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獅表演助慶 嘉賓祝酒

開金豬儀式

財神爺派利是 遊戲環節

何文田區勇奪總監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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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辛卯年新春團拜暨聯歡晚宴」已於 2 月 19 日（星期六）在香港童

軍中心地庫漢寶皇宮酒樓舉行。當日下午，各嘉賓徐徐到場，見面後互相祝賀

一番，氣氛一片熱鬧。約下午 5 時許，團拜儀式正式開始，首先由香港總監

陳傑柱先生、地域會長鄧錦雄博士、地域主席徐美端小姐、地域總監李德仁先

生、地域名譽會長何榮高先生及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周建榮先生為醒獅點睛及

簪花掛紅。接著是姜偉忠龍獅團的表演，醒獅點晴後隨著鼓聲舞得活靈活現，

更在採青後大派「金幣」。接著由地域會長鄧錦雄博士致新春賀辭，祝賀在場

各嘉賓新年進步及身體健康。最後是祝酒及開金豬儀式，緊接晚上還有新春聯

歡晚宴。

辛卯年
新春團拜

暨
聯歡晚宴

文：張秀英

晚上 7 時許，新春聯歡晚宴正式開

始。當所有嘉賓就座後，財神及運

財童子童女穿梭於各席位間，向在

場各嘉賓大派利是。晚宴當中，更

安排多項遊戲節目以爭奪總監盃，

包括有競飲比賽、似是而非尋「兔」

字、龍鳳呈「長」等遊戲，過程既

激烈又有趣。令在場嘉賓非常投入

的環節就是抽獎，而最後由何文田

區勇奪總監盃，晚宴在 10 時許結

束，各嘉賓均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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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國權總監為大會致歡迎辭

典禮進行中 典禮完成，來個大合照！

2011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舉行了「2010 年度九龍地域總領袖獎章頒獎典禮」，貝登堡聯誼會聚集了應屆考獲總領袖

獎章的童軍支部成員，籍此獎勵各獲獎者所付出的努力，並鼓勵他們繼續為下一個目標進發。

是次頒獎典禮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譚國權先生擔任主禮人，由各區總監／區代表頒發「總領袖獎章」

證書予所屬區之獲獎者。 之後更為各成員及嘉賓準備了豐富的晚宴，還有遊戲環節及豐富禮品，各人都投入參與，享受這

段歡樂時光。

九龍地域總領袖獎章頒獎典禮
文：黃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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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油尖旺區弱勢社群能歡渡新春佳節，由油尖旺區

節統籌委員會社區共融委員會、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

辦，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協辦，油尖旺區議會及油

尖旺民政事務處支持的「油尖旺區節—社區共融盆菜

宴」已於1月22日（星期六）假麥花臣球場圓滿舉行，

令到寒風陣陣的週末黃昏突然充滿溫馨氣氛。

當日大會請到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先生 SBS,IDSM, 太

平紳士、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何靖先生、油尖旺

民政事務專員郭黃穎琦太平紳士、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福利專員黎馮寶勤女士、油尖旺區康樂事務經理蘇定

律先生、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太平紳士、油尖旺

區節統籌委員會主席高寶齡 BBS,MH, 太平紳士、油尖

旺區節統籌委員會社區共融委員會主席黃萬成議員、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吳惠權博士、常務副主席陳勇

