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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名單 

主席 林惠燕女士 

副主席 李強勝先生 

副主席 吳景新先生 

委員 

黃世超先生 九東區 

黎志偉先生 九中區 

趙志揚先生 新九西區 

文斯諾先生 新東北區 

陳子豐先生 港島區 

陳開明先生 軍樂隊 

莫禮明先生 儀仗隊 



時 間 程  序 

中午12:30-下午2:00 
（制服檢查區步操小隊入口 

於下午1：30關閉） 

步操小隊報到、制服檢查、 

劃位 
分隊其他成員到場 

下午2:00-2:45 步操小隊、頒獎綵排 

下午2:45-3:35 感恩崇拜 

下午3:35-3:45 列隊 

下午3:45-約4:35 檢閱官進場、大會操 

下午約4:35-5:15 檢閱官致辭、頒獎、致謝 

下午5:15-5:30 隊員解散（March Off） 

下午5:30 

 

所有活動結束 

活動流程 



檢閱官、崇拜講員 

主禮嘉賓暨檢閱官： 

劉江華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崇拜講員： 

張觀運牧師 
香港基督少年軍副會長,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崇拜安排 

1445-1448 崇拜開始祈禱 

1448-1500 敬拜 

1500-1503 讀經 

1503-1518 講道 

1518-1520 立志祈禱 

1520-1528 奉獻 

1528-1530 祝福 



崇拜歌曲 
你錨可穩歌 

 

敬拜詩歌 
 讚頌父權能 

最美好盡力愛祢 
順服 

勇敢走出去 



奉獻安排 

 



奉獻的意義 

感恩及回饋神的恩典 
(感謝神讓我們能成為基督少年
軍的一份子，願我們能透過奉
獻，回應神的愛和恩典。) 

 
 

 



奉獻的安排 

• 分隊在報到處安排座位時，將獲
發分隊奉獻封(約A4 size) 

• 建議分隊委任一位導師在崇拜開
始前(下午2:45前)預先收集分隊
入場人士的奉獻，收取後將分隊
奉獻封封上，並貼上由大會提供
的防拆貼紙 
 

 



• 在講道後的奉獻環節，將分隊奉
獻封交至看台通道下方的奉獻收
取處，大會工作人員會收集及即
登記分隊隊號及請導師簽名作實。 

 
**請導師在分隊集隊時預先向隊員/家長講解
「奉獻」的意義及安排，以讓當天的奉獻環
節能流暢地進行。 

 

 

 



**總部將會預備數個小型奉獻封放於分隊奉
獻封內，如有個別之大額奉獻或需取回收據，
請將金錢放在小型奉獻封內，並在封面寫上
收據人姓名及金額，再放進分隊奉獻封內。
同工將於活動後兩星期內聯絡分隊之活動負
責導師有關領取收據之安排。 

(如小型奉獻封不敷應用，導師可在分隊報到
處索取小型奉獻封。) 

 



分隊進場安排 



分隊進場流程 

• 嘉賓及工作人員           8 號閘入口 

 

• 步操隊進場                   3號閘入口（制服檢查區） 

 

• 其他人士進場               2 號閘入口 

 



進場流程 

藍灣半島 



制服檢查區 

入口外公園 

步操隊入口 

2號閘入口
（供分隊成員
或親友進出） 禁區 

8號閘 

嘉賓及工作人
員入口 



進場入口外公園 

步操隊由此往 

3號閘口進場 

其他成員由 

2號閘口進場 

步
操
隊
不
能
由
此
通
過 

3號閘口 



分隊離場流程 

內圈步操隊離場路線 

 

操 

隊出操安排區 

外圈步操隊離場路線 

操 

隊出操安排區 



《到場》 

 
步行： 

所有步行到場人士請於小西灣道沿「進場通道」
經2號閘口（非步操隊分隊）或3號閘口（步操隊）
進場 

乘私家車： 大會不設泊車位 
（到場人士請於小西灣道沿「進場通道」沿1、2
號閘口進場） 

乘旅遊巴： 分隊必須自行安排旅遊巴上落時間及地點，由於
人數眾多，建議所有旅遊巴於小西灣道*或小西灣
工業區內（沿新業街）落客。（到場人士請於小
西灣道沿「進場通道」沿2號閘口進場） 

