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興地域將會出版季刊，證明地域
重視與各區會及各旅團的溝通，亦希望透
過季刊，讓港島地域各成員更了解地域的
運作及發展方向。

創刊號以「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
露營」為主題，實在非常適切，相信很多
大露營參加者仍很難忘露營期間的點滴。
你會想起什麼？在寒冷的天氣下在大竹棚
下烹煮晚餐、與韓國的營友唱歌跳舞、與
內地營友交換聯絡地址、在探知館與來自
未來的童軍“Future”合力將希望種子帶
到未來........實在有很多難忘的片段。而
我自己則很欣賞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的營
門設計，實在很有創意，相信各領袖及總
監花了不少心機及時間去構思製作。

大露營是本會慶祝童軍成立100周年
紀念活動的序幕，接下來的一連串慶祝活
動將會為季刊提供更多的題材，期望大家
善用地域季刊作為溝通的平台，提出意見
或刊登文章，作互動的溝通，我期待大家
的分享。

港島地域季刊的成立，為地域、各區
會及各旅團提供一個互相交流的平台，亦
加強地域內各單位的溝通及合作。

創刊號的內容以「香港童軍100周年
紀念大露營」為主題，眾所周知，大露營
內的節目多姿多彩，各營友均度過了一個
愉快難忘的大露營，而季刊正好將一連串
精彩的片段重現眼前，將一張張歡欣的笑
容再次展現，將一幕幕經典的場面與大家
一同回顧，將這些難忘的回憶永誌心內。

今年適逢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本
年內總會及地域將會舉行一系列的大型紀
念活動，相信更能豐富季刊的內容，我們
會拭目以待。

我在此期望地域季刊可以更加凝聚港
島地域的所有青少年成員、各級總監及會
友委員，使港島地域的發展更進一步。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志願團體，致力
培育青少年的工作，造福社會」是我們的
抱負，港島地域的工作正是朝著此方向，
穩步前進。

港島地域特別重視青少年成員的人格
發展，務求他們成為對社會負責、感恩和
懷有正面思想觀的青年人。

出版地域季刊目的旨在增加地域與各
區會及各旅團的聯繫，並提供一個通訊及
宣傳活動的平台。亦透過特刊散發港島地
域的教育價值觀和信念。

剛圓滿舉行之「香港童軍100周年紀
念大露營」，確能為創刊號提供豐富的內
容。童軍活動是透過參與有趣味性的戶外
活動，從而培養年青人的領導能力、群體
合作精神和可以在日常生活應用的技能。
「露營」正是活的教學實習，將日常接受
的童軍訓練，付諸實踐，學以致用。

是次大露營節目非常精彩，實在令人
回味，相信季刊正好將這些難忘的片段再
次展現，讓未能一同參加大露營的成員，
亦能分享當中的樂趣。

除了刊登活動，我期望透過季刊，讓
各單位了解地域最新訊息。地域於2011
年2月27日（星期日）在大潭舉行「港島
地域未來工作 – 總監退修會議」，雲集
地域各功能單位的負責人，一同探討現時
地域的運作，制定未來工作計劃。

大潭童軍中心正將網球場改建為露營
草地，以增加童軍露營和活動場地，配合
地域以培養青少年為本的發展方向。 

我期望地域季刊並非單向的溝通，歡
迎地域各青少年成員、總監及會友委員，
在季刊提供意見，刊登文章，彼此分享童
軍的樂事，共同為建設地域而努力。

港島地域
會長李鉅能博士
                                        致辭

港島地域
主席李傑之先生
                                        致辭

港島地域
地域總監關祺先生致辭

港島地域
香港童軍總會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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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 – 分營主題及營地規劃概念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 – 分營主題及營地規劃概念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 - 分營總主任吳家亮總監的話
大露營乃童軍運動最重要的活動項目之一，讓青少年成員在計劃和參與的過程中，展現童軍技

能、啟迪創意、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增進友誼，體驗童軍露營生活的樂趣。

為配合香港童軍百周年「成就百載 綻放未來」的主題，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以傳統的童軍技
能，結合一系列的未來元素，以「Scouting to Future」作為分營主題；在營建及活動的籌劃構思方
面，都以這個概念為設計主調。

港島地域分營最後得以順利進行並取得驕人成果，端賴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不懈、地域會長及
會友委員的熱心捐獻、以及各青少年營友們的積極投入所致，藉此向他們致以萬分感謝之餘，更恭
賀在八個分營比賽項目全數獲獎的港島地域分營隊伍。

