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女童軍總會

小女童軍比賽2018
發揮棕極潛能童創妳想紀錄

簡介會

日期：2018年3月9日
地點：總會禮堂

時間：下午7:30 - 下午9:00



籌委會成員

負責總監： 吳慧妍（香港助理總監 – 活動）

主席： 温敏賢（港島東）

文書： 賴敬慈、邱仲欣（觀塘）

賽程： 鄺佩儀（油尖旺）、陳婕妤（新界東）、

陳倩梅（港島西）、何珈誼（元朗）

行政： 賴敬慈、邱仲欣（觀塘）、姚碧玲（離島）、

陳穎兒（深水埗）、黃芷珊（新界北）

總務： 李健愛（黃大仙）、陸佩泉（九龍城）、

謝潔雯（新界南）、鮑詠欣（屯門）

總會協調職員：顧梓灝



比賽資料

•日期：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

•時間：9:00am – 5:00pm

•地點：蒲崗村道學校村運動場



蒲崗村道學校村運動場位置



公共交通資料



場地示意圖



旅遊巴士安排須知

• 有關隊伍亦必須於乘坐的旅遊巴士前後的玻璃窗上以A4 紙印刷
以下資料以便大會工作人員通傳之用。

• 隊號；

• 所屬區/分區；及

• 車數量

• (見旅遊巴士入場證樣本)



旅遊巴士入場證樣本



緊急疏散路線圖



賽程



比賽目的

•提升團隊精神，加強溝通與協作能力

•讓小女童軍發揮個人潛能，勇於接受挑戰，
鼓勵女孩子突破自己的紀錄

•以有趣方式讓小女童軍認識女童軍知識



棕極潛能
競技賽

童創妳想紀錄發揮棕極潛能

「童」創紀錄
小鐵人

比賽主題及項目



獎項

• 設冠、亞、季軍及2個優異獎

• 5個名次均會獲頒：
• 獎盃（每隊一個)

• 獎牌（每名隊員一個)

• 冠、亞、季軍會同時獲得
「小女童軍比賽」獎盃

• 共分6項挑戰（攤位）

• 每一項持最高紀錄的
• 兩名初小組（於本學年6至8歲）；及
• 兩名高小組（於本學年9至12歲）

各可獲獎牌一個，
即每項挑戰共4個獎牌

• 同一項挑戰，每人只限獲獎一次，
但每人可獲不同項目的獎牌

• 團體賽及個人挑戰按項目分開兩組比賽及排名。個人挑戰成績不
會計算在團體賽內。

團體賽 個人挑戰



時間 競技賽項目 時間 小鐵人挑戰賽項目

9:00–9:30am
參賽隊伍報到，並派發比賽物資包。

遲過9:30am報到的隊伍將取消團體賽參賽資格。

9:30–11:55am
示範賽
團體競技比賽（A - F）隊伍

10:15am 小鐵人挑戰賽開始

12:00–1:00pm 工作人員午飯時間

1:00–3:00pm 團體競技比賽（G - L）隊伍 1:00pm 小鐵人挑戰賽繼續

3:00–3:15pm 整理比賽結果 3:00pm 小鐵人挑戰賽截龍

3:15–3:30pm 宣佈比賽結果

3:30–3:40pm 上訴時間 3:30pm 小鐵人挑戰賽結束

3:45–4:45pm 頒獎典禮

4:45–5:00pm 清離場地及離場

比賽當日程序



報到時間

• 需於9:00-9:30am到「報到處」
報到

• 遲於9:30am報到的參賽隊伍
（包括後備隊員），將被取消參
與團體賽的比賽資格，以報到處
時鐘顯示的時間為準。被取消團
體賽的隊伍，仍可參加個人賽。

• 全日任何時間報到

團體賽隊伍 個人挑戰

• 參賽隊伍必須全體隊員同一時間報到，報到時以整隊為單位，
不接受分批報到。



報到時提交的資料

•報到時，參賽隊伍必須於「報到處」提交以下文件：

1. 團體賽隊員排序表格(六人表)
每隊參賽隊伍一張
簡介會當日派發

2. 已由家長/監護人簽署的體溫紀錄表
每位參賽隊員一張
自行網上下載



團體賽隊員排序表格(六人表)



