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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監的話

關祺

「港島童軍毅行暨活力行 2011」已於本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順利舉行，全賴一群努力不懈的工作人員，默默地在背後
協助各項籌備工作，令是次活動得以順利完成。今年我們為香港防癌會及香港海港扶輪社共籌得 50 多萬善款，毅行活動既可
有益身心， 亦可幫助他人，一舉兩得。

港島童軍毅行暨活力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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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賽當日，比賽組起點的工作人員

早於凌晨 4 時 30 分到達石澳大浪灣

準備各項工作，包括 : 號碼布分派、起

步工作、檢查站及交通支援。作為工

作人員，最興奮的是看著每一位參加

者出發時的衝勁及自信，讓我們感受

到他們背後的努力成果，同時亦因為這

種原動力，推動我們一班工作人員多年

來不斷作出服務及貢獻。

賽事中心的工作人員亦於上午 6 時為各參加者提供各項支

援，當中包括 : 路線查詢、交通安排及協調比賽組運作。而

網上實時報導賽事消息，更全賴我們的資訊科技團隊，即時

收集各檢查站資品，並透過 SMS 系統傳送給位於港島地域

的賽事中心，進行計算及資料發放。

沿途各檢查站均由 4-5 名工作人員組成，為參加者紀錄時

間，分派食物及飲料，並提供路線及緊急支援。而交通支援

的人員，則負責接載各檢查站的工作人員，準時到達及離開

檢查站。步行支援及位於山頂的終點站的工作人員，負責登

記及核對比賽時間，務求每一位參加者能安全到達終點站，

在公平的環境下完成各項賽事。

我們部份的工作人員於港島徑工作超過 16 個小時，最後多

謝他們的無私奉獻，希望各工作人員亦與各參加者一樣，於

明年繼續參與，爭取更佳的成績及提供優質的服務。

非比賽組

比賽組

由 2009 年開始，非比賽組別分為活力路線（由薄扶林至山

頂）及合家歡路線（由山頂盧吉道至夏力道繞一圈）。

活力路線起步儀式於下午 1 時 15 分開始，參加者在一眾主

禮嘉賓，2010 年香港小姐冠軍陳庭欣小姐及季軍莊思明小

姐，以及童軍風笛手的引領下，由置富花園浩浩蕩蕩出發。

雖然有部份路段地勢較斜，但參加者並不介意，認為活動既

能為「香港防癌會」及「香港海港扶輪社」籌款助人，亦可

欣賞薄扶林水塘／港島徑沿途景色，以及與家人朋友在大自

然環境下歡聚一個美好的下午。

合家歡路線參加者亦於下午 3 時 15 分由山頂廣場出發，雖

然眾多參加者以往均曾行經該路線，但各人均認為透過是次

步行表達自已對兩間受惠機構的支持及關心，意義重大。此

外各人沿途一邊飽覽維港景色，一邊與友好互相問候敍舊，

氣氛輕鬆愉快。

吸取往年經驗，我們今年特別增加當值童軍及領袖協助各項

工作，除事前協調外，還包括當日起步區維持秩序、沿途站

崗及派發紀念章等。在工作人員協助下，當日活動順利進行，

而各工作人員對能參予是次服務，亦感興奮難忘。

布力徑 25 公里起步

香港小姐擔任嘉賓

置富花園 6 公里起步

整裝待發

昂首闊步

主禮嘉賓聶德權太平紳士 ( 左 )

大浪灣 50 公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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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毅行的參加人數創

新高，證明毅行活動越

來越受歡迎。毅行活動

既可強身健體，亦可服

務社群，更可鍛煉堅毅

精神及意志，實在是一

項非常好的活動。

副地域總監 ( 訓練與發展 ) 馮少卿總監

行政部一向予人的印象
是處理一般行政工作、
制定財政預算及報告、
一般文書往來等等，然

而，主席的銳意革新，令今年行政部增添了新動力，除增加
了管理及監控各組別的工作進度之外，工作人員聚餐及頒獎
典禮更破天荒地安排在當日活動完成後舉行，並獲得外界一
致好評。

