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收到香港總監的一個好消
息，他打算啟動一個童軍營地發展
基金計劃，改善童軍會轄下的各個
營地的設施，目的是提供青少年成

員和領袖們更佳的訓練和活動場地。這個基金的支援將會是
常設的，香港總監將按每個營地的發展和改善計劃，每年預
留經費，按步就班地支援各項計劃的進行。

港島地域管轄的大潭營地，一直是我們一個寶貴的資
源，過去四十年，提供場地和活動作為培訓青少年成長和發
展之用。

最近，地域和區的主要幹部，在大潭營地進行了一次「總
監退修會」。會議既認真，又開放，共同探討大潭的發展方
向和配合基金支援的計劃，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大
潭可發展成為一個以童軍傳統技能為主導的營地。我們希望
使用大潭的營友，不論是童軍或是非童軍人仕，都能夠接觸
到童軍代表性的技能，例如營藝、先鋒工程、原野烹飪、繩
結、地圖及指南針、追蹤，天象、主持營火會，樹木和昆蟲
認識等等。同時，在大潭海上活動中心，我們將主要推動童
軍標準艇、獨木舟，龍舟和風帆這三數個活動項目，大潭在
地理環境及基礎設施上，發展上述活動是最適合不過的。

童軍傳統技能是我們的核心訓練基礎，不論時代怎樣變
遷，科技如何發展，童軍技能仍然可作為青少年發展的有效
工具。很多培養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的元素，例如團隊精神、
歸屬感、領導才能、組織、管理、正確價值觀、人際溝通和
體能發展等，透過童軍技能的活動，都可以得到訓練。另外，
我們越來越覺得青少年需要的靈性發展，大潭營地亦是最佳
場地可配合進行。

其實，去年我們已將大潭的兩個網球場，改建成一幅青
蔥蔥的活動和露營埸地，面積達 1,280 平方米，可容納三至
四個小隊露營，亦可以進行各樣童軍技能活動，受益的人數
大大提升。亦可幫助大潭職員更彈性地分配露營及活動場地
給營友。

另外，我們正向政府申請將大潭碼頭附近的一幅用地
（即從前油站至海上活動碼頭落艇道的一幅空地），面積有
2,800 平方米，可望發展成為海上活動中心另一幅訓練及儲
艇基地。如果計劃成功，我們的海上活動將大大提升發展的
空間。

另一計劃是把兩幢建築物的天台，發展成空中花園，目
的是幫助童軍有機會親近、欣賞和照顧植物，同時亦會將該
位置變成為靈性發展的場地，也可成為大家聯誼的地方。

飯堂方面，有望能夠改善空間。我們計劃將接近大潭灣
一邊的窗框和牆身改動，加建平台，將飯堂向海的方向推出。
將來，飯堂的空間和景觀將大大改變。

繩網及攀爬架，我們正重新設計，並將招標重建，無論
在安全和挑戰程度方面，都會有所改善。

我們亦會發展一個輕便炊事和原野烹飪區域，建設室外
焗爐，改善洗滌區和排污去水道，使營友既可享受戶外煮食
的樂趣，亦能保存童軍戶外煮食的技能。

樹木方面，因有部份樹木枯死，我們會再種植一枇適合
在大潭生長的樹木。同時，亦保留原有的田園種植區，保持
大潭自然綠色發展。同時，我們會積極發展大潭自然生態小
組的設施，協助營友認識和保育大自然。

101 講堂是過往培訓領袖和童軍的主要場地，我們計劃
提升室內各項培訓的設施，例如音響，投影機，桌椅，隔音
設備等等，希望培訓者和受訓者兩方面都得到優良的支援。

營舍方面，我們會申請將房間的內部間格改善，方便彈
性編排不同數目和性別的營友入住。同時，家庭房亦同時會
升級，改善設施。浴室和y所亦是營友最關心的一環，在改
善衛生和清潔的大前提下，任何有益於大眾的計劃都是不容
延遲去推行的。

我們希望配合香港總監的祈望，亦利用這個機會達成改
善大潭營地的目標。如果大家有甚麼意見，歡迎在每個星期
三晚上港島地域辦公開放時段，親臨地域臨時總部和我共同
商議，亦可直接聯絡有關總監或地域專業職員，提出意見。

