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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樂行童軍百周年紀念，本刊特製作
專題介紹樂行童軍的歷史、樂行童軍大會及
錦標賽等。常言道：青少年是社會的棟樑，
樂行童軍便肩負起這使命。「青年參與決
策」更是樂行童軍成員回應社會訴求的發展
策略，期待他們更熱心參與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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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STEM成為香港教育界的熱話，
其實各項童軍活動的STEM元素俯拾皆是，
由大型的交流活動主題，以至日常的集會活

童軍物品供應社網上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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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都見資訊、科技及科學的影子。這期，
我們將在大灣區的考察活動看到深圳的科技
進步，又可以在日常集會中製作「自動小遊
艇」。

前言
樂行童軍的誕生
樂行童軍大事年表
樂行童軍大會
樂行童軍錦標賽
樂行童軍議會
樂行童軍冷知識
談樂行童軍支部的未來發展
——專訪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
結語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山水鄰人」專欄
已是最後一期。陳濤為各位介紹香港本土的
動、植物，圖文並茂，資料詳盡。這專欄除
了增進我們的知識外，更希望大家珍惜香港
郊野和大自然的「鄰人」。期望筆者日後再
為本刊撰文，介紹香港以外的大自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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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外及內地交流活動聯合授旗禮
Asia-Pacific Regional Workshop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走進大灣區 —— 深圳科技篇
青網大使知識產權專章計劃
2018年度模範童軍選舉
走進機場神秘的角落
北葵涌區45周年紀念活動 —— 港澳幼童軍交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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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集會小活動 —— 自動小遊艇
山水鄰人 —— 香港的珍稀哺乳類動物

悼文
26-27 Obituary of Tse Ping-fui   悼念總會名譽總監謝炳奎

總部通告

香港童軍老前輩總會名譽總監謝炳奎（老
總）於日前離世，享年94歲。老總對香港童
軍運動貢獻良多，由昔日擔任地方總監、尋
覓大潭童軍營地、開拓童軍專題集郵等，不
一而足。在此，編輯組對老總三指致敬。

訂閱12期《香港童軍》
只需填妥訂閱表格，並連同所需郵費（本地訂戶只需
港幣45元；而海外訂戶則需港幣90元/185元）擲交九
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10樓香港童軍總會公
共關係署《香港童軍》編輯組。
本地訂戶 :

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7168/
application_local_16.pdf

海外訂戶 :

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7169/
application_overseas_06.pdf

28-29 總部通告

投稿細則
歡迎各童軍成員投稿，請把作品擲交總會公共關係署《香港童軍》編輯組或電郵至
hkscouting@scout.org.hk。無論是文章、相片、圖畫也無任歡迎，文稿一經刊登，可獲精美投
搞章乙枚。
投稿細則如下：
• 每頁字數為300字，照片不多於10張；
• 請勿一稿兩投，除特殊情況外，本刊恕不接受已發表過的文章；
• 稿件必須以原稿紙書寫或另附光碟/電郵至編輯組，格式為doc或txt；
• 數碼相片請勿插入文章內，須另儲存在CD/電郵至編輯組，格式為jpg；
• 稿件敬請註明作者姓名、日間聯絡電話、所屬童軍單位及職位（如欲以筆名刊登，亦須附真實
姓名、所屬單位及職位）；
• 每期的截稿日期為上月的15號；
• 本刊不設退稿（包括稿件、照片及圖畫）；
• 來稿者及有關專欄需文責自負，如引錄資料或他人文章，須註明出處；
• 來相需由投稿者拍攝或已徵得拍攝者同意，確定版權並無問題，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 投稿如在活動後個半月內擲交編輯組，將獲優先考慮刊登；
• 編輯組保留來稿的刊登、出版、轉載、刪剪、修改、展覽或作宣傳用途而不另行通知及付酬；
• 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編輯組即有權透過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網頁）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
章及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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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的誕生

早期羅浮童軍肩章
1917年Senior Scout肩章

早期的羅浮童軍制服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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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宣誓儀式

