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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年領袖團 

HONG KONG ADVENTURE CORPS 
 

致 各參加訓練班及單元參加者: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日 

 
劍操訓練班 2022-01及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2022-01-參與指引 
 
1 劍操訓練班 2022-01及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2022-01將於2022年9
月11日及2022年9月18日: 
 
1.1  訓練班目的 : 劍操訓練班 

i) 安全使用儀仗劍； 

ii) 讓委任長官及步操教練以精確和統一方式去作出劍

操動作； 
iii) 了解本團儀仗劍相關知識。 
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i) 確保步操教練有效進行安全使用儀仗劍教學； 
ii) 確保步操教練有效能以能精確以標準方式進行劍操

教學； 
iii) 確保步操教練教授儀仗劍相關知識； 
iv) 步操教練完成單元1至13後可獲推薦委任為高級步操
教練。 

1.2  日期及時間 : i) 2022年09月11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ii) 2022年09月18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1.3  集合日期及時間 : i) 2022年09月11日（星期日）上午8時； 
ii) 2022年09月18日（星期日）上午8時。 

1.4  集合地點 : 九龍塘港鐵站D出口； 
如有導師自行入營，請預先通知團行政士官李志明二級

准尉以作安排。 
1.5  集合負責人員 : 團士官長李宗政一級准尉 
1.6  訓練地點 : 西貢萬宜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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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解散日期及時間 : i) 2022年09月11日（星期日）下午5時； 
ii) 2022年09月18日（星期日）下午5時。 

1.8  解散地點 : 九龍塘港鐵站D出口。 
1.9  參加資格 : : 劍操訓練班 2022-01 

i) 長官階級 (不包括見習長官); 
ii) 步操教練 (不限導師或學員) 
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2022-01 
i) 2022年之前已考獲劍操訓練班的步操教練 
(不限導師或學員) 

1.10  考核 : 劍操訓練班 
參加者於訓練班完結前必須通過由團士官長或由團士官

長指派的高級步操教練所指定的劍操並取得合格成績。 
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參加者於進階步操教練單元過程中的全期表現均一直被

評核。（包括單元教學考核前準備的功課丶行政及行動丶

教學丶紀律及儀容的執行。） 
團士官長或團士官長指派的高級步操教練會一直監察上

述執行過程。 
1.11  補考詳情 : 劍操訓練班 

i. 訓練班內學員如考核表現被評核為不合格，應自行練

習或聯繫符合資格步操教練給予指導。當達至並符合

考核水平後可提出補考安排； 
ii. 補考學員如安排補考，須於一個月前向訓練班負責人
提作出補考申請，（包括補考首選及次選日期、補考

人員名單等詳情)，以便進行調配行政及其他安排； 
iii. 如補考學員在預定補考日未能出席，需於補考日前至
少24小時向訓練班負責人作出申請，並在24小時內呈
交書面申報；訓練班負責團隊將因應個別補考學員情

況另行作出安排； 
iv. 補考安排有效期限為一年（由評核為不合格起即日計
算，例如：2022年1月2日被評核為不合格，補考有效
日期為：2022年2月2日至2023年2月2日，包括首尾兩
天），2021年度及以前年度之訓練班則不受此限； 

v. 補考學員須於補考日通過考官所指定考核內容並取
得合格成績（考核長官團隊應為跟訓練班考核內考核

長官團同一組合，除個別考官未能出席/參與補考事
宜，才另作安排及後補考核長官。補考審核會以現場

或錄影等不同形式，跟據協調同意及按實際情況作決

定）； 
vi. 有效補考期內可安排補考次數為兩次；如兩次均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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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學員會視為未能完成課程； 
vii. 如在補考有效期內未能完成訓練班，有意取得相關資
歷，於下一個年度重新參加有關訓練班； 

viii. 如有任何爭議，訓練班負責團隊持有最終決定權。 
 
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操) 
i) 進階步操教練單元內學員如考核表現被評核為不合

格，應自行練習或聯繫符合資格高級步操教練給予指

導。當達至並符合考核水平後可提出補考安排； 
ii) 補考學員如安排補考，須於一個月前向進階步操教練

單元負責人提作出補考申請，（包括補考首選及次選

日期、補考人員名單等詳情) ，以便進行調配行政及

其他安排； 
iii) 如補考學員在預定補考日未能出席，需於補考日前至

少24小時向進階步操教練單元負責人作出申請，並在

24小時內呈交書面申報；進階步操教練單元負責團隊

將因應個別補考學員情況另行作出安排； 
iv) 補考安排有效期限為兩年 （由評核為不合格起即日

計算，例如：2022年1月2日被評核為不合格，補考有

效日期為：2022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日，包括首尾

兩天）； 
v) 補考學員須於補考日通過考官所指定考核內容並取

得合格成績（考核長官團隊應為跟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考核內考核長官團同一組合，除個別考官未能出席/
參與補考事宜，才另作安排及後補考核長官。補考審