不得不提，行政部除了三位主要的骨幹成員之外，今年負責
在活動當日把守行政部攤位的前線領袖及成員們活力充沛，
對被安排的工作不遺餘力及堅守崗位，亦樂於協助其他有需
要的組別，擁有這種無私的付出及不分你我的精神和態度，
相信他們必能對未來童軍運動發展有更多更大的貢獻，達至
薪火相傳之效。

協調組為活動提供全面的支援
今年毅行活動的順行完成，亦要多謝協調組各小組主任及其
他協助人士對此活動作出之貢獻。

協調組共分為八個小組，分別為救傷組、 宣傳組 、場地秩
序組、公關組、場地佈置組、膳食組、物資組及頒獎典禮組。

最早展開工作的組別，應該是宣傳組，去年十二月已發出第
一張宣傳海報，希望能喚醒各參加者提早作出訓練及準備，
突破去年之成績。而紀念章及活動証書設計亦於活動舉行前
完成，並能於活動當日即場派發。

在活動前兩天，膳食組及物資組已經展開工作，包括購買食
物及食水，安排各物資的物流程序，希望能把所有物資及食
物能準時運送到每個檢查站。結果，各檢查站物資及膳食供

應充足，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活動當日上午九時，場地佈置組開始運作，配合承辦商進行
置富花園及山頂廣場之佈置工作，兩地均準時完成佈置，等
待典禮進行。

有條不紊　優質服務
場地秩序組、公關組及頒獎典禮組於上午十一時開始籌備頒
獎典禮工作。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太平紳士準時
四時三十分到場，頒獎典禮亦隨即舉行。場地秩序組已於頒
獎典禮開始前，安排各領獎者順次序於領獎等候區就座，使
頒獎典禮能順利地於三十四分鐘內完成頒發所有獎項。頒獎
典禮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各獲獎人士配合場地秩序組之安
排，特此感謝！

各參加者之安全及護理是大會最注重的其中一環，因此每年
均邀請聖約翰救傷隊協助活動之救傷工作，救傷隊除了在每
個檢查站派員駐守外，並安排救護車穿梭各檢查站，以確保
如遇到意外時，傷者能夠得到最快捷及妥善的治療。

各小組均能按照
原定計劃完成任
務並達到預期之
目標，希望各小
組主任及其他協
助人士能吸取今
年的經驗，繼續
協助明年之各項
工作，為各參加
者提供更完美的
服務質素。

工作人員
心聲

毅行活動未來可加入
新的元素及完善機構
間的合作，另可引入
新的領袖，讓更多人
熟悉毅行活動的籌備
工作。另外衷心多謝
主席及各位副主席，

期望明年的毅行活動更加出色。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吳家亮總監

無論是參加者及工

作人員的數目均是

歷年之冠，工作人

員在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環節均表現

出色，合作無間。

主席陳文翰總監

今年參賽人數比去年增
加幾百人，隊伍比去年
多了 10 隊以上，成績
令人鼓舞，亦藉此機會
多謝比賽組別的兄弟姐
妹，由凌晨 4 點堅持到
活動完成，完全投身忘我工作。另外感謝賽事中心的同事，他們在幕後的工作功不可沒。

副主席（比賽）鍾震宇總監

今年活動亦為香
港防癌會及海港
扶輪社籌款，明
年繼續鼎力支持。

副主席（節目）

張世華總監

今年嘗試於典禮後

舉行工作人員聯誼

及 製 作 參 加 者 手

冊，效果很好，明

年繼續努力。

副主席（行政）曾麗珊總監

毅行除了參加者得益
外，工作人員在籌備
過程中的合作互動亦
獲益良多。期望日後
有更多有心的領袖及
成員加入工作人員的
行列，希望所有人都能夠身心體會到個中的樂趣。

副主席（協調）方富佳先生

行政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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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對渣打馬拉松這項活動應該不會陌生，很多童軍
朋友都曾參與馬拉松比賽或服務。本年的渣打馬拉松

已於 2 月 20 日順利舉行，當日清涼的天氣為參賽者帶來良
好的比賽體驗，同時給予工作人員較舒適的工作環境。不經
不覺，童軍已協助馬拉松比賽十多年了，你又參與過多少次
呢？