祝　童軍生活愉快！繼續綻放未來！

港島地域以「Scouting to Future」作為百周年大露營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的主題。希望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
時，猜想下一世紀的童軍生活、下一世紀的童軍是怎樣露
營的。

我們可以先從百年前與現在的童軍有何不同開始。在
制度上、訓練上、組織上、理念上基本應該沒有多大分別
，都是以培養良好公民為目標。不同之處多在於物質上，
例如在活動場地、設施、器材、通訊科技、服裝等。隨著
科技的進步，露營的地點很可能已經在外太空。

營門 ﹣有別於以往，營門以一個區域設計。讓營友在進入營區的同時，亦可感受是次露營的主題。營友正在進入未來
，正在進入想像的時間及空間。

營門以三個鋼架為主要結構。營門外空間放置具有歷史意義的阿波羅11號登月船模型。阿波羅11號登月船是人類第
一艘在大氣層外升空的人造飛船，深具意義，代表港島地域在悠久歷史的背後，我們都敢於創新及嘗試。中央鋼架是未來
營地的範例，兩側鋼架組成時光隧道，呈現未來人類生活三大支柱 ﹣科技、太空及持續發展。

營門後有另一具歷史意義的「航行者二號」（Voyager II）模型。「航行者二號」是人類首部載有人類及地球各項資
料，並即將離開太陽系的航天器。希望在未來，「航行者二號」能被先進文明的外太空生物截獲，展開人類探索太空的第
一步。

在「航行者二號」旁邊，佇立著由營友合力製作的「BBBB球」。「BBBB球」由10角星及12角星相連而成，是幾何
及藝術的結晶，亦是人文與科學美妙結合。

青年廣場 - 進入了營地後，便是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特別為今次大露
營設立的「青年廣場」及「日善軒」
。「青年廣場」在營地東北角，當中
設有專為青少年分享表演的小型舞台
，及給予青少年營友的創意空間，讓
他們在參與大露營活動後有一個屬於
他們的地方，談天說地，更能與海外
及內地到來的營友進行交流。節目組
在每天晚上都在青年廣場的小舞台安
排有不同的表演節目。

日善軒 - 與「青年廣場」遙遙相對
的就是專為領袖而設的「日善軒」。
隨團領袖，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職員
、委員嘉賓們等可在「日善軒」內，
暢談童軍經驗。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
會在營期內，在「日善軒」舉行各項
營內領袖活動或聚會，以及在大除夕
晚上舉行大型的港島分營聯歡晚會。

靈靜閣 - 在熱鬧的活動前後，讓營友
、領袖在大自然中有一個寧靜的角落，
放鬆默想，在大露營亦是一個難得的體
驗。

露營是我們的基本訓練工具，主要集中訓練童軍的自
立及自我照顧能力。所以，露營基本在野外進行。器材都
是以簡單為主，但在物料及製造方面有所進步，使人類在
露營時都有舒適的起居生活。

為配合主題「Scouting to Future」，港島地域李鉅能
分營作整體營地規劃。除了竹等一般營地建設材料，我們
還利用鋼條、木板等其他物料完成建設。讓我們逐一介紹
一下。



我們將營友分成四個分營，取名自遠古星系文明，分別是Houngalils，Korakar，Isdigos，Relanda；亦
代表了港島地域 (HKIR) 的簡稱。分營內的建設亦各有自己的風格。在不同的組合中，令港島地域的營

友更具特色，更能發揮和諧共融、團結友愛的力量。

Houngalils (胡嘎里) - H營
港島地域共有七個區，在H分營內

包括灣仔區、港島南區及來自美國的海
外童軍與惠州第一中學的青少年。

Korakar (寇拉卡) - K營
在K分營內包括維多利亞城區、

港島西區及來自韓國的海外童軍。

Isdigos (艾廸高斯) - I營
在I分營內包括筲箕灣區、柴灣區

及來自馬來西亞與本地的特能童軍。

Relanda (利蘭達) - R營
在R分營內包括港島北區、銀禧區

及來自加拿大的海外童軍與本地的特能
童軍。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
四個分營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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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第一道晨曦曙光，劃破了寂靜的清晨，併發出黃金

耀眼的光芒。熾熱的太陽隨隨上昇，很快將整個營地都溫

暖了。用過早餐後，各人都忙著今天的開幕禮。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開幕禮在營地廣場舉