大潭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無價資源，讓我們為她的改善共
同出一分力！

最近收到香港總監的一個好消
息，他打算啟動一個童軍營地發展
基金計劃，改善童軍會轄下的各個
營地的設施，目的是提供青少年成

員和領袖們更佳的訓練和活動場地。這個基金的支援將會是
常設的，香港總監將按每個營地的發展和改善計劃，每年預
留經費，按步就班地支援各項計劃的進行。

港島地域管轄的大潭營地，一直是我們一個寶貴的資
源，過去四十年，提供場地和活動作為培訓青少年成長和發
展之用。

最近，地域和區的主要幹部，在大潭營地進行了一次「總
監退修會」。會議既認真，又開放，共同探討大潭的發展方
向和配合基金支援的計劃，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大
潭可發展成為一個以童軍傳統技能為主導的營地。我們希望
使用大潭的營友，不論是童軍或是非童軍人仕，都能夠接觸
到童軍代表性的技能，例如營藝、先鋒工程、原野烹飪、繩
結、地圖及指南針、追蹤，天象、主持營火會，樹木和昆蟲
認識等等。同時，在大潭海上活動中心，我們將主要推動童
軍標準艇、獨木舟，龍舟和風帆這三數個活動項目，大潭在
地理環境及基礎設施上，發展上述活動是最適合不過的。

童軍傳統技能是我們的核心訓練基礎，不論時代怎樣變
遷，科技如何發展，童軍技能仍然可作為青少年發展的有效
工具。很多培養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的元素，例如團隊精神、
歸屬感、領導才能、組織、管理、正確價值觀、人際溝通和
體能發展等，透過童軍技能的活動，都可以得到訓練。另外，
我們越來越覺得青少年需要的靈性發展，大潭營地亦是最佳
場地可配合進行。

其實，去年我們已將大潭的兩個網球場，改建成一幅青
蔥蔥的活動和露營埸地，面積達 1,280 平方米，可容納三至
四個小隊露營，亦可以進行各樣童軍技能活動，受益的人數
大大提升。亦可幫助大潭職員更彈性地分配露營及活動場地
給營友。

另外，我們正向政府申請將大潭碼頭附近的一幅用地
（即從前油站至海上活動碼頭落艇道的一幅空地），面積有
2,800 平方米，可望發展成為海上活動中心另一幅訓練及儲
艇基地。如果計劃成功，我們的海上活動將大大提升發展的
空間。

另一計劃是把兩幢建築物的天台，發展成空中花園，目
的是幫助童軍有機會親近、欣賞和照顧植物，同時亦會將該
位置變成為靈性發展的場地，也可成為大家聯誼的地方。

飯堂方面，有望能夠改善空間。我們計劃將接近大潭灣
一邊的窗框和牆身改動，加建平台，將飯堂向海的方向推出。
將來，飯堂的空間和景觀將大大改變。

繩網及攀爬架，我們正重新設計，並將招標重建，無論
在安全和挑戰程度方面，都會有所改善。

我們亦會發展一個輕便炊事和原野烹飪區域，建設室外
焗爐，改善洗滌區和排污去水道，使營友既可享受戶外煮食
的樂趣，亦能保存童軍戶外煮食的技能。

樹木方面，因有部份樹木枯死，我們會再種植一枇適合
在大潭生長的樹木。同時，亦保留原有的田園種植區，保持
大潭自然綠色發展。同時，我們會積極發展大潭自然生態小
組的設施，協助營友認識和保育大自然。

101 講堂是過往培訓領袖和童軍的主要場地，我們計劃
提升室內各項培訓的設施，例如音響，投影機，桌椅，隔音
設備等等，希望培訓者和受訓者兩方面都得到優良的支援。

營舍方面，我們會申請將房間的內部間格改善，方便彈
性編排不同數目和性別的營友入住。同時，家庭房亦同時會
升級，改善設施。浴室和廁所亦是營友最關心的一環，在改
善衛生和清潔的大前提下，任何有益於大眾的計劃都是不容
延遲去推行的。

我們希望配合香港總監的祈望，亦利用這個機會達成改
善大潭營地的目標。如果大家有甚麼意見，歡迎在每個星期
三晚上港島地域辦公開放時段，親臨地域臨時總部和我共同
商議，亦可直接聯絡有關總監或地域專業職員，提出意見。