比賽物資包

•團體賽選手號碼布

•童創紀錄小鐵人個人挑戰卡

•紀念布章

•出席證書



制服及裝備

•整齊戶外制服（請參閱「POR」）

•團體賽隊員不可穿著牛仔褲

•團體賽隊員須穿著適合跑步之運動鞋，而鞋底不會
在賽場留下黑印



膳食及活動時間安排

•所有參加者（包括參賽隊員、同行隊員及領袖）須
自行安排午膳

•場內會安排飲水機，但隊員亦應自備充足飲用水

•為支持環保，請自備水樽/盛水器及食具



膳食及活動時間安排

•午膳時間沒有限制

•同時參加團體賽與個人挑戰的隊員，可以在團體賽
以外的任何時間自由參與個人挑戰，惟必須緊記團
體賽召集時間，於「最後召集」仍未到逹「召集區」
者，將被取消參與比賽的資格。請各領袖自行安排
隊員活動及午膳時間。



棕極潛能競技賽
賽程及規則



活動概念

•團體接力賽：培養團隊精神

•女童軍元素：以「小女童軍歷程」為骨幹，
加入女童軍元素的小挑戰，由起點到終點
象徵完成一個小女童軍階段的歷程。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隊伍及賽事

•參加團體競技賽共有48隊。

•比賽共分12場賽事，稱為場次A – L。

•每場次有4隊同時作賽，隊伍編號為A1–A4、B1–
B4如此類推。所有參賽隊伍於簡介會以抽籤形式
決定比賽編號，同時決定比賽時間



• 每隊6名參賽隊員：5位隊員正選，1位隊員後備

• 團體賽的6名參賽隊員，必須是最初提交報名表上的相同6人。

• 參賽名單若需修改，可最遲於2018年3月9日簡介會當晚，親身向
大會主席提出。

• 如團體賽參加者於比賽當天未能出席，隊伍可從報名表15人名單中
選取隊員替代，唯隊伍需提供以下文件：
• 原報名表（正本/副本/電子版本均接受）
• 由領袖簽署的「團體賽參加者缺席証明書」（可於網上下載）

*詳情以「賽程資料 (2018年3月15日更新版)」為準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隊員



•為公平起見，隊
伍須於比賽日報
到時呈交已填寫
之「團體賽隊員
排序表格（六人
表）」，列明隊
員次序
•名單一旦提交，
不得更改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隊員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賽事時間表



• 召集處位於運動動中央近終點線位置

• 大會會於司令台宣佈第一次召集及最後召集亦會安排巡邏隊提示
召集

• 各隊團體賽參賽隊員（包括5名正選及1名後備隊員）如未能準時
依照其組別的報到時間到逹「召集處」，於「最後召集」後仍缺
席的隊將被視作放棄比賽。領袖應留意時間和廣播。

• 只參加個人挑戰的隊員，無需陪同團體賽隊員到召集處。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召集



• 同時參加團體賽與個人挑戰的隊員，可以在團體賽以外的任何時
間自由參與個人挑戰，惟必須緊記團體賽召集時間，請各領袖自
行安排隊員活動及午膳時間。

• 到達「召集處」的隊伍，工作人員會依照「團體賽隊員排序表格
（六人表）」及號碼布檢查並排列參賽小女童軍的出賽次序。然
後由服務女童軍帶往比賽準備區，準備區設有熱身區供比賽隊員
用作熱身準備。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召集



•線道1：紅色

•線道2：藍色

•線道3：綠色

•線道4：灰色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號碼布式樣



場次
(A – L)

賽道 (1 – 4)

隊員編號
(1 – 6)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號碼布資訊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號碼布資訊
•作賽期間，所有參賽隊員必須將號
碼布正確佩戴於胸前，否則將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和不獲計算成績。