行，由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主禮，為總會100周年各項慶祝

活動揭開序幕。隨後，港島地域會長、主席、一眾嘉賓親

友、領袖及童軍等，由港島地域總監關祺先生及分營總主

任吳家亮先生帶領下，參觀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一個超

時空以「Scouting to Future」作為主題而設計的營地。

參觀過四個分營後，眾人齊集青年廣場，進行分營開幕

典禮。首先由分營總主任吳家亮先生致歡迎辭，隨著由港

島地域李鉅能分營開幕禮主禮人，暨港島地域會長李鉅

能博士致辭。李會長更與大家分享當年的童軍經歷。

港島地域總監關祺先生致送紀念獎座予各贊助委員及

總監。是次百周年紀念大露營得以順利進行，實在有賴

各委員及各總監的鼎力支持及贊助。

為了感謝各海外童軍參與是次大露營，李會長代表本

地域與各海外童軍及青少年單位互相交換紀念品。

最後進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會長、主席、地域

總監、分營總主任及各位贊助人，一同到台前進行切金

豬儀式。於致送紀念品儀式及大合照後，各人隨即於營

地內享用自助午餐。



港島地域☆ 衝天救FUTURE
活動場地分為3個大區域：
A區 : 4D超立體巨幕影館及精彩表演

B區 : 航空探知館及攤位展覽/遊戲

C區 : 機場展望台及攤位遊戲

各自各精彩

大露營營期第一晚（2010年12月27日）的晚間節目時段，是由各地域自行籌

備的特別活動。港島地域節目組一如既往、極盡心思籌備一個名為「衝天救

FUTURE」的營外大型活動。活動地點正是離營地不遠的「香港國際機場航空探

知館」。由下午6時30分前往航空探知館，參加者分開三組，輪流相隔50分鐘，

在三個不同區域進行三項活動，整個活動歷時4.5小時，該三個區域分別為「4D

超立體巨幕影館」、「航空探知館」及「機場展望台」。

主題

航天、環保、未來

目的

透過一連串的互動節目，啟發童軍對未來航天的探索及環保意識的反思。

故事背景

2010年12月27日，一架來自2110年的太空飛船機於香港大嶼山失事，機上

的未來童軍Future和港島童軍展開了一次奇妙的相聚。

由於2110年的地球，已沒有什麼植物，整個星球瀕臨滅絕，因此 Future 必須

回到100年前，重建環保意識，並將部份植物種子帶回2110年，希望重建未來。

但不幸Future的太空飛船機故障，無法再飛行。為了地球的將來，為了協助 

Future回到100年後的家鄉，Future 很需要港島童軍的協助！大家可以幫忙找尋

失落的種子，學習保護環境的方法，及透過學習航天知識，去協助Future的飛船

再度升空，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

攝影比賽
港島北區區總監蕭禹基先生獲得總會公關署「香港

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攝影比賽」- 高級組冠軍。作品
主題為一群港島地域成員，正享受大露營帶給他們共聚
的機會，而背景則顯示出港島地域分營內各項建設。在
此謹向蕭總監獻上祝賀。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攝影比賽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攝影比賽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內的節目內容，非常豐富及充滿無限活力。參與者的熱情表現與各項節目主題互相融合，提供

了不少很好的攝影題材。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於大露營期間舉辦攝影比賽活動，活動主題為「留住活力一刻、綻放璀璨未來」，

讓營友們在營期中捕捉及留住精彩燦爛的時刻。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內的節目內容，非常豐富及充滿無限活力。參與者的熱情表現與各項節目主題互相融合，提供

了不少很好的攝影題材。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於大露營期間舉辦攝影比賽活動，活動主題為「留住活力一刻、綻放璀璨未來」，

讓營友們在營期中捕捉及留住精彩燦爛的時刻。

獲獎名單如下：
領袖及公開組
冠　軍 ： 蔡振輝 港島第35旅童軍團副團長
亞　軍 ： 關浩然 港島第1旅童軍團團長
季　軍 ： 連瑞芳 港島第1旅童軍團副團長
優異獎 ： 梁偉雄 港島第14旅幼童軍團副團長
優異獎 ： 陳太和 港島地域大廈主任

青少年成員組   
冠　軍 ： 譚逸謙 港島第268旅童軍
亞　軍 ： 區誦文 港島第35旅深資童軍
季　軍 ： 郭豐霖 港島第35旅深資童軍
優異獎 ： 何天成 港島第161旅深資童軍
優異獎 ： 郭豐煒 港島第35旅深資童軍