大潭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無價資源，讓我們為她的改善共
同出一分力！

1



港島地域會務委員會第 36 屆周年會議暨第 37 屆就職典
禮已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 11 樓集會堂圓滿
舉行。於晚上 7 時正先由李鉅能會長主持周年會議，是次乃
李會長最後一屆主持會議。李鉅能博士由下屆開始改為出任
地域名譽會長，而地域副會長吳家麗女士則接任會長一職。
地域總監關祺先生除了匯報過去一年地域舉辦的活動與訓練
概況以及在全港比賽中獲取的佳績，亦感謝李會長在過去 9
年裏鼎力支持地域，特別成立「李鉅能基金」，以支援童
軍旅團參與露營及社區服務，由 2006 年至 2011 年共贊助了
18 個項目，資助金額超過 46 萬元。同時，亦多謝榮休的吳
榮基總監及卸任筲箕灣區區總監的謝介元先生，兩位多年來
服務港島地域，貢獻良多。香港總監張智新先生宣佈委任吳
家麗女士為港島地域會長，李傑之先生則繼續出任為地域主
席，並通過第 37 屆地域會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周年會議結束後，隨即於下午 7 時 30 分舉行第 37 屆就
職典禮，主禮嘉賓香港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太平紳士。新任會
長吳家麗女士致辭時表示很開心接任會長一職，並表示港島
地域會務委員陣容鼎盛，位位均是才德兼備，幹勁十足的賢
達，期望大家一如以往，繼續支持港島地域發展童軍運動。
就職典禮除了頒發委任狀予會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成員，
還頒發多項童軍獎勵，以表揚各獲獎人士多年來對童軍運動

作出的貢獻。為表揚李鉅能博士對港島地域的貢獻，地域特
別製作了一個由 70 張相片組合而成的紀念品，每一張相片
都是地域每一位總監對李會長的心意及向其致敬，期望李博
士日後在欣賞此紀念品時，會想起與大家在港島地域的愉快
時光。就職典禮的尾聲，由李傑之主席致謝辭作結束，是整
晚的高潮，李主席一如以往，以其幽默風趣的文筆，以「風」
字貫串整篇演辭，例如：「…特別歡迎風華正茂的吳家麗女
士…李會長為人附庸風雅，風度翩翩，就是風頭十足，一派
名家風範…」等，內容生動有趣，妙筆生輝，令人會心發笑，
津津樂道，整篇演辭詳見附件。

於就職典禮後即舉行晚宴，今年由李鉅能博士及新任會
長吳家麗女士宴客並由李傑之主席贊助紅酒。晚宴地點移師
到總會地庫的景逸軒舉行。在晚宴前由吳家麗會長、李傑之
主席及關祺總監頒發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銀章。百周年各項
慶祝活動有賴各級領袖、會務委員及專業領袖，群策群力與
衷誠合作。為表揚有關人員的卓越表現，特設「香港童軍百
周年紀念銀章」，頒予對慶祝活動有貢獻之成年成員。是晚
筵開 13 席，雖然沒有什麼餘興節目，但出席者均非常開心
盡興，尤其是多位新任的副會長及來賓，席間彼此交談分享，
各童軍兄弟姊妹更是藉著是晚的聚會盡情暢飲，彼此聯誼，
高興非常，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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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將臨！連日來，
天氣都係朝來暖風日來
熱風，星期六有話打風
落雨，大家小心被風吹
親！好彩今晚風清月朗，
又不知什麼風吹各位到

來，在這刻打風的季節，總之都熱烈多謝你們的大駕光臨今
晚這個一年一度的會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更特別感謝無懼風
雨 , 不怕風浪的廖漢波處長撥冗出席為我們主禮，實在令今
晚的典禮生色不少。

藉著今晚的盛會，我代表港島地域向在座各位，致以衷
心的謝意，你們的支持，令港島地域勇於面對各種的挑戰。
就讓我們繼續彼此並肩同行，為青少年人成長及地域的未來
發展作出更多努力。

應屆加入了多位會務委員，特別要歡迎風華正茂的吳家
麗女士出任會長，亦要恭賀剛剛獲頒授各項獎勵的各位童軍
兄弟姊妹，有你們長期的支持及無私的付出，港島地域才有
今天輝煌的成就，這是港島地域及整個童軍運動的成功的因
素。

今晚慶典！大家都俾面，蜂湧而來，趁會長李鉅能封刀
歸隱，卸任會長，榮昇名譽會長，我都乘機攪下風攪下雨，
等李會長留番一個美好的回憶，日後風雨故人來，都可以風
花雪雨話當年。