前先生及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彭開發先

生蒞臨主禮。在歡迎辭及嘉賓致辭當中，區節統籌委

員會主席高寶齡 BBS,MH, 太平紳士及保安局副局長黎

棟國太平紳士均讚揚活動主辦及協辦單位在是次活動

中表現出關愛弱勢社群的善心，為普羅大眾謀取福祉，

讓各參加者在寒冬之下感受到社會人士的關懷及愛

護，期望活動能讓大家在享受美食之餘，更能感受到

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致辭後頒發各主禮嘉賓、活動

贊助人、協助單位及服務團體紀念品。其後由社區共

融委員會主席黃萬成議員致謝辭，謝辭中除多謝各贊

助人、主禮嘉賓蒞臨主禮及各服務團體的支持及響應

外，尤其是九龍地域派出童軍成員二百多人協助，令

大會能順利舉行。在眾嘉賓大合照後，台上各嘉賓在

油尖旺區節推廣大使胡渭康領唱下更合唱一曲「油尖

旺區節主題曲」為活動展開序幕；活動中除舉行精彩

的歌唱表演外，更進行幸運大抽獎助慶，令筵開 188

席之嘉賓及參加者均能歡渡一個充滿溫暖的週末。

童軍會為協辦團體，特邀九龍地域各單位派出童軍人

士到場協助，並由旺角區副區總監吳琪先生負責協調

各童軍成員的工作崗位，以達至最佳效果，當日計有

九龍第 10 旅、第 15 旅、第 19 旅、第 21 旅、第 62

旅、第 91 旅、第 93 旅、第 136 旅、第 154 旅、第

199 旅及第 217 旅等超過 200 多名童軍及領袖參與，

每席均有童軍協助參加人士及控制大會秩序、分發參

加者紀念品及協助各長者領取抽獎禮物等，由於參與

的童軍都能直接協助參與人士，表現非常落力，足可

讚賞，活動在各項表演及一遍歡樂氣氛下圓滿結束。                                              

童軍服務 融入社區

社區共融盆菜宴 溫馨傳遍油尖旺
文：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行政）吳金妹

童軍服務 融入社區

社區共融盆菜宴 溫馨傳遍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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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新春佳節，旺角區會主辦之「辛卯年新春團拜」活動已於 2 月 27

日（星期日）假沙崙堂學校順利舉行，當日共有超過 300 多名政務委員、

嘉賓、區職員、領袖、童軍人士及家長參加，場面熱鬧。

當日除邀請到童軍總會、地域各級總監、各友區區總監、領袖、家長及旅

團出席外，更得到政府官員、中聯辦要員、社會賢達等數十位人士出席活

動。在精彩的醒獅表演後，由會長黃建基先生及主席梁偉基先生分別致歡

迎辭及謝辭。黃建基會長在致辭中除感謝各政務委員及領袖能以無私的精

神推動童軍運動，令區會會務得以發展理想外，亦預告旺角區會將於本年

7 月份舉行「旺角區童軍大會操暨嘉年華會」活動，慶祝童軍運動一百周

年，期望各童軍成員踴躍參與，致辭中更感謝各政務委員的大力贊助及區

職員之協助，令區會在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中取得美滿成績。

其後由梁偉基主席致謝辭，梁主席感謝多年來各總監、政務委員及領袖支

持和鼓勵，將繼續加強各項社區服務活動，以提升童軍形象外，更會積極

參與即將舉行之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之各項慶祝活動，共賀百歲之喜；同

時感謝各位名譽會長、副會長及副主席對旺角區會的支持。其後由區總監

譚寶星先生、副區總監吳琪先生及葉偉良先生頒發各項獎勵，本區主席梁

偉基先生更榮獲「優良服務獎章」，謹此祝賀。

隨後由各首長及嘉賓一同主持開金豬及祝酒儀式，各名譽會長及各政務委

員主持抽獎助慶，一片熱鬧及歡笑聲中，在茶會後活動圓滿結束。

旺角區辛卯年新春團拜
文：小童軍區長吳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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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 3 個月由旺角區會舉辦的深資童軍環保大使訓練班終於結束了，

對這次訓練班的感想是十分難忘，因為今次訓練班除了一般課節、

參觀及進行筆試考核外，還讓一眾深資童軍在區內旅團第 10 旅、第

35 旅及第 217 旅實習如何做一個環保大使。 對於他們來說是令人

預料不及，整個實習過程中他們下了不少功夫，由籌備活動至充當小

講師教導幼童軍及童軍環保知識，做起上來有板有眼，充滿熱誠及創

意，對我來說感覺的確有點始料不及。在此感謝各位導師的幫忙教導

這班小領袖，更令我對深資童軍的未來是充滿信心，作為未來的領

袖，必定要準備好這些條件，以接受將來的挑戰，積極將環保訊息帶

給下一代！

製作再造紙

實習旅團 - 九龍第 35 旅幼童軍的大合照

合力製作再造紙

課堂環節 訓練班大合照

感動迴響的深資童軍
環保大使訓練班

文：麥婉晶

“這次的實習對我來說，是一項嶄新的挑戰，今次的實習

令我獲益良多 ...... ”------------------------------ 學員馬穎琪

“不單是我們深資童軍考獲獎章，我們甚至可以協助幼童

軍們考獲環保章，意義重大，令我深深感受到甚麼是薪火

相傳！”----------------------------------------------- 學員華敏婷

“當中最深刻的應該是與隊員討論實習之中的內容，我們

曾經試過因為小事而吵起來，但最後都能夠解決了，在討

論的過程中，我領會到接納別人意見的重要。”------------

----------------------------------------------------------- 學員聶嘉威

“最重要是我們能在這次實習中學會了如何籌備一次活

動，並且成功將環保訊息帶給幼童軍們！”-- 學員林雋逸

“這次的訓練班中我更加明白到為人師表的感覺和壓力，

學到的不只是環保知識，還得到很多經驗。”學員周司朗

“很感激每一位組員，他們毫無怨言，共同解決難關，連

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們真的成功舉辦了。”-- 學員陳寶蓮

“今次是我第一次和組員自己由頭計劃好一個訓練班至完

成，真的很有成功感。”-------------------------- 學員姚潔雯



深水埗東區－區退修會
文 : 副區總監（行政）李家豪本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晚上 10 時假西貢早