*注意： 
由於小西灣道旅遊巴士停車位置有限，建議分隊盡量於沿小西灣工業
區內（沿新業街）上落客並步行前往或離開會場 

交通安排 



場外環境 



《離場》 

 
步行： 

所有步行離場人士請由1、2、3、9、10及
11號閘離開場地（請勿於小西灣道上逗留
等候） 

乘私家
車： 

所有乘私家車離場人士請勿安排於富康街
或小西灣道停留上落客 

乘旅遊
巴： 

請各分隊導師自行安排與旅遊巴士司機聯
絡回程等候時間及位置（整個活動完結時
間約為下午5:30，由於解散需時，建議分
隊安排遊旅巴於5:30後於小西灣道*或小西
灣工業區內（沿新業街）等候及上客） 





觀眾看台編排、 

場內看台管理、 

紀念品領取安排 







看台座位安排 

五區位置 

43-45港島 

40-42九中 

34-37新九西 

31-33九東 

29-31新東北 

28後的座坐為後備席 

39嘉賓席 





分隊報到及座位編排注意事項： 

 

1. 提早到達！座位先到先得，人到劃位，不設留座。  

2. 唔曬的座位有限，如有小綿羊及幼級組隊員要特別盡早到
達，以免被分配至後備席，座位可能會曬。  

3. 由當天分隊聯絡導師往各區座位分配中心報到，並報告分
隊實際出席總人數，以便分配座位。  

4. 分隊聯絡人必須保留［座位編配及紀念品換領紙］，以便
工作人員有需要時核對。 (紀念品領取處設於33段看台後的
位置) 

5. 不同隊號如需一同坐，請一同報到劃位。  

6. 到達閘口時，非步操隊成員要替步操隊成員（如有）運送
背囊至獲編配座位，如有需要可帶備紅白藍大袋方便運送。 



場內看台管理注意事項： 

 

1. 場內有部份路段及區域於不同時段會禁止通行及進入，請
遵照工作人員指示。  

2. 注意安全，禁止在看台及通道奔跑追逐。  

3. 注意於嘉賓講話及崇拜講道期間保持安靜。  

4. 各導師留意會場各潛在安全隱患，即時報告大會聯絡中心
處理。 



制服檢查 



步操隊制服檢查程序 



制服檢查 

•請於總部網頁下載制服檢查指引及制服檢查表格，
並於制服檢查期間出示填妥之表格。 

•步操隊入口：3號閘 

•步操隊進場時間：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制服檢查位置：11-20段及熱身徑 (確實位置由
當日大會工作人員安排) 

    

 
注意： 
司令員必須為分隊之隊牧、副隊牧、隊長或副隊長，並須出席
「司令員工作坊」，方能在大會操當天擔任司令員 



制服檢查程序： 
【請留意！步操隊於步操隊報名處報到後，將取得編號名牌，然後由工作人

員帶領到操場指定位置。】 
第一 進入操場前，負責導師必須確保各步操小隊隊員及導師已按照《制服及

獎章佩戴規則》穿著第一號夏季制服或禮服，並已填妥「步操隊制服檢查
表格」（可於網上下載），供分工會委員及其委任人士檢查制服後簽署批
核。 

第二 分工會委員及其委任人士將於各步操小隊所獲分配的位置為各成員檢查
制服，之後，將於「步操隊制服檢查表格」上簽署批核。不獲參與大會操
者，須回到觀眾看台就坐。(如果分隊最後的合格出操人數不足15人，大
會將安排足15人的後備隊補上，而該隊的步操隊將有可能不獲安排出操) 

第三 完成以上程序後，如時間許可，負責導師可帶領步操小隊各成員回到觀
眾看台就坐休息，直至大會操綵排時回到操場集隊。「步操小隊制服檢查
表格」將交回負責導師，導師必須保存表格並於有需要時出示以證明步操
小隊成員已通過制服檢查。 

第四 分工會委員及其委任人士將於大會操開始前(3:45前)為所有步操隊進行
第二次制服檢查，如發現分隊安排制檢不合格的隊員落操，將會被要求返
回看台就座。 

 
詳細內容及「步操小隊制服檢查表格」 ，請於大會網頁下載！ 



基本資料 

• 大會操制服檢查將按照最新版本之《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執行 

• 出席大會操之隊員、導師（無論是步操隊／穿著制服成員）必須按照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穿著第一號夏季制服或禮服，佩戴勳章（如
有） 