李會長名鉅能，有巨大的能量者，非大自然的力量莫屬。
我想，形容李會長最適合，可能是風：究竟風從那裏來，李
會長為人附庸風雅，風度翩翩，就是風頭十足，一派名家風
範，舉止斯文，談吐好似和風細雨，絕唔會橫風橫雨，確係
風趣幽默，令人如沐春風，又和藹可親，滿面春風，但絕不
是封建老土，反而是見慣風浪，不怕風吹雨打，都風釆依然。

所以稱李會長是一個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代表我們的尊
敬！

李會長身家豐厚，他的風流韻事，豐功偉績，大家耳熟
能詳，我只略提一二：

回想那些年，李會長風華正茂，金槍鐵馬，氣吞萬裡如
虎，在大型運動會封神榜上提名，勇奪神槍手的金牌，鋒芒
畢露，掀起射擊的旋風。又獎勵童軍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天
山大露營，俾童軍欣賞當地的風光如畫，認識風土人情，童
軍能夠噉風光，乎復何求！風光背後，李會長又帶領我地安
然渡過拆建風暴。港島總部封屋拆樓，曾經風雨飄搖，風聲
鶴唳，如今落實重建，起番間風水大屋，港島童軍，又再風
生水起。好感激李鉅能會長對港島童軍的關愛關懷！

今晚，如果想請教李會長的豐盛人生威水史，請大家不
要封咀，要豎起順風耳、做足收風的工作，祝願李會長退任
之後，過番些風流自在，只談風月，飽覽風景的優悠生活。

最後歡迎大家來臨今晚晚宴，保證不會風餐露飲，但亦
不是豐盛的豪門夜宴，食量則豐儉尤人，食過這頓風味餐，
就風調雨順。我謹代表各位多謝李鉅能名譽會長及吳家麗會
長贊助今晚豐富的晚宴，希望大家盡情暢飲。或者我太多瘋
言風語，亂發暡風，都要封筆，希望大家有一個豐收的晚上。

祝童軍兄
弟風流調儻，
大顯雄風，童
軍姊妹風姿綽
約， 風 華 絕
代。港島童軍
再創高峯！多
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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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22 日至 27 日，港島地域一行 40 人（32 名
青少年成員及 8 名領袖），參加了由港島地域主辦的「童軍
關愛  社區服務」川港交流服務計劃。是次行程為期 6 天，
節目豐富緊湊。

第一天（7 月 22 日）一大清早，我們穿着整齊的童軍制
服，齊集香港國際機場，並懷着興奮的心情期待今次的四川
服務之旅。我們經過了 3 小時的航程便到達了成都機場。拍
完大合照後，便開始四川的第一日行程。首先我們參觀了災
後重建的德陽市青少年宮，青少年宮設備完善，是青少年參
加課餘活動及學習的好地方。晚上，我們享用第一餐富有四
川麻辣風味的晚餐。這頓晚餐令人一試難忘，亦令我們對四
川有一番新的體會。

第二天（7 月 23 日）清晨，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前赴漢
旺鎮憑弔地震災區。一下車，我們便看見地震的無情，把原
本一個熱鬧的城市摧毁成一個寂靜的死城。那裏人煙稀少，
只有少量遊客在參觀。憑弔活動令我們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並非人類所能抵抗，亦對我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有了一番深
刻的體會。原來我們在香港是多麼的幸福，我們衷心希望受
地震影響的災民能重新過上幸福的生活。

下午時份，我們到達西南科技大學與當地的大學生互相
認識。我們先進行破冰遊戲，包括由瑞典大露營引進的忍者、
防空洞等，最刺激的遊戲莫過於以芥辣薯片所為「大懲罰」！
今次的破冰之旅非常成功，亦拉近川港青少年之間的距離，
對彼此的生活文化有進一步的了解。其後，我們享用完晚餐
之後便到大學宿舍休息。

不知不覺已到了四川第三天（7 月 24 日）。這一天，
是四川服務交流之旅中最重要的日子。那就是與當地大學生
聯手籌辦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青年論壇，特別一提的是透過籌
備及參與青年論壇中，令我們認識十二五規劃對祖國的重要
性。而在十二五規劃中很多涉及國家未來五年的大型基建及
民生發展，因此全國人民都非常重視及關注這個規劃。