禾坑警察康樂中心舉行深水埗東區－區退修會，

在一片歡樂聲中及各人肚皮脹滿的情況下終結。

全區區職員團結一起參與團體活動，分組小手

工製作。回顧及檢討過去一年各支部活動及訓

練的成果，區總監高度評價各區職員的工作表

現，一同邁向 20 周年紀念活動。

九龍城區辛卯年新春團拜
文：區領袖  林聲隆

九龍城區兔年新春團拜已於 2 月 27 日（星期日）假王錦輝活動中心舉行。當日荷蒙總幹事李家山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並聯同區主席李昌富先生及區總監黎國榮先生為醒獅點睛及簪花掛紅。團拜於下午4時半開始，會場嘉賓雲集，十分熱鬧，來賓包括副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行政）彭開發先生，各地域仝寅，以及各友區總監、制服人員、會友委 員和旅團領袖及青少年成員，會場洋溢著一片新春歡樂氣氛。

首先，各主禮人齊集台前，鳴放花炮，寓意兔年會務興盛。接著是區主席李昌富先生和名譽會長王錦輝先生分別為大家送上新年賀辭，然後是開金豬儀式，一句「金豬一開、好事齊來」，為儀式揭開序幕。在唐氏綜合症協會唐氏會醒獅隊為我們醒獅表演後，便是授旗儀式。由區總監黎國榮先生授旗予新成立的旅團－九龍第 1703 旅（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及九龍第 1064 旅深資空童軍團。

團拜的尾聲是祝酒，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由財神派利是之後，美酒佳餚接踵而至。當天晚上，區會預備了豐富的盤菜到會，筵開 5 席，觥籌交錯，人人皆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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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又益智的主席盃 
文：黃冠生

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本團假鄧鏡波學校舉行了「第三屆主席盃」比賽，是次主題為「益智遊戲」。

今屆比賽項目被我等領袖譏為「低智」遊戲比賽，皆因在管委會上之討論結果令我們這些顧問領袖啼笑

皆非。他們最初決定以益智遊戲為主題，自當沒有大問題，但當投票選擇何種遊戲時，他們最終選出飛

行棋、UNO、康樂棋，結果甫定，領袖便譏之為「低智」遊戲比賽，均因除康樂棋要有少少技巧外，其

餘均為撞運氣成分居多的遊戲。

賽前大家沒有甚麼好準備，我本以為定是無驚無喜便完成半天的活動，事實卻非如此 ......

一副小學生都懂的飛行棋，卻令一群看似成熟的領袖及成員大喊大叫，興奮不已；一副簡簡單單的 UNO

引致笑聲震天；一副副古老的康樂棋，令年紀較長的領袖拾回童真，但部分隊員竟從未接觸過這種遊戲，

真的不可思議！

歡愉的半天，轉眼消逝，賽果當然是無法預測，但結果又令大家有點認同，似乎在反映他們的「智力」。

最終成績：冠軍（陳浩生）；亞軍（彭梓鳴）；

季軍（陳素芯）。

最後，在此衷心感謝各成員、領袖的投入及參與，

鄧鏡波學校免費借出場地及康樂棋，還有何文田

區的三巨頭－劉天驥區會長、余能就區主席、鄧

念慈區總監親臨支持及頒獎，使我們能圓滿舉行

第三屆主席盃比賽。

賽後留影

感謝劉天驥區會長的支持

令人大叫的飛行棋比賽

康樂棋比賽後留影

感謝余能就區主席的支持

冠亞季軍得主

令笑聲震天的 UNO 比賽

九龍第 1532 旅

樂行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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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訓練資訊

2011 年 /
月份

舉行日期 訓練班 / 活動名稱 截止報名日期

5 月

2011 年 5 月 8 日 幼童軍錦標賽 2011 (KT/10/11) 4 月 4 日

2011 年 5 月 11, 14, 
18, 21-22, 28-29 日

第 66 屆童軍支部技能訓練班 (KT/09/11) 4 月 8 日

2011 年 5 月 18, 21, 
22 日

第 87 屆幼童軍基本原則訓練班 (KT/06/11) 4 月 11 日

本刊物公開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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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最少 3張相片。

每期之截稿日期為雙數月之月底。

本刊保留刪改權，如有異議，請先聲明。
稿
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