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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21 號
2021 年 6 月 15 日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升旗比賽朱俊豪盃 2021
※※ 幼童軍團呼比賽 ※※
地域定於2021年9月舉行幼童軍團呼比賽，藉此提升幼童軍成員及領袖對團呼儀式的掌握技巧，歡
迎地域內各幼童軍成員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一）

日

期：
日期

星期

2021年9月19日

日

（二） 參加資格

： 1.

2.
3.

（三） 參賽人數

： 1.
2.

（四） 制

服

： 1.

2.
3.

內容
幼童軍團呼比賽

時間

地點

1000-1200

大埔運頭角里15號
羅定邦童軍中心

頒獎典禮（各隊伍必須出席） 1200-1330

以團或旅為單位，各單位可派出多於1隊參加（如因隊數過多，則每旅只可
派出1隊參加，大會將根據報名表所列之優先次序而決定其參賽資格，如特
別情況，可接受該區內不同旅團成員組隊參賽）。
參賽隊員必須為 7 歲 6 個月至足 12 歲止（以西曆計算；在比賽當日必須為未滿
12歲者）；而亞基拿則必須由領袖擔任。
參賽隊員為已宣誓及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及童軍成員編號之幼童軍成員，
或持有有效委任證／委任書之成年成員。
每隊1名領袖及5名至9名幼童軍，可自行決定另加2名幼童軍及1名領袖為後
備隊員；惟出賽幼童軍成員必須最少5名及最多9名。
最終可出賽的人數，需視乎比賽日之疫情發展及政府的規定。
幼童軍成員
 帽、旅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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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領袖
 帽、旅巾、巾圈、短袖恤衫、皮帶、長褲、純黑色襪及黑色縛帶皮鞋。
女性領袖
 帽、旅巾、巾圈、短袖恤衫、皮帶、裙、肉色絲襪及黑色皮鞋。

（五） 比賽細則

： 1. 評分項目：包括團呼及展旗動作、領袖及幼童軍之制服及口令／口號。有關
資料請參閲網上版通告。
2. 如有9名幼童軍參賽，參賽隊伍須自行分成3個小隊（紅、黃、綠），每隊
人數必須平均。如只有5名幼童軍參賽則為1個小隊。比賽當天需由其中1人
擔任值日小隊長。
3. 參賽隊伍必須按照大會所定之團呼口號作賽，有關團呼口號、團呼比賽之參
考資料，請參閱附件。
4. 參賽隊伍必須準時及全期出席（包括頒獎典禮），逾時或缺席之隊伍將被扣
分或被取消參賽資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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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獎

： 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項。如報名隊伍不足四隊則只設冠軍獎項。

項

（七） 簡 介 會

： 1.
2.
3.
4.

（八） 費

用

： 每隊港幣$50。費用包括行政支出、紀念章，必須以每隊一票方式付款，支票抬
頭書「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為收款人。

（九） 交通安排

： 為鼓勵各隊伍積極參與各項比賽，大會將提供交通津貼，詳細安排將於簡介會
中公布。

（十） 比賽支援

： 為了讓參加團呼比賽的領袖能更有效地掌握比賽的技巧及分享參賽心得，大會
將安排團呼比賽工作坊，歡迎參賽旅團領袖參加，詳情如下：
1. 日期：2021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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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報名辦法

：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填妥以下電子表格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1. 團呼比賽電子表格： https://forms.gle/BQYhXMwrL92TtQRm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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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之隊員資料必須為比賽當天參賽隊員；
4. 證明文件副本（可於簡介會遞交）
 幼童軍成員：有效幼童軍紀錄冊及學生手冊之附相片和出生日期的個
人資料內頁
 領袖：有效領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
5. 報名費支票（每票只限一隊，可於簡介會遞交）。

(十二)

截止日期

：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

(十三)

其

： 1.
2.

(十四)

有用資訊

他

日期：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備註：參賽隊伍必須派出最少1名參賽領袖出席，未能派出領袖出席之參賽隊
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大會將備有旗桿架，參賽隊伍必須自行帶備旅旗或團旗作比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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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有參賽隊伍之隊員（包括後備成員）均獲贈紀念章及參與證書；
4. 接納與否，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負責領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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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參賽隊伍之負責領袖必須確保各隊員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是次比賽；
7.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細則及擁有最終決定權。
8. 最新有關比賽的資訊，可瀏覽Facebook 「新東童軍」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eryouthscout/ ；
9. 大會製作了團呼儀式參考片段，請瀏覽以下連接：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nV5moGlbR3PAXvBZizsSR1SQaymfhAZ
10. 如有查詢，請與助理執行幹事何家耀先生聯絡（電話：2638 6512）。

：

團呼比賽網上報名

團呼儀式參考片段

Facebook 新東童軍
地域總監

（鍾文龍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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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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定並大聲喊叫此口號。

2.

Cubs : Pack

全體幼童軍回應，然後齊跑向阿基拿，以他／她為
中心拖手圍成一圓圈，立正。

3.

阿基拿兩臂舉起平伸致左右與肩膊平衡，雙手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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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觸及身旁作出團呼開始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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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全體幼童軍兩
手握拳在身旁垂直。

5.

Sixer : Cubs do your best!

領導做團呼的隊長喊叫此口號。

6.

Cubs : We WILL do our best!

全體幼童軍一齊喊叫此口號，同時行童軍敬禮。阿
基拿用童軍敬禮回應。大家放下手回復立正姿勢。

乙部（展旗儀式）
程序

口令／口號

動作
團呼結束後，阿基拿行前與值日隊長行握手禮，以
示謝意，然後返回原位立正。

1.

2.

Akela : 所有幼童軍面向旗幟，值日小隊長
準備展旗。

3.

Akela : 各隊員面向圓心。

4

Akela : Pack Fall-out

值日小隊長行至旗杆方向，在旗杆前停步，然後踏
前一步將旗幟展開並把旗繩繫好，踏後一步然後敬
禮，此時阿基拿及其他領袖亦同時敬禮，敬禮完成
後，值日小隊長向後轉返回原位。

暫時解散幼童軍並離開比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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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童軍典禮儀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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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童軍典禮儀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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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童軍典禮儀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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