吃過學生午餐後，我們與大學生們一起為四川的小學生
舉辦攤位遊戲及童軍技能活動。透過服務四川小學生，令我
們重拾一些童真，也頓悟到快樂是如此簡單。只要看到別人
快樂，自己也快樂。晚上的營火會是用來放鬆一天緊張的心
情，大家一起載歌載舞，非常開心。表演環節中加插了話劇
這一部分，令我們的緊張全都抛諸腦後，輕輕鬆鬆的一起共
渡歡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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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第四天（7 月 25 日），我們前往綿陽近郊
的麒麟村，體驗農村生活及服務村內的留守兒童。農
村的兒童十分活潑，天真無邪，剛下車時已聽到他們
的叫嚷聲。我們跟他們進行了幾個遊戲，一方面教導
他們用氣球扭出小狗等小玩意，並畫上他們心中的城
堡；另一方面與他們摺紙飛機，將夢想寫於飛機上，
一起衝向天空。在活動期間他們都表現得十分快樂和
滿足！而另一邊廂的農耕體驗同樣精彩。一群童軍在
村長的帶領下步行到一片綠悠悠的玉米田，七月還未
到收割的季節，我們便協助除草。在密密麻麻的田
野裡穿梭，對香港人來說實是難得的體驗。臨別前，
我們香港童軍更送上了色彩繽紛的冷帽給這群留守
兒童，讓他們可以在寒冬中得到溫暖，場面既溫馨又
充滿著歡樂！同時亦為我們這一次四川之旅的服務
環節畫上完滿的句號。

回到西南科技大學吃過豐富的午餐以後，我們便
隨即執拾好行李前往綿陽市青少年活動中心與其他
地域的香港童軍相聚，我們利用少許時間進行了表
演綵排和修整送給中心的板畫。到了黃昏時份便為
板畫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揭幕儀式，大家都為港島地
域以「九龍皇帝」為創作意念的的板畫感到自豪呢！
在晚上我們表演了自創的話劇及「勁歌熱舞」，全場
的氣氛都十分高漲。在歡樂過後，我們無耐地要跟相
處幾天的西南科技大學的朋友們分別，大家都感到難
離難捨。大家都紛紛合照留念，手挽手，唱著兩地的
金曲走向大門，然後揮手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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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倒數的第二天（7 月 26 日），我們開始了四川文化
之旅，參觀活動首先是武侯祠，隨後遊覽了成都有特色的街
道「寬窄巷子」和「錦里」。古舊的建築群中有一些充滿現
代化風味的商店，而一些古代的小玩意，如麵粉公仔和用焦
糖弄雕塑，也令整條人來人往的街道充滿着文化氣息。

不經不覺已經到了第六天（7 月 27 日），亦是我們旅程
的最後一天。早餐後我們乘坐旅遊巴前往熊貓基地，我們看
到大大小小的大熊貓時均感到非常雀躍！成都的熊貓基地實
在很大，而且熊貓數量亦十分之多！最後大家都臉帶笑容拿
著自己的戰利品離開！探過熊貓，吃過佳餚以後，便要離開
這個美麗的成都，回到我們的家－香港，當想到各位團員及
領袖將要各散東西時，大家都忙著拍照留念，希望我們可以
盡快再次聚首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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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歡

為期三天的川港童軍交流活動在我們的依依不
舍中結束。短短的三天，我們通過與港島地域童軍
的交流，對香港童軍有了全新的認識。短短而難忘
的三天時間，我們和童軍一起活動，一起交流，真
的收穫很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港島地域童
軍的團結，看到了他們對待任何一件事情的認真與
負責，看到了他們對待小朋友的耐心與愛心，看到
他們對待朋友的真誠。真的覺得他們不負童軍這個
稱號。

在這次活動中，我看到我們西南科大志願者的
愛心、耐心、誠心。我們一起冒雨準備節目，我們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接待童軍，一起在烈日
下準備，一起很晚回宿舍，這三天，真的很累，但
是真的也很有意義，很開心。我們從陌生到互相瞭
解，我們從互相瞭解到成為朋友，我們收穫了友誼，
收穫了別樣的生活，別樣的體驗。

我們和童軍一起。我看到了我們兩地人民了團
結，有愛，通過童軍這個集體，我看到了我們大陸
與香港同胞們的團結，我看到了我們中國人民一家
親，真的很溫暖。無論是香港人民，還是大陸人民，
我們大家永遠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文：譚澈

