

1.   9.   

2.   10.   

3.   11.*   

4.   12.*   

5.   後備   

6.   後備   

7.   後備   

童軍成員於 2018 年 3 月 25 日（比賽當日）的年齡必須未滿 16 歲。 

*如出賽人數每增加 1 名隊員，則於總成績中可獲加 3%額外分數。唯最多只可增加 2 名隊員至全隊 12 名隊員出賽，即最

多只可增 6%額外分數（以最後合資格出賽隊員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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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 軍 職 位 ：      

日  期 ：   單位印鑑 ：  

 

備註： 

1.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
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表格將於比賽結束後6個月銷毀。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收件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銀碼 

     
 

參加單位必須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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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體步操邀請賽 

步操比賽（公開組）－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署／地域：  區：  旅／團：   第（  ）隊 

負責領袖姓名：  所屬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參賽隊員資料： 

 姓名 所屬支部／領袖職位  姓名 所屬支部／領袖職位 

司令員   8.   

1.   9.   

2.   10.   

3.   11.*   

4.   12.*   

5.   後備   

6.   後備   

7.   後備   

*如出賽人數每增加 1 名隊員，則於總成績中可獲加 3%額外分數。唯最多只可增加 2 名隊員至全隊 12 名隊員出賽，即最

多只可增 6%額外分數（以最後合資格出賽隊員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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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 軍 職 位 ：      

日  期 ：   單位印鑑 ：  

 

備註： 

1.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
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表格將於比賽結束後6個月銷毀。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收件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銀碼 

     
 

參加單位必須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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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隊邀請賽 

團呼比賽－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地域：  童軍區：  童軍旅／團：  第（  ）隊
＊

 

負責領袖姓名：  所屬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
如隊數多於一隊，請自行影印表格，並在(  )內填上優先次序。如參賽隊數過多，各參賽單位則只可派出 1 隊參加，大

會將按此次序而篩選。 
  

參賽隊員資料： 

 幼童軍姓名 出生日期  幼童軍姓名 出生日期 

1.   10.   

2.   11.   

3.   12.   

4.   13.*   

5.   14.*   

6.   15.*   

7.   16.*   

8.   後備   

9.   後備   

幼童軍於 2018 年 3 月 25 日（比賽當日）的年齡必須未滿 12 歲。 

*如出賽人數每增加 1 名隊員，則於總成績可獲加 3%額外分數。唯最多只可增加 4 名隊員至 1 名領袖及 16 名隊員出賽，即

最多只可增 12%額外分數（以最後合資格出賽隊員人數為準）。 
  

 參賽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參賽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1.   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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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 軍 職 位 ：      

日  期 ：   單位印鑑 ：  
  
備註： 

1.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
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表格將於比賽結束後6個月銷毀。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收件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銀碼 

     
 

參加單位必須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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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暨制服團隊邀請賽 

快樂傘比賽－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地域：  童軍區：  童軍旅／團：  第（  ）隊
＊

 

負責領袖姓名：  所屬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傳真） 

＊
如隊數多於一隊，請自行影印表格，並在(  )內填上優先次序。如參賽隊數過多，各參賽單位則只可派出 1 隊參加，大會

將按此次序而篩選。 
 

參賽隊員資料： 

 小童軍姓名 出生日期  小童軍姓名 出生日期 

1.   8   

2.   9.   

3.   10.   

4.   11.   

5.   12.   

6.   後備   

7.   後備   

小童軍於 2018 年 3 月 25 日（比賽當日）的年齡必須未滿 8 歲。 
 
 

 參賽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參賽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1.   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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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 軍 職 位 ：      

日  期 ：   單位印鑑 ：  

 

備註： 

1.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比賽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
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參加表格將於比賽結束後6個月銷毀。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收件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銀碼 

     
  

參加單位必須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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