香港童軍100周年紀念大露營
比賽項目

『HK 100』
青少年成員組 冠軍 譚逸謙

『童軍百變。舞動竹篙』
領袖及公開組 冠軍 蔡振輝

分營比賽
於是次大露營活動中，總會同時舉行了8項比賽，讓各營友參

與其中，並為所屬分營爭取榮譽。好榮幸地由港島地域領袖及成
員，同心合力地一同勇奪8個獎項。

港島地域獲獎項目如下：

比賽項目 獎項

童軍百變星比賽 冠軍 營火會歡呼比賽 亞軍

分營營門設計比賽 季軍 「貝登堡的說話」展覽比賽 亞軍

黑夜團隊挑戰比賽 亞軍 分營環保設施比賽 季軍

地域廚神比賽 亞軍 童軍知識問答比賽 亞軍



顧　　問： 青少年活動及公共關係小組委員會主席鄧子頤先生
 地域總監關祺先生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吳家亮先生
總 編 輯： 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馮紫卿小姐
執行編輯：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曾澤霖先生
聯絡主任：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李靜萍小姐
編輯小組： 曾有仁先生，何家耀先生，
 曾嘉怡小姐，陳家莉小姐，
 郭海雯小姐
港島地域臨時總部：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樓1111室
電　　話： 2574 4296
傳　　真： 2835 7777
香港童軍總會網址：http://www.scout.org.hk/
港島地域網址：http://www.hkirscout.org/
出　　版： 港島地域公共關係部
設計及承印：聯合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電　　話： 2324 9868

港島地域季刊歡迎本地域各單位及各級童軍成員提供圖文
佳作。

投稿者請附真實姓名、單位、職銜、地址及聯絡電話。

來稿請以400字為限，並最少附上3張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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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覺得是次的大露營給
予他們很多機會參與營外活動
，節目更是新奇有趣及多元化。
他們尤其喜歡「迪士尼樂園探索
之旅」。藉此機會可以與其他童
軍交流及分享露營心得，並一同
體驗迪士尼的童話世界及遊樂設
施。

除了早上及中午的攤位遊戲
外，他們亦覺得每晚能夠在營地
內欣賞到迪士尼的煙火表演，感覺
很特別、很精彩。

營地日出
清晨7時，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迎來了2011年第一道曙光，陽光與朝霞互相

襯托，展現一幅美麗的景象，亦象徵著香港童軍運動與港島地域發展一片光明，邁
向更遠更美好的將來。

（此相簿由港島北區區總監蕭禹基先生提供）

除夕派對 -「凝聚港島童軍、共建地域未來」
港島地域李鉅能分營於2011年1月1日午夜舉行了盛大的除夕派對，分營營友

及嘉賓均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新一年的到來。祝願港島地域新年新景象 !

營友
  心聲

文: 營地小記者

韓國童軍：
我們訪問了數位來自韓國的童

軍。他們有三分之一是來自韓國，其
餘的都是住在香港。他們大部份都
是第一次參與大露營活動。雖然晚
上的天氣很寒冷，但是熱鬧的氣氛
令大家的心都是暖烘烘的。他們都
十分喜愛分營的活動，尤其是第一
晚在「香港國際機場航空探知館」
內舉行的「各自各精彩」節目。
該晚的節目相當豐富，各童軍需
要在攤位中用盡渾身解數去取得
最多的「希土」。而他們對 4D 電影的
印象特別深刻，感覺非常刺激。

另外，他們都有參與營外活動，尤其喜歡「湖上木筏體驗」
及射箭活動。

加拿大童軍：
大多數加拿大童軍都是來

自香港的一間國際學校。在營內
，他們覺得和其他童軍相處很
融洽，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他
們表示，香港童軍積極參與活
動，表現得很投入，表演亦十
分精彩，很有創意。

其實，晚上的天氣對於他
們來說並不算是非常寒冷，
他們會利用入黑的時間作聯
誼活動 – 玩遊戲、聊聊天。

其他海外童軍及青少年：
除此之外，在港島分營

內的海外童軍，還有來自馬來
西亞的特能童軍、美國及惠州
第一中學的青少年。

他們對是次的露營活動
都不約而同地有很高的評價
，尤其是惠州的青少年，露
營活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
體驗，亦是與不同地方或國
家的青少年交流經驗的一
個難得機會。

本地童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