• 步操隊的制服檢查由分隊工作會委員會委員及其委任人士進行 

• 有關勳章及其他獎項之佩戴：本會接納導師於制服上佩戴由國家、地
區政府及法定機構所頒發的指定類別的勳章、獎章及肩索，以表揚個
人在國家及地區政府的貢獻和成就。有關指引刊載於《制服及獎章佩
戴規則》-3 獎章佩戴規則, 第24-32頁 

•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可於網頁的「常用資料」內尋找，或登入
http://www.bbhk.org.hk/uniform  

http://www.bbhk.org.hk/uniform


常見問題(1) 
項目 常見問題 制服要求 

隊員/  

導師帽 

1. 佩戴得太高/ 太低 

2. 前額頭髮外露 

1. 帽前端對正眉心位置 

2. 必須以「向右傾斜」方式佩戴(

即右帽邊與右耳頂端之距離與左
帽邊與左耳端之距離比例為2:3, 

而前帽邊距離右眼眉2隻手指) 

3. 額前頭髮不可外露 

4. 髮鬢不可留長, 不可遮蓋雙耳 

眼鏡 隊員或導師配戴有色鏡
片眼鏡 (包括:漸變鏡) 

穿著制服時, 不可佩戴有色鏡片眼鏡 

(包括:漸變鏡) 

頭髮 頭髮過長及頭髮顏色不
合 

各成員頭髮顏色及外觀，必須以自
然、樸實為原則 

女導師制
服 

女導師穿著2號制服        

(下身穿褲) 

當天的制服要求為1號制服／禮服 

襪 穿著不合乎要求的襪 男導師：黑色無花紋有筒短襪； 

女導師：皮膚色/肉色無花紋絲襪； 

融合組、中/ 高級組隊員：白色無花
紋有筒短襪； 

初級組：白色無花紋及膝長筒襪 



項目 常見問題 制服要求 

鞋 穿著有花紋／ 

非綁帶皮鞋 

1. 所有初、中、高級組成員、男導
師及女導師須穿著黑色綁帶皮鞋；
圓頭無筒無飾物無花鞋跟不得高
於3cm； 

2. 如女導師穿著禮服時，亦可選擇
穿著女裝黑色皮鞋 (黑色無綁帶, 

圓頭, 無筒, 無飾物, 無花紋, 鞋跟
不高於6cm) 

手錶 款式誇張 款式以簡單、樸實為原則 

耳環 男導師／男隊員佩戴耳
環；女導師／女隊員佩
戴非每邊一隻耳環，款
式誇張 

女導師、女隊員可以選擇佩戴每邊
一隻耳環，款式以簡單為原則 

飾物 佩戴了其他飾物 除結婚戒指以外，不可佩戴任何飾
物 

髮夾/  

橡筋圈 

使用深色或其他顏色髮
夾/ 橡筋圈 

可使用黑色髮夾/ 橡筋圈 

常見問題(2) 



注意事項(1) 

 

1. 導師肩章與帽章佩戴必須一致 

2. 導師的團隊領章及中、高級組隊員及上士的領章佩戴：錨底尖
位對正領角中軸，領章邊緊貼衫領邊 

3. 中級組隊員深藍色長袖恤衫（手袖摺至手肘），深藍色鈕 

4. 各項導師勳章、綬帶及嘉許獎項：本會接納導師於制服上佩戴
由國家、地區政府及法定機構所頒發的指定類別的勳章、獎章
及肩索，以表揚個人在國家及地區政府的貢獻和成就。有關指
引刊載於《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3 獎章佩戴規則, 第24-32頁 



注意事項(2) 

6. 勳章佩戴位置：佩戴位置為左襟，勳章底部應緊觸及左邊衣袋
鈕頂點 

7. 中級組白帶：由右掛至左，白袋中有金屬鈕 

8. 融合組隊員、中/ 高級組男成員及男上士的褲：深藍色直腳西
裝長褲；前拉鍊，無摺，兩個直袋；右後袋無蓋開鈕門 

9. 初至高級及融合組隊員帽：包括：帽章、帽章托及隊號，（帽
章托顏色分別為：初級組：黃色；中級組、融合組：紅色；高
級組：藍色） 

10. 中/上士皮帶：皮帶連前、後章，由左掛至右（不要過長） 

 