行童軍（Rover Scout）於1918年成立，轉眼已經百年。

樂

Rover一字有著荒野流浪者之意，代表樂行童軍成員都是熱愛大自然、富冒險精神和
勇敢獨立的人。童軍創辦人貝登堡勳爵認為“Rovers are a brotherhood of the Open Air
and Service. They are Hikers on the Open Road and Campers of the Woods.”，意指
樂行童軍在野外活動和服務過程中盡顯手足情誼，是徒步旅行和露宿在森林的遠足者。
與其他支部一樣，貝登堡勳爵創立樂行童軍時亦為它訂立了一個主題——「武
士」。貝登堡勳爵參照了亞瑟王及其「圓桌武士」的傳奇故事，把樂行童軍視作為行俠
仗義的「現代武士」，就像英國及童軍運動主保聖人聖佐治（St. George）一樣，故樂行
童軍的宣誓儀式亦參考了古時冊封武士的儀式。
香港樂行童軍運動始於1922年，早年跟隨內地將Rover譯作「羅浮」，至1950年代
才改譯作音義較佳的「樂行」，意指樂於行善及身體力行。
在樂行童軍百歲壽辰之年，世界各地都舉辦了不同的慶祝活動。今期我們帶大家回
顧過去，重溫樂行童軍百年來的大事，並邀請了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
文俊為大家介紹樂行童軍的未來動向。

香港樂行童軍運動
香港樂行（羅浮）童軍運動始於1922年，不過因人數不多而未能獨
立成團，只以樂行（羅浮）小隊形式附屬於童軍團。而第5旅（Roving
Fifth）則可能是全港首個以樂行（羅浮）活動（Roving）命名的童軍單
位，該名字首次出現於1922年4月英王太子訪港時於總督府受檢閱的名單
中，當時亦只有第 5 旅同時設有樂行（羅浮）童軍。

1960年代使用的樂行童軍
帽章（左）及會員章（右）

1980至1990年代樂
行童軍制服上的標誌

HK SCOUTING 412

樂行童軍百周年

1

917年英國童子軍總會通過成立一個新支部，訂名為Senior Scout，以
保留年紀已達15至18歲的童子軍。但由於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
新支部很快便因為領袖短缺等原因而告終。
後來，貝登堡勳爵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童軍為前線軍人提
供休息和娛樂的「童軍小屋」（Battlefield Scout Huts）的經驗，將新支
部的主要對象改為18歲以上的青少年，特別是從戰場回來的年輕軍人。
1918年8月，貝登堡勳爵在英國童軍總會的Headquarters Gazette （《會
刊》）中首次提及Rover Scout。同年9月，英國童軍總會推出Rules for
Rover Scouts 小冊子，介紹樂行童軍的組織及制服等，標誌着樂行童軍支
部正式成立。1919年11月，貝登堡勳爵撰文介紹樂行童軍支部的特色，並
提出它是童子軍運動內的第三個漸進式支部，以戶外活動和服務（服務自
我、童軍運動及社會）為支部特色。
1922年，由貝登堡勳爵撰寫的Rovering to Success 出版，該書就青
少年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提出建議，亦列明了樂行童軍的目標、方法、組織
及規條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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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童軍經歷了百年的發展，歷盡轉變：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1917年

英國童子軍總會成立Senior Scout，但成效不理想只維持了不夠
一年便告終。

1918年8月

貝登堡勳爵參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童軍小屋」的模式，宣布成
立樂行（羅浮）童軍Rover Scout。

1922年

貝登堡勳爵編著的Rovering to Success 出版。同年香港開始有樂
行（羅浮）童軍單位組成。

1931年

第一屆世界羅浮大會在瑞士國際童軍中心舉行。

樂行童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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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大事年表

1940年8月 第一屆全港羅浮大會在聶高信山舉行。
香港將Rover的譯名由「羅浮」改為「樂行」。

1956年

推行新制，「貝登堡獎章」面世。

1967年

英國根據《未來動態報告書》的建議，取消樂行童軍支部以鼓勵
成員轉任領袖，香港亦緊隨於1969年取消樂行童軍支部。

1977年

香港在4月脫離英國總會，成為世界童軍組織會員，決定復辦樂
行童軍支部，將社會服務旅重新編制為樂行童軍。同年5月及6月
分別舉行了「樂行童軍周年主席盾比賽」及「樂行童軍舞會」。