籌備多月　盡心服務

本年馬拉松約有 6 萬 5 千名參賽者，同時有超過 1 千多名
來自不同地域的童軍為比賽服務，總服務時間超過 22,596
小時，三個數字都是破紀錄的。另外，你知道馬拉松服務的
籌備工作在甚麼時候開始呢？原來前期工作在比賽的八個月
前已經開始了，期間籌委會與各個單位不斷溝通，而且還要
進行多次的會議和場地視察，並對人手需求及場地分配等細
節作出調整。所以，這短短五天服務所涉及的籌劃工作量絕
對不容輕視。

派發選手包

今年馬拉松嘉年華的選手包派發剛好碰著了幾場雨，維園的
草地頓時成了澤國。由於到處都是深深的積水，工作人員要
利用運貨板鋪設一條「行人路」出來，相信當日有出席的朋

友們都記憶猶新。可是，大家的熱誠並沒有被不斷的雨水冷
卻，依舊堅守崗位並帶著笑容的向選手派發比賽須知及物
品。

比賽日服務

到了比賽當日的凌晨時分，大部分的童軍工作人員已經在維
園草地和九龍公園徑準備就緒。一批又一批的選手到來存放
行李，在維園草地的同僚把行李井井有條的排好，而九龍公
園徑的手足就把行李放上貨車上，準備運往摩頓臺和維園足
球場。在處理數萬件行李的複雜過程當中，有賴大家的互相
合作及協調才能令整個流程順利地進行。另外，今年比賽日
的服務首次使用分段報到的安排，相信能給予大家充足的休
息時間。

發揚童軍精神

雖然我的崗位是最早開始亦是最尾結束的其中一個，但能夠
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這項大型童軍社區服務，實在是難
得的經驗。在當值的期間看到有童軍手足脫掉自己的工作人
員外套借給遺失行李的選手保暖，又看到大家為找回遺失的
行李而著急，充分體會到童軍「竭盡所能」和「對別人要幫
助」的精神。最後，希望在明年的馬拉松服務能夠再次見到
大家，繼續發揮童軍精神服務人群。

文：吳庭雋

派發選手包 搬運行李 排列選手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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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6 至 27 日本年度之「港島地域訓練人員周
年聚會暨訓練研討會」於交通方便之郊外─大嶼山梁紹榮度
假村 ( 前䃟石灣女青年會營 ) 舉行。

度假村環境幽靜，營舍雅潔，設備良善，使研討會能舒適寫
意地進行。

在進行研討之前，訓練隊隊員，不論老少，不論職級，都投
入地進行尋人及小組合作的營內尋寶比賽。不消片刻，各人
已談笑甚歡，氣氛熱烈。

研討會：綻放未來的領袖訓練

是次研討會以「綻放未來的領袖訓練」為主題。第一部分，
各人就訓練人員、訓練隊及訓練工作三個範疇，分享觀察所
得的現況，然後探討實際可行的改善方法。第二部分，著重
探討如何在訓練工作上，使前線領袖更明瞭及實踐童軍運動
的特質。其中著重談及童軍方法的七大元素：從做中學習、
小隊制度、進度性訓練、善用大自然、童軍誓詞與規律、具
有象徵意義的訓練架構及成年人的支援。討論後建議於訓練

班中強調童軍方法，使領袖對這些元素有更深刻的印象。

四十多位訓練隊隊員，經過兩天的研討，除了提供不少建設
性意見之外，還增進彼此之了解及認同，對訓練工作達致共
識，並對訓練隊產生向心力及歸屬感。

周年聚會：大澳遊覽

第二天下午，訓練隊同儕前往大澳遊覽，購買蝦醬、魚子，
及品嚐茶粿、薄餅、墨魚丸、奶茶等。然後，分成兩組，參
觀鹹蛋黃及黃豆粥的製作過程，這不失為一有趣味性及有教
育意義的活動。

最後，各人在大澳一飯店共享海鮮餐。大快朵頤之後，這兩
天的聚會便完滿結束了。

藉此感謝協助籌辦是次活動的訓練隊兄弟姊妹，
全憑他 / 她們的細心安排，才有這兩天愉快而
有收穫的研討會及聚會。

訓練人員周年聚會
暨 訓練研討會

文：地域總部總監 ( 訓練行政 )
吳麥慧珠女士

5



究竟事情是怎樣開始的 ?
維西族的故事，起源於 60 年代，香港童軍總會決定將當時
的域多利亞區劃分為維多利亞城區、港島西區及長洲區。
在過往的日子中，兩區多次聯合活動，例如維西舞會。在
1964 及 1990 年，舉行維西大露營。20 年後，為慶祝兩
區成立五十週年，決定再 加強兩區情誼，併發創意，資源共
享，共創天地。這次活動，稱之為「飛越未來維西營」，以
未來為題，以維西族自稱，帶給童軍成員一個特別、創新、
難忘的經歷。