•參賽者不能以文字、數字、圖案或
任何式於作品上顯示參賽隊伍之隊
號、隊名、贊助機構名稱等能辨別
身份的東西，以免影響比賽結果。



• 起點及接棒區開始及完結將以隊伍同色的牛皮膠紙標示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如何辨認線道與接棒區？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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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段任務及詳情，請參閱
「棕極潛能競技賽」賽程資料附件一 (2018年3月15日更新版)

及網頁上動畫短片



背簍

• 編織塑膠

• 高27cm x 口徑27cm

27cm

27cm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各品物式樣：賽道物品



跨欄
• 全塑膠管設計，整枝設計，並非組合式

• 高15cm：每線道2個（第1及第3欄）

• 高30cm：每線道1個（第2欄）

二人三足綁腳帶
• 橡筋配合魔術貼，可調節長度

• 分紅、黃、藍、綠4色

• 跟號碼布顏色

（除黃色腳帶＝4線灰色號碼布）

30cm15cm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各品物式樣：賽道物品



水池

• 約A4紙大小

• 過膠紙

• 貼於跑道上

豆袋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各品物式樣：賽道物品



•每隊伍的賽段(2)物品以同
一顏色的小盤盛載

•顏色跟號碼布同色，方便
辨認

•紅黃藍綠4色：跟號碼布
顏色（除黃色盒＝4線灰
色號碼布）

12cm

18cm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各品物式樣：賽道物品



• 基於衛生與尺碼差異問題，站於
第4賽段的隊員（隊員5）需自行
帶備啡色制服裙

• 制服裙上已釘上之布章，不會影
響分數，惟安全理由，所有鐵章
請先行拆除，並由隊伍自行保管

• 制服裙於召集後、出場前才於戶
外制服上「笠」上

• 不可帶任何其他配件出場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隊伍自備物品



?

領巾 x 1條

皮帶 x 1條

帽 x 1頂

章帶 x 1條

?

??

神秘章項
x 4個

(圖片只屬例子)

宣誓章 x 1個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品物式樣：計分物品（共9件）

前

後



帽：
•不會有帽章。
•帽邊的摺邊左右不會扣分。

領巾：
•需正確打好平結
•正確方向夾上宣誓章
•根據指引，不穿過擔杆
•領巾兩端的HKGGA logo必 需向
外而看得見

鞋：
•標準戶外制服之運動鞋。
•基於活動性質及場地，不可穿黑色
皮鞋參賽。

制服裙：
•需由隊伍自行帶備，到召集後穿上。
•制服裙上已釘上之布章，不會影響分數
，惟安全理由，所有鐵章請先行拆除，
並由隊伍自行保管。
•召集裁判會為制服裙左肩上的隊名帶貼上皺
紋膠紙，遮蓋隊號，以示公允。

•不會有腰包。
•正確方向戴上，皮帶扣上的HKGGA 

logo需方向正確。
•是否穿裙側的皮帶圈不會影響分數章項：

•安全理由，章項以巨型彩印過膠圖案代
替，背後有魔術貼
•需根據香港女童軍總會POR及網頁上的
制服指引，以正確次序貼上章帶將拾獲
的4個章貼上章帶。

章帶：
•安全理由，章帶連接位將預先縫好魔術
貼，不會有金色扣針
•正確方向穿上（跨右肩）
•必需穿過擔杆
•章帶後面攝於皮帶內，前面放於皮帶外
•章帶放於號碼布外面。



參考資料：
總會整齊制服標準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Member-
Brownie-Uniform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Member-Brownie-Uniform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Member-Brownie-Uniform

參考資料：
總會整齊制服標準

https://hkgga.org.hk/tc/content/Member-Brownie-Uniform


•以3個原則將各隊排名：
• 完成各個賽段任務數量（每個賽段由當值人員登記小女童軍有
否完成任務）

• 完成收集賽道上物品的數量及擺放位置（每個賽段有不同物品；
衝線後，會為其即時拍照以作為證據點算）

• 完成時間（以最短完成時間計算）

•若有同分情況出現，下一級的名次將會懸空。例如出現
雙冠軍時，則不會有亞軍，而下一名次將會名為季軍。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計分方法