1978年

樂行童軍支部改組為樂行童軍署，同年頒布「有關樂行童軍組織
之政策文件」。

1980年

樂行童軍撥歸活動與訓練署，並編制新的政策和訓練計劃。

1982年

規定全港樂行童軍使用深藍色領巾及團號肩章，同年推出復辦後
第一本訓練綱要。

1988年

樂行童軍正式成為第五個訓練支部。

1990年

介紹樂行童軍歷史、訓練及活動等的《樂行之道》出版。

2011年

重新設立樂行海童軍及樂行空童軍，樂行童軍的年齡上限改為
26歲。

2012年

推出「貝登堡獎章」領袖標誌，同年樂行童軍議會成立。

2015年

根據2010年《支部發展研究報告》的建議，推出新《樂行童軍訓
練綱要》。

2018年

樂行童軍100周年，世界各地樂行童軍舉辦不同的慶祝活動。

第12次世界羅浮童軍大會
第14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國童軍總會於1923年10月在伯明翰舉行了首次全國羅浮大會。而第一

英屆世界羅浮大會則於1931年在瑞士國際童軍中心舉行。而“Moot”字
有聚會的意思，曾被譯為樂行（羅浮）童軍大會和樂行童軍大露營等。
1961至1962年的「第七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在澳洲墨爾本舉行，
由於交通問題令不少位處北半球的樂行童軍未能出席，令參加人數大幅減
少。因而令世界童軍組織決定停辦世界樂行童軍大會，改為每四年舉辦一次
“Moot Year”，鼓勵成員國自行舉辦相關的童軍活動，增加樂行童軍參與
人數。這情況一直維持至1982年。
1980年代各國的樂行童軍有復興的趨勢，在1985年的世界童軍會議決
定重新舉辦「世界樂行童軍大會」。復辦的「第八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於1990年底同樣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由於不是所有地區都以Rover作為支部
名稱，大會名字由“World Rover Scout Moot”改為“World Moot”（及
後稱為“World Scout Moot”）。現時由國際層面舉辦的樂行童軍大會多只
用“Moot”一字，較少使用“Rover”（如：“Asia-Pacfic Region Scout
Moot”），而各成員國在本地舉辦的「樂行童軍大會」仍會稱為“Rover
Moot”。

全港樂行（羅浮）童軍大會
早年香港並沒有專屬樂行（羅浮）童軍的活動，成員主要協助各項活動
進行。直至1940年8月才在聶高信山舉辦第一屆全港羅浮大會，當時約有70
名羅浮童軍及深海羅浮童軍出席。

第15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1915年第3屆全港羅浮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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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童軍經歷了百年的發展，歷盡轉變：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1917年

英國童子軍總會成立Senior Scout，但成效不理想只維持了不夠
一年便告終。

1918年8月

貝登堡勳爵參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童軍小屋」的模式，宣布成
立樂行（羅浮）童軍Rover Scout。

1922年

貝登堡勳爵編著的Rovering to Success 出版。同年香港開始有樂
行（羅浮）童軍單位組成。

1931年

第一屆世界羅浮大會在瑞士國際童軍中心舉行。

樂行童軍大會

題

題

樂

專

專

樂行童軍大事年表

1940年8月 第一屆全港羅浮大會在聶高信山舉行。
香港將Rover的譯名由「羅浮」改為「樂行」。

1956年

推行新制，「貝登堡獎章」面世。

1967年

英國根據《未來動態報告書》的建議，取消樂行童軍支部以鼓勵
成員轉任領袖，香港亦緊隨於1969年取消樂行童軍支部。

1977年

香港在4月脫離英國總會，成為世界童軍組織會員，決定復辦樂
行童軍支部，將社會服務旅重新編制為樂行童軍。同年5月及6月
分別舉行了「樂行童軍周年主席盾比賽」及「樂行童軍舞會」。