核會以現場或錄影等不同形式，跟據協調同意及按實

際情況作決定）； 
vi) 有效補考期內可安排補考次數為兩次；如兩次均未能

合格學員會視為未能完成課程； 
vii) 如在補考有效期內未能完成進階步操教練單元，有意

取得相關資歷，於下一個年度重新參加有關進階步操

教練單元； 
viii) 如有任何爭議，進階步操教練單元負責團隊持有最終

決定權。 
1.12  費用 : 學員 –每人港幣184元； 

導師 –每人港幣184元。 
1.13  截止報名日期 : 於2022年09月01日或之前。 
1.14  制服 : i) 導師-一般任務服； 

ii) 學員- 一般任務服； 
詳情請參閱本團司令訓令12/2015制服標準（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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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加者必須帶備橫直帶作訓練用途。 
1.15  備註及守則 : i. 所有參加者必須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ii. 請各參加者準時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iii. 務必全期出席丶穿著合適制服及嚴守紀律，否則將

被取消資格； 
iv. 違反紀律者可能受到本團紀律處分； 
v. 如有參加者在訓練班未能全期出席，需預先主動向訓

練班負責人作出申請，而未能全期出席之參加者需有

合理信納因由；訓練班負責人將因應實際情況批准或

不批准參加者繼續訓練班； 
vi. 如沒有任何妥善因由而缺席訓練班，該參加者來年度

同一項目的訓練班將不受取錄； 
vii. 如每班報名人數少於8人則此訓練班會取消； 
viii. 完成訓練班經考試合格者，可獲發香港少年領袖團

「劍操訓練班」或「進階步操教練單元 (單元11-劍
操) 」成就證書； 

ix. 訓練班的取錄名單、安排及執行均可能因應傳染病疫

情或惡劣天氣而暫停訓練等因素而有所影響，請密切

留意本團網頁( http://hkac.org/ )及訓練班負責人所發

布的消息。 
x. 如有任何爭議，訓練班負責人持有最終決定權。 

 
2. 此訓練班分為兩部份 － 訓練及考核，詳情如下 : 

 

2.1  訓練日期及時間 : i) 2022年09月11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ii) 2022年09月18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2.2  訓練地點 : 西貢萬宜訓練營 

2.3  訓練服飾 : i) 導師-一般任務服； 
ii) 學員- 一般任務服。 

2.4  考核日期及時間 : 2022年09月18日（星期日）下午2時。 
2.5  考核地點 : 西貢萬宜訓練營 

2.6  考核服飾 : i) 導師-一般任務服； 
ii) 學員- 一般任務服。 

 
3. 請有意安排導師或學員參與訓練班的中隊指揮官或單位指揮官，請填妥附件  

的 提 名 表 格 ， 於 截 止 日 期 前 電 郵 至 po.trg@hkac.org 及 副 本 抄 送 至 

csmwo1leechungching@gmail.com 及 團 行 政 士 官 李 志 明 二 級 准 尉 

jacky.leecm@gmail.com以便統計報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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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在班期前一星期尚未收到通知，或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絡負責本訓練班 

的主管團士官長李宗政一級准尉，電話為6102 5548；或與項目主任（訓練）聯絡，

電話為2792 6486。 
 
5. 多謝閣下垂注。 
 
 
 
 

 
香港少年領袖團 

團士官長李宗政一級准尉 
 

附件 :  
二 訓練班提名表格 SDC 2022-01, ADIM M11 2022-01 
三 訓練班時間表 SDC2022-01, ADIM M11 2022-01 
 
副本送 : 
司令; 副司令（行動及訓練）；副司令（支援及發展） 
總參事 
副官; 高級准尉;  
團聯絡主任 
團執行秘書 
行政及行動主任 
項目主任 
後勤主任 
文員;  
各中隊副指揮官及中隊士官長 
各樂隊負責人 
歷奇訓練組指揮官及副指揮官 
各高級步操教練及步操教練 (經所屬中隊的中隊士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