復活節期間，香港童軍總會
發現了一批藍頭髮、穿紅袍，
自稱是童軍，亦是維西族的
人在上水馬草壟出現，港島
地域總監親自帶同有關地域
職員，到現場了解情況…….

維西星際外交部請各
銀河系星球國軍政機
關對持護照人予以通
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協
助以經歷一個新穎有
趣愉快安全的旅程

星海游歷，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城市追蹤，維星
勇士成功登上太空飛船，飛往維西星

維西勁量仔派發頭燈給所有
到達的維西族人

維西寶馬競賽

4D 飛越未來狂歡晚會

凝聚力量，共創新天地

維城區區總監劉以聰 ( 左 ) 及
港島西區區總監何偉強 ( 右 )
在維西星邊界合照

事情是如何延續的 ?
在維西元年正月初一巳時 ( 地球曆法
2011 年 4 月 23 日 10:00am)，500
維西勇士開始乘坐飛船，前往維西星。
他們首先要領取維西護照，再獲維西
頭燈，繼而通過星際入境處及海關，
再經過長達 120 米的時光隧道，正式
到達維西星。

踏入星球，族長及大統領親
自迎接，為防止受太空輻射，
我們都換上維西族的斗蓬，
戴上維西頭巾。我們把帶來
的種子灑在門口的花埔，開
始太空基地建設。登陸的當
晚，族人舉行了 4D 飛越未
來狂歡晚會，由一艘載人飛
船飛進舞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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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結局會是如何呢 ?
星球運行第三天，也是離開的一
天，「部族情誼」給了我們深度
交流的機會，記得第一天我們把
「手信」交到司令台，那時還不
知何解；原來是安排在這天交換。
離開時再次經過門口的花埔，看
見兩天前放下的種子已經開花，
心情頓然舒暢。在未來的童軍旅
途上，我們將一點一滴地回味這
些情景、情誼。

逾 600 人圍火而坐，氣氛高漲

掩護裝備講解，每人都
要戴上掩護帽，塗上掩
護色，確保自己在草叢
中不被對方發現。

一聲令下，各小隊開起紅燈，進行
圍堵活動

Angry bird?

舞動全城

六條夜光龍，帶領宇宙聯盟統師團進場

左起 : 維城區前任區總監吳家亮、地域總監關祺、前任香港
總監鮑紹雄、西區前任區總監鄧紀寧

切燒豬，族人快活地分享燒肉

兩位維西大統領親自負責
降旗，為維西營劃上完美
句號

正當狂歡晚會進行得如火如荼，大
會收到通知，維西族長被星際特務
挾持，需要維西勇士拯救，所有童
軍成員，立即在 10 分鐘後出動，戴
上掩護帽，塗上掩護色，進行黑夜
行動。經過半小時車程，我們到達
目的地，四週漆黑一片，伸手不見
五指。

“巴扎”市集與維西節
星球運行第二天是“巴扎”市集，各方好友也前來參與。從
一般小食、有趣活動、到競技比賽，應有盡有。族人需要親
手摺維西幣，才能購買食物或禮品。

維西節 – 星匯營火
夜晚時分，市集漸入高潮，熱鬧非凡。我們邀請了宇宙聯盟
統師團到來，一齊慶祝，他們在六條夜光龍的帶領下，進入

維西廣場，族人圍火而坐，載歌載舞。

事情真的就這樣結束了 ?
我們過了高興愉快的三天，意猶未盡，認識了不少維西朋友，
雖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心里總是依依不捨。維西星的存在
己經與兩族人不能分割，成為大家童軍回憶的一部份，最後
大家合力拚出一個畢生難忘的巨型維西人肉標誌，這永遠烙
印在腦海裡面。

如想進一步了解維西營的詳情，
歡迎瀏覽維城區及港島西區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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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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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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七 O 年開始舉辦的香港總監挑戰盾乃幼童軍支部每兩年
一度的全港性技能比賽，當中有多項挑戰如繩結，體育技能，
金氏遊戲，常識問答及一個永遠估不到的神秘項目，少一點準
備都不易應付 ! 參加旅團更由區選拔賽出綫到地域選拔賽及最後
由五個地域各推薦五個代表共二十五個旅團參加總會決賽，絕
對是”過五關斬六將”!! 