1978年

樂行童軍支部改組為樂行童軍署，同年頒布「有關樂行童軍組織
之政策文件」。

1980年

樂行童軍撥歸活動與訓練署，並編制新的政策和訓練計劃。

1982年

規定全港樂行童軍使用深藍色領巾及團號肩章，同年推出復辦後
第一本訓練綱要。

1988年

樂行童軍正式成為第五個訓練支部。

1990年

介紹樂行童軍歷史、訓練及活動等的《樂行之道》出版。

2011年

重新設立樂行海童軍及樂行空童軍，樂行童軍的年齡上限改為
26歲。

2012年

推出「貝登堡獎章」領袖標誌，同年樂行童軍議會成立。

2015年

根據2010年《支部發展研究報告》的建議，推出新《樂行童軍訓
練綱要》。

2018年

樂行童軍100周年，世界各地樂行童軍舉辦不同的慶祝活動。

第12次世界羅浮童軍大會
第14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國童軍總會於1923年10月在伯明翰舉行了首次全國羅浮大會。而第一

英屆世界羅浮大會則於1931年在瑞士國際童軍中心舉行。而“Moot”字
有聚會的意思，曾被譯為樂行（羅浮）童軍大會和樂行童軍大露營等。
1961至1962年的「第七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在澳洲墨爾本舉行，
由於交通問題令不少位處北半球的樂行童軍未能出席，令參加人數大幅減
少。因而令世界童軍組織決定停辦世界樂行童軍大會，改為每四年舉辦一次
“Moot Year”，鼓勵成員國自行舉辦相關的童軍活動，增加樂行童軍參與
人數。這情況一直維持至1982年。
1980年代各國的樂行童軍有復興的趨勢，在1985年的世界童軍會議決
定重新舉辦「世界樂行童軍大會」。復辦的「第八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於1990年底同樣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由於不是所有地區都以Rover作為支部
名稱，大會名字由“World Rover Scout Moot”改為“World Moot”（及
後稱為“World Scout Moot”）。現時由國際層面舉辦的樂行童軍大會多只
用“Moot”一字，較少使用“Rover”（如：“Asia-Pacfic Region Scout
Moot”），而各成員國在本地舉辦的「樂行童軍大會」仍會稱為“Rover
Moot”。

全港樂行（羅浮）童軍大會
早年香港並沒有專屬樂行（羅浮）童軍的活動，成員主要協助各項活動
進行。直至1940年8月才在聶高信山舉辦第一屆全港羅浮大會，當時約有70
名羅浮童軍及深海羅浮童軍出席。

第15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1951年第4屆全港羅浮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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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議會

專

專

樂行童軍錦標賽

題

題
在嘉年華宣傳樂行童軍支部

2017年議會成員

2016年議會成員

1988年度冠軍九龍第
21旅獲頒訓練總監盃

在2016年協助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童軍組織財務會議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1988年全港樂行童軍大賽

其他支部一樣，樂行童軍支部都有專屬的全港性比賽。根據1978年總會年報所記載，當年

與的主席盾團際比賽冠軍由第5旅樂行童軍團獲得，而1979年則由九龍第154旅獲得冠軍，可
見主席盾是在樂行童軍支部於1977年復辦後，初期舉辦的周年性全港樂行童軍支部比賽。比賽
後來經過多次改名，於2000年改稱為「樂行童軍錦標賽」。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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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9cm

青少年成員到青少年活動署轄下各個委員會發表意見。

實踐青年參與

由於不少新加入的樂行童軍都沒有童軍經驗，和擁有多年童軍經驗的樂行童軍相比，在童
軍技能上無疑較為不利。為了讓他們都能參與錦標賽，近年「樂行童軍錦標賽」的項目漸趨多
元化，除了基本的童軍技能項目，還包括了氣槍射擊比賽及烹飪比賽等，甚至參加香港馬拉松
十公里賽事也曾是比賽分項項目之一，十分多元化。

總會於2012年成立「樂行童軍議會」，進一步實踐青年參與。「樂
行童軍議會」的主席更成為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及總會樂行童軍組的當然成
員，將青少年成員的聲音帶進一向只有成年領袖參與的會議。自2016年開
始，該議會主席更自動成為總會執行委員會的觀察員，而其他議會成員亦
有機會參與總會各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如年前總會修訂《樂行童軍訓練
綱要》時，便邀請了議會成員反映「用家」意見。

重視社區服務

以服務社會為己任

樂行童軍支部的銘言是「服務」，所以近年的錦標賽都包括服務項目，參賽的樂行童軍團
需要擬訂一個社區服務計劃並予以實行。
今年的「樂行童軍錦標賽」——「童軍技能」項目比賽已於6月23至24日舉行，而「社區服
務計劃」項目亦正如火如荼進行中。錦標賽的各個獎項到底花落誰家，還請大家密切留意青少
年活動署的通告。