步操小隊出操安排及劃位 

草地 

第57個小隊起，於看台上預備列隊操 

檢閱台 



 





1.列隊 
-- Band: “Warning for parade” 

               “Falling in” 

-- 分隊盡快列隊, 毋需 Open Order 

   (內圈隊伍會站於第1-3跑道上 

     外圈隊伍則站於第6-8跑道上) 

-- “xxxCompany, Dressing with  

     Full  Intervals, Right-Dress” 

-- 分隊面向檢閱台, 保持立正 

   (留意隊伍需視乎自已站立置而作出     

     合適的轉向) 





2.司令官進場 

--司令官副官： “Parade, Stand At-Ease” 

                            “Parade, Atten-Shun” 

 --副司令官   ： “Parade, Stand At-Ease” 

                            “Parade, Atten-Shun” 
 



3.旗隊進場 

--司令官 : “March On The Colours” 

--Band : 奏樂 

--埸內所有導師/上士起手敬禮 

-- 司令官  : “Parade, Stand At-Ease” 



4.檢閱官進場 

--司令官 : “Parade, Atten-Shun” 

                  “General -Salute” 

--埸內所有導師 /上士起手敬禮 
 



5.檢閱步操隊 
--副司令官 : “Parade, for  Inspection,   
                   Right and Left ,Inward- Turn” 
                        (留意隊伍需視乎自已站立置而作出 合適的 

                          角度轉向，轉向後各隊伍需面向中間第4及5 

                             跑道。內圈步操隊司令員此時需操往隊伍前 

                           排，站在第3跑道，隨隊導師則操往隊伍後 

                           排，站在第1跑道。) 

--步操隊立正接受檢閱 
(當檢閱官檢閱一個步操隊時，其後的兩個步操隊應
立正靜候，其餘的步操隊則可稍息。) 

 



【注意：檢閱官將以第4及5

跑道作檢閱路線，因檢閱官
會在各分隊司令員前面經過
，所以各分隊司令員需自行
向檢閱官起手敬禮。 





6.列隊操 
-- 司令官“Parade, Atten-Shun” 

                “Parade will March Past In Column of 

                   Route, Move To The Right and Left,Right  

                   and Left-Turn” 

                 大鼓拍子: 1-pause-2-pause-3 

--步操隊司令員、隨隊導師及隊伍在1-pause-2時右
或左轉(內圈隊伍向左轉，外圈隊伍則向右轉)，在第
3拍時司令員起步操往隊頭前2步中間處站立，隨隊導
師則操往隊尾後1步分中站立。 



6.列隊操(續) 
-- 司令官 : “No.1 to 28 Companies, By The Left,  

                     Quick-March” 

                    (司令官、旗隊及1-28隊一齊起步，依路 

                   線及軍樂操行, 重拍落於左腳，經過檢閱 

                     台時與前面分隊保持約5步距離) 

--中央咪: “No.29 to 56 Companies, By The Left,  

                     Quick-March” 

                    (29-56隊一齊起步，依路線及軍樂操行,  

                     重拍落於左腳，經過檢閱台時與前面分 

                     隊保持約5步距離)      



--分隊司令員: “xxxCompany, By the Right,  

                           Eyes-Right” 

                         “xxxCompany, Eyes-Front” 

 

--在到達檢閱台第一個敬禮(起手)標誌時，步操隊司
令員發號令，動令 “RIGHT”在左腳著地時發出，
在隨後的左腳著地時，小隊司令員代表小隊起手、
頭轉向右行致敬禮。小隊最右前方的隊員無需將頭
轉向右方，繼續向前望。其餘隊員及隨隊導師應將
頭轉向右方，行注目禮即可。 

--在到達檢閱台第二個敬禮(落手)標誌時，步操隊司
令員發號令，動令 “FRONT”落於左腳，所有隊員
及導師應在隨後的左腳著地時，將頭轉向前方，然
後繼續依路線操行。  