三天的時間，我們能與香港童軍們建起川港兩地友誼的橋樑；
與香港童軍們憧憬“十二五”的完美藍圖；與香港童軍們樹立起關
愛青少年的旗幟。生動有趣的破冰遊戲，讓我們彼此認識了。陽光
獨立的 Peter，誇張搞笑的 Kanlulu，正直風趣的小馮，還有活力四射
的 Ricky 等等。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正是他們
的到來，給這片土地帶來了活力，也給我們這個酷熱難耐的暑假送
來了清爽與開懷。

群星璀璨的夜空下，我們和香港童軍的朋友們圍著耀眼的篝火，
在歌聲之中狂歡著。有時，快樂就是從這種單純的喜悅中流露出來
的，遊戲，歌聲，微笑，這些單純的活動被我們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它包裹著友誼的種子，在我們生命的土地裡發芽成長。我們圍著篝
火手拖手歡呼，在晴朗的夜空下見證了我們的友誼，真心祝願，我
們的友誼能像這團火焰一樣熾熱久遠。

7.25 晚上的 Farewell Party，我們用鏡頭試圖留下每一位朋友的
笑臉；我們暢談夢想，希望能夠發現更多的共同點；我們憧憬未來，
希望在今後的歲月中能夠彼此重逢。「難離難舍想抱緊些，茫茫人
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負于爸爸的肩膊，誰願下車」。演出雖早已
完畢，我們卻在暗暗的舞臺上書寫著屬於我們的童話，握手，擁抱，
再見 ... 一切不舍的心情完全傾瀉了出來。香港童軍的朋友們，很幸
運地和你們度過了三天美好的時光，謝謝你們。願一切安好，我的
朋友。

文：陳偉年首 屆 港 島 地 域 幼 童 軍 挑 戰 賽 已 於
2012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假柴灣鯉魚
門度假村順利舉行，共有 28 隊參加 ! 比
賽更榮幸得到地域總監關祺先生捐贈一個
很有特色的地域總監挑戰盃作冠軍獎品 !

挑戰賽是希望可以考驗幼童軍成員
在沒有進行任何預先訓練及預備下的真正
能力及反應，今次因幼童軍成員不知比賽
內容，所以他們可以盡情輕鬆地參與並發
揮他們的潛能常識。比賽項目以分站挑戰
速度、準確、準繩、力量、力氣、智慧、
機智、齊心、整齊、觀察及突破紀錄為主。
比賽隊員都感到刺激 !

今次亦多謝深資童軍支部協助籌備
及設計項目，並在場支援協助令比賽得以
順利舉行 !

7



參賽成員：鍾明浩，周恒
晉，何耀生，黃振遠

是次持續了 24 小時的童軍技能比
賽，以越野及分站事工形式進行，項

目包括團隊定向、蒙眼起營、城市追蹤、
金氏遊戲及先鋒工程等。論技能，各賽隊

的實力不相 伯仲。我隊之所以能夠勝出，
全因四位團員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性，在

不同分項中互補不足，全隊向著一個目標奮
鬥。在比賽中勝出固然高興，但更重要的

是，我 們都樂在其中，享受整個過程。

參 賽 成 員： 羅 嘉
興，鄺健銘，鍾明浩，
周恒晉，鄧駿騏
服務項目今次比賽的必修項目，
是各隊的必爭之地，競爭相當激烈。 
- 服務項目今次比賽的必修項目，是各
隊的必爭之地，競爭相當激烈。要在眾
多隊伍中突圍而出，”創新”是唯一的方
向。
我們的創新目標是將攤位遊戲模式來一個革命。
團隊利用 Microsoft Kinect ™ 自家製作一套體感電
腦遊戲。

縱管有多創新，另一個致勝元素是”堅持”, 
由題目公布的第一天開始，團隊堅持每兩

星期進行項目匯報會議。對計劃書一切
細節的堅持，對遊戲內容質素的堅持。
創新與堅持做就服務項目的成功，做
就一個項目的冠軍。 

參賽成員：周恒晉，黃振遠

氣 槍 射 擊 比 賽 並 非 傳 統 的 技 能 比
賽，當我看見通告的一刻都感到頗
為驚喜。畢竟我參與 IPSC 的槍齡已
踏入第八年，如此熟練的項目本應駕輕
就熟，但相反地本應因為經驗差距而造成