計分例子



•以賽程資料 (2018年3月15日更新版)內的資料為準。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犯規及取消資格



•計分物品：
•如跌於自己跑道上：可自行執拾

• 如跌於別人跑道上：必須等待檢察裁判通知，在不影響其他參
賽者的情況下才可拾回物品

•豆袋（第4賽段）
• 如跌於自己跑道上：可自行執拾，並回到掉下豆袋的位置重新
出發

• 如跌於別人跑道上：立即站在原位，場邊工作人員將提供後備
豆袋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如物品跌落於跑道上



• 如任何參賽隊伍對比賽成績事項或對大會之任何決定有異議，可
以作出投訴。

• 投訴需以書面提出。

• 如參賽隊伍提出的投訴有關於參賽隊員成績，該隊伍必須於最後
成績公佈後10分鐘內，提交「投訴及抗議表格」到「司令台」位
置，投訴由大會中央處理。作出裁決後，大會將會立刻通知投訴
人其投訴結果。

• 如參加者對大會的投訴處理有所異議，可作出書面抗議。裁判團
對抗議有最終的裁決權。

參賽隊伍及隊員須知

投訴及抗議



「童」創紀錄小鐵人
賽程及規則



活動概念

• 名稱：「童」創紀錄小鐵人賽

• 個人挑戰：挑戰個人潛能，鼓勵女孩子突破自己的紀錄

• 簡單而好玩的運動挑戰，不受年紀及體型限制



挑戰賽位置

• 是次賽事共有六個攤位，分佈在兩個位置，屆時會張貼指示牌在

運動場四周指引參賽者：

• （位置一）運動場旁邊的籃球賽（大肌、小肌、腰力、手眼協調）

• （位置二）保良局錦泰小學籃球場（大肌、平衡力）



活動內容

1. 參加者以個人為單位，成績不會計算在團體競技比賽內。

2. 活動共有五大主題包括大肌、小肌、腰力、手眼協調、平衡力，目的

是透過簡單運動項目讓參加者嘗試挑戰，藉此鼓勵參加者勇於作出嘗

試並突破自己；內容將於比賽當日正式公佈。

3. 活動將按參加者就讀年級分成兩個組別「初小」（於本學年6至8歲）

及「高小」（於本學年9至12歲），兩個組別的成績將分開計算。



活動內容

4. 比賽當日每隊會獲得一份比賽物資包，附有『「童」創紀錄小

鐵人個人挑戰紀錄卡』(下稱「挑戰紀錄卡」)在內，屆時請領

袖分發給各隊員。

5. 兩個組別的「挑戰紀錄卡」分別以兩種顏色卡紙製成，以作識

別；參加者需自行寫上姓名及隊號，每挑戰一個項目後，工作

人員會在紀錄卡背面蓋印，以證明參加者已完成該項挑戰。





活動內容

6. 每個項目首五名初小及高小組的參加者姓名、隊號及最佳成績紀錄，將顯

示在攤位的排名榜上；當有新參加者打破榜上紀錄，工作人員會即時將榜

上次序更新。

7. 參加者必須完成所有攤位挑戰後，方可重複挑戰同一項目。

8. 當參加者已挑戰所有攤位並集齊六個蓋印後，可在報到處換領特別版比賽

紀念章。

9. 完成六項個人挑戰後，參加者需繼續使用同一張「挑戰紀錄卡」到各攤位

重複挑戰並獲取更高排名，而重複次數不限。



10.如有遺失，參加者需自行向『「童」創紀錄小鐵人個人挑戰』

的負責服務領袖拿取，但原先已收集的蓋印將不獲補回。

11.個人挑戰時間結束後，每個攤位首兩名初小及高小組的參加者

將獲頒獎牌以示鼓勵。

活動內容



抽籤時間



Q & A



Thank you!
4月15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