--分隊司令員:   “xxxCompany-Halt, ” 

                         “Turn To The Left, Facing the  

                           Saluting Base, Left-Turn”  

                         “Stand At-Ease” 

 

--步操小隊依路線操回原位，原地踏步，小隊司令
員先操回自己原位，然後命令其步操小隊停步，先
行左轉面向草地，自動體齊。隨隊導師在小隊轉向
的同時自行操回隊伍後排原來位置。 

--所有隊伍需視乎自己站立位置而作出合適的轉向，
轉向後需面向檢閱台，然後稍息。 



7.頒獎禮 
--分隊仍保持稍息姿勢 

--領獎隊員需回應  

   “Thank you sir/madam” 

 

--三歡呼(hip hip hurray)--3次 

司令官會先啓： “Hip Hip”，所有導師
及隊員應立即由稍息轉為立正，然後回
應： “Hurray”，循環3次後，才自行轉
回稍息姿勢。  



8.致敬禮 
--司令官: “Parade, Atten-shun” 

                 “Parade Will Advance  

                   In Review Order,  

                   By The Centre, Quick-March” 

                  (司令官、旗隊、 向前操行7步，其餘 

                     步操隊保持站立) 

                  “General-Salute” 

                  全體導師/上士起手敬禮 



9.晚禱歌、祈禱 、祝福 

--司令官: “Parade, Caps-Off” 

                  “Parade, Caps-On” 
                   



10.離場 
-- 副司令官  “Parade will March Off In  

                        Column of Route, Move To  

                        The Right, Right-Turn” 

      大鼓拍子: 1-pause-2-pause-3 

“ Parade, By the Left, Quick--March ” 

 

--副司令官、旗隊及所有步操隊一齊起步
依路線操離操場，其間必須依軍樂拍子操
行, 重拍落於左腳。  



大會操流程短片 



場地設施簡介 
•入口 

–步操隊（ 3閘） 

–分隊其他成員及家長、好友（2號閘） 

–工作人員及嘉賓（8號閘） 

•出口 

–活動期間（2號閘） 

–活動結束（ 1、2、3、9、10及11號閘） 

•通道與禁區、救傷站、水站、BB shop、 

    紀念品領取處 

註：水站所提供的水並不足夠6000人飲用，請提醒隊員自 

        備水樽及水，如有需要，亦可在小食亭購買。 

 

     



領獎攝影區 
• 開放時間: 1600 至 1730   

• 由大會操開始、包括致辭、
頒獎及 March off, 至活動
完結 

• 規則 
– 非開放時間，領獎攝影區將視為禁

區(會操場地範圍、非工作人員請
勿來進) 

– 為安全理由，領獎攝影區內禁止存
放或放置固定的攝影器材 

– 只可由指定”入口通道”進入和指定”

出口通道” 進出 

– 禁止非攝影的來賓佔用攝影區位置 

– 禁止在攝影區內進行selfie  

– 請遵照在場工作人員指示  





特別天氣安排 

活動開始（步操隊進場）前三小時，
即上午九時三十分，如有以下天氣
情況，活動取消。 
 
3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或 
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 



領獎者報到 (請參閱領獎者需知） 

•報到位置： 

  38段看台後地下 
 

•報到時間： 

  (導師)下午1:00-1:20 

  (隊員)下午1:15-1:30 
   *請盡量預早到達及報到 
 

•綵排時間： 

  下午1:30至2:15 
(注意：領獎者不應擔任步操隊司令員) 



小綿羊及幼級組 
擔任「歡迎大使」安排 

•參與隊員及隨隊導師請於下午3:50在
運動場之30段看台後的通道集合及進
行制服檢查 

 

•各隊員、導師均需通過大會安排的制
服檢查，方可出場擔任「歡迎大使」 



旅遊巴預約報價服務 

•臻品中心將為分隊提供旅遊巴預約
報價服務，有關詳情，將稍後於網
頁公佈。 



答問時間 



祈禱會 



代禱事項： 
-大會操當天有合宜的天氣 
-整個活動能順利進行 
-同工與工作人員之配搭 
-參與分隊的導師、隊員及家長 
-奉獻的流程及安排 
-步操隊導師及隊員的健康 



大會操網頁：
http://www.bbhk.org.hk/founders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