的優勢，反而對自己及隊友造成壓力，另一方
面又未知其他隊伍又會否同樣派出有相當經驗的

射手參賽，壓力加倍。由於要隱藏實力，於訓
練班及練習的時候都不能將實力顯現，減少

了練習機會。而到第一天比賽，因為器材問
題、心理因素影響，都未能發揮出應有的

表現。翌日的比賽便重整旗鼓，調整好
心理情緒，互相觀察對方，於每次射

擊後都檢討，再商討下一場的對
策，便是今次氣槍射擊比賽的

致勝之道！

參賽成員：羅嘉興，劉曉峰，周恒晉

童軍運動注重戶外活動，美麗的大自
然是我們戶外活動的重要場所。作為地

球上的一份子，環境保護是一個重要的議
題。我們深明這點，因此特別用心準備專

題計劃書。我們分組到了多個營地及總會進行實
地視察，又分析了數十個童軍活動，以尋找更多
童軍運動可實踐環境的方法，例如，我們計算
過，煲湯、烚蛋、煮麵時減少 100 毫升用水
量，就可以減少 5 克碳排放。我們相信，
只有用心做，才可建造一條可持續童軍
運動的一條康莊大道。

文：港島第 236 旅樂行童軍團比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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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年比一年進步，一班兄弟除了要經得起辛
勞訓練外，最值得感動的必定是凝聚了一份無可取
替的友誼。

端午節，農曆五月初五夏季的一個驅除瘟疫的
節日；龍舟，一項吳越至今為人所熟悉的一個的活
動。

端午龍舟競渡即有人們在夏天賽龍舟活動來驅
除疾病之意思，有一項活動既可有益身心於炎炎夏
日，亦可以由我們童軍兄弟姊妹來展示燃燒充滿活
力與團隊精神！

記得去年賽得亞軍，大家都雖然有感可惜，而
且龍舟亦並不是我們熟悉項目。但今年所備戰時
間，的確比去年早，由開始召集去年參加隊員，然
後再招募新隊員，至尋找地方操練，都有賴各位兄
弟姊妹幫忙，在此感激各位。

『常準備』意味著身邊所有事物都對自己重
要，賽龍舟要操練，操練要準備有人手、龍舟、器
材、適合而且安全地方…缺一不可。

端午當日眼見各隊伍於精神奕奕、準備充足備
戰，個個士氣高昂的摩拳擦掌提起龍舟槳，賽事鳴
聲一響，各隊健兒隨著鼓聲節奏向終點進發，一槳
一槳憑著意志齊槳奮力向前，最後以港島地域代表
隊勝出賽事。

能夠結集一群童軍齊心為一項活動，而且可以
聚集到一隊廿多位兄弟姊妹同心協力來支持，這份
友誼才是難能可貴。希望這份友誼延續，更希望每
位能夠感受龍舟活動精神，這項充滿人情味的運
動。

文：盧世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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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是香港童軍與綿陽青少年活動中心正式結盟的
一年，港島地域也有代表團於 7 月參加了四川的交流服務，
開始了川港青少年的交流平台。

8 月中，70 位來自四川綿陽的青少年來訪香港，維城區
在大潭童軍中心負責接待他們，於 8 月 11 日共同舉行了「維
城綿陽童樂日」，這可以說是川港交流計劃的跟進活動。
70 位維城人經過多月的準備，在大潭架起了韆鞦架、瞭解
塔、白色帳篷等，準備了很多有趣的遊戲，與他們共渡了
「童軍生活的一天」。

早上的開幕禮，邀請了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
吳家亮先生及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阮澤銘先生出席，
綿陽的朋友們見到吳總監都很高興，因他 7 月時才剛到過
綿陽青少年活動中心參加開幕典禮。小組遊戲的時候，大

家玩得非常熱情，簡直分
不開誰是維城人，誰是綿陽
人。下午的分站活動更精彩，估不到
雞蛋仔檔比玩水柱更受歡迎……最受歡迎的禮物是皮巾扣
……最令綿陽人興奮的原來是快樂傘……