而港島地域的成績亦非常令人鼓舞 ! 由一九八三年度的一屆開始
直到今屆二 O 一 O 年度已經連續十四屆均是由港島地域代表勝
出，這個成就除令我們感到驕傲外亦感謝各旅團及領袖們多年
來的努力付出及訓練 !!

剛剛 3 月 13 日舉行的一屆 ( 二
O 一 O 年度 )，成績最好的前
五名更有四隊是港島地域代
表，分別是勇奪冠軍的港島第
九十九旅 ( 維城區 )，亞軍港島
第一旅 ( 維城區 )，兩名優異獎
為港島第二 O 四旅 ( 港島南區 )
及港島第十五旅 ( 灣仔區 )，成
績卓越，恭喜恭喜 !

負責比賽訓練的其中一位團長 
Wilson  表示，每屆比賽最重
要的不是各項目的訓練，而是

要將九名來至兩個團的幼童軍融合，然後選出隊長及副隊長去
帶領全隊訓練及參賽。比賽期間，往往會出現一些突如其來的
事件。這個時候， 隊長的即時反應及判決是決定性的，是比賽
的關鍵。其實比賽的內容並不是一些高難度的項目，只要付出
時間訓練 ，應該可以掌握。我們的旅團領袖不是老師，我們只
可以在團集會之前提早返回學校訓練，下午照常團集會。我們
的理念是，比賽是額外的活動及訓練，不應影響日常集會，因
為除了比賽的九位幼童軍，還有近百位幼童軍要集會及活動呀。
現在藉此多謝各位星期六額外抽時間協助訓練的領袖們！

港島地域幼童軍 @ 香港總監挑戰盾港島地域幼童軍 @ 香港總監挑戰盾

活 力 凝 聚 維 西 南

文：港島地域總部總監 ( 幼童軍 ) - 陳偉年

什麼是維西南 ? 顧名思義，是指維多利亞城區、港島西區及港島南區。「活力凝
聚維西南」這項活動是首次由三區聯合舉辦的活動，這種合作方式不但能夠共享各
區的資源，更能促進彼此的交流。

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 (4 月 3 日 )，374 位活力充沛的幼童軍，加上一群熱心服務
的區職員及領袖，齊集港大運動場，還有灣仔及離島區的友好旅團，組成了一個動感
十足的「畫面」。這次活動人數多達 500 人，可謂陣容鼎盛。

當天上午首先舉行幼童軍田徑及體適能章考驗活動，各位幼童軍施展渾身解數，挑戰自己
的極限，務求考取獎章之餘，也可以跟不同旅團的健兒切磋一下。下午，緊接着進行各項
團隊競技比賽，包括膠袋大車輪、歷奇運球等。賽道上傳來一浪又一浪的歡笑聲，看台上也
傳來此起彼落的吶喊聲。開心的時間過得真快，活動的尾聲是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頒獎禮。桌
上滿放着琳琅滿目的獎牌，在主禮嘉賓的協助下，轉眼間便成為健兒們頸項上的「戰利品」，
這趟可說是滿載而歸了。玩了一整天，大家都拖着疲倦的身軀，帶着美好的回憶，踏上歸途。

「港島地域 Cheers ！聯誼聚會」是透過輕鬆有趣的講座及介
紹，讓童軍領袖能聚首一堂，藉此增進彼此的友誼。歡迎港島
地域各級領袖、總監及委員一同出席聯誼。
即將舉行的聚會主題如下：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主持人

2011 年 7 月 6 日
晚上 7 時

水上活動新趨勢 葉華德

2011 年 8 月 3 日 飛天樂地看世界 郭宇

港島地域 Cheers! 聯誼聚會

聚會地點：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 樓 1111 室
港島地域臨時總部

編輯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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