5 時，我們開始 BBQ，這對綿陽朋友來說，又是一種
新的經驗，雖然我們的辣椒酱預備得不夠，但他們還是燒
得非常起勁。之後，我們進行了營火會，綿陽的朋友也有
表演呢。玩了整整 12 個小時，至晚上 9:00，我們懷着依依
不捨的心情送了綿陽的朋友們上車，回洞梓營地，他們很
多都是第一次來童軍營地，第一次與香港童軍一同活動，
第一次接觸童軍運動，我們也有不少維城人是第一次用普
通話玩遊戲，第一次與四川的青少年交朋友，相信今後，
這樣的交流活動，必定可以更多開展。

文：羅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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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島南區區會主辦之「港島
南區邁向三十大露營」，於2012年8月3日至
8月5日在大潭童軍中心舉行，預祝港島南區明年成立
三十週年。今年大會以「南區漁村」為主題，當中營門、膳食、
佈置，以至紀念章都以南區特色示人，總共吸引了十個旅團參與。

第一晚活動名叫「環食風情匯型南」，大會巧妙地以懷舊形式供應南區知名美食，每位營友手持點心卡，
便可到多達十個攤檔換領經典美食，諸如「藍記春卷」、「蔗記山窿魚蛋」、「食自記碗仔翅」、「細佳B甜品
」等，相信南區人一定對這些攤檔名及美食懷有親切感。

營期間天氣炎熱，大會亦細心地安排大量水上及消暑活動供營友耍樂，故第二天的活動名為「衫濕迎營樂
滿FUN」，就是讓大家玩到濕身。當晚晚會可說為整個營期掀起高潮，營友被分成四族比併舞蹈，還有一
眾總監打扮成美國隊長、蜘蛛俠、阿凡達等英雄造型，上台表演趣劇，為營友帶來一幕幕歡笑。

經過一連兩日的水陸激鬥，營友都無懼玩到全身濕透，一於在營期最後一天繼續
打水戰過過癮。三日兩夜大露營在各旅團領袖、港島地域章會、港島童軍先
鋒工程會、海上活動小組、港島童軍氣槍射擊會等協助下順完成，正如
副營主任周震宇所言，這次大露營希望營友能了解多些舊南區的
生活和文化，享受一次愉快及難忘的露營經驗。

文：葉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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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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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7 日 晚上 7 時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12 分享會 阮澤銘
2012 年 12 月 5 日 海外遠足樂趣多 陳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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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問：
青少年活動及公共關係小組委員會主席
高威林先生 BBS, MH
地域總監關祺先生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阮澤銘先生

總編輯： 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馮紫卿小姐
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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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李瑞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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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已於本年七月在英國倫敦舉行，而
每年一度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
奧委會），主辦的 2012 奧運日暨奧運歡樂跑已於 2012 年 6
月 24 日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順利舉行。一如以往，本
地域被邀請派員協助擔任收發跑手行李包。本年度共派出
50 名青少年成員及領袖協助。

比賽當日由於天氣不太穩定，大部份的時間是陰天及下
著傾盆大雨，但各童軍們仍克盡己任，努力完成所有工作。

文：港島地域發展部

大潭童軍中心（大潭）將於本年十一月踏入四十周年。
驀然回首，四十年前，大潭仍是一片荒涼。幸得當年不少
有心有力的童軍前輩，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身體力行，
為香港的童軍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在過去的四十年光景裡，相信大家在大潭留下了不少
足跡，有歡笑、有汗水，而留得住這一幕幕畫面的，就是
歷年來大家在大潭裡拍下的照片。我們現在誠邀各童軍兄
弟姊妹們，貢獻大家認為很有紀念價值的照片，齊來參加
「一人一故事」相片徵集活動，讓我們能搜集這四十年來，
大潭最感動、最動感的一幕，在下年的「動感．感動．大
潭四十」的活動上，再呈現於各位眼前。

參加辦法十分簡單，大家只要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或
以前，以『大潭四十相片徵集』為電郵主題，將作品連同
一段不多於６０個中文字或１２０個英文字元的相片描述，
傳至以下電郵地址：ttsc40@gmail.com。

參加者提交的照片數目和次數不設上限。比賽將分為
兩階段，首階段將由大會遴選部份優秀相片為入圍作品，
而次階段大會將入圍相片及相關描述上載至大會社交網站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taitamscoutcenter

供童軍人士投票。投票以相片獲得的「like」的數目為
準。於 2012 年 12 月 20 日前，最多「like」的首三名作品，
將獲「大潭童軍中心免費宿營券」。

更多詳情可瀏覽地域八月的特別通告第 16/12 號。希望
大家踴躍參加！

文：陳迪恒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