樂行童軍議會在議事之外，亦有貫徹樂行童軍的服務精神。議會在
2013年組織樂行童軍服務隊，鼓勵成員走進社區，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亦曾到郊野公園向大眾宣傳「不留痕」概念和向露宿者派發食物。
此外，服務隊亦幫助南亞裔小朋友融入社區，教授他們童軍及生活技能，
並帶他們到香港的景點遊覽。

比賽項目多元化

w: 6.5cm

1993年的「第33屆世界童軍會議」中，世界童軍組織通過推行「青年

在參與決策」的方針。總會於2009年推行「青年參與決策計劃」，邀請

樂行童軍服務隊

服務南亞裔小朋友

HK SCOUTING 412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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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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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錦標賽

題

題
在嘉年華宣傳樂行童軍支部

2017年議會成員

2016年議會成員

1988年度冠軍九龍第
21旅獲頒訓練總監盃

在2016年協助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童軍組織財務會議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1988年全港樂行童軍大賽

其他支部一樣，樂行童軍支部都有專屬的全港性比賽。根據1978年總會年報所記載，當年

與的主席盾團際比賽冠軍由第5旅樂行童軍團獲得，而1979年則由九龍第154旅獲得冠軍，可
見主席盾是在樂行童軍支部於1977年復辦後，初期舉辦的周年性全港樂行童軍支部比賽。比賽
後來經過多次改名，於2000年改稱為「樂行童軍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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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成員到青少年活動署轄下各個委員會發表意見。

實踐青年參與

由於不少新加入的樂行童軍都沒有童軍經驗，和擁有多年童軍經驗的樂行童軍相比，在童
軍技能上無疑較為不利。為了讓他們都能參與錦標賽，近年「樂行童軍錦標賽」的項目漸趨多
元化，除了基本的童軍技能項目，還包括了氣槍射擊比賽及烹飪比賽等，甚至參加香港馬拉松
十公里賽事也曾是比賽分項項目之一，十分多元化。

總會於2012年成立「樂行童軍議會」，進一步實踐青年參與。「樂
行童軍議會」的主席更成為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及總會樂行童軍組的當然成
員，將青少年成員的聲音帶進一向只有成年領袖參與的會議。自2016年開
始，該議會主席更自動成為總會執行委員會的觀察員，而其他議會成員亦
有機會參與總會各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如年前總會修訂《樂行童軍訓練
綱要》時，便邀請了議會成員反映「用家」意見。

重視社區服務

以服務社會為己任

樂行童軍支部的銘言是「服務」，所以近年的錦標賽都包括服務項目，參賽的樂行童軍團
需要擬訂一個社區服務計劃並予以實行。
今年的「樂行童軍錦標賽」——「童軍技能」項目比賽已於6月23至24日舉行，而「社區服
務計劃」項目亦正如火如荼進行中。錦標賽的各個獎項到底花落誰家，還請大家密切留意青少
年活動署的通告。

樂行童軍議會在議事之外，亦有貫徹樂行童軍的服務精神。議會在
2013年組織樂行童軍服務隊，鼓勵成員走進社區，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亦曾到郊野公園向大眾宣傳「不留痕」概念和向露宿者派發食物。
此外，服務隊亦幫助南亞裔小朋友融入社區，教授他們童軍及生活技能，
並帶他們到香港的景點遊覽。

比賽項目多元化

w: 6.5cm

1993年的「第33屆世界童軍會議」中，世界童軍組織通過推行「青年

在參與決策」的方針。總會於2009年推行「青年參與決策計劃」，邀請

樂行童軍服務隊

服務南亞裔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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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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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樂行童軍支部的未來發展
—專訪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

題

題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專

專

樂行童軍冷知識
樂行童軍隊色（Rover Shoulder Knot）
制的樂行童軍制服上都有紅色、綠色及黃色三條絲帶，分別代表：

舊樂行童軍（紅色）、童軍（綠色）及小狼（黃色，即幼童軍的前
身）三個支部。紅色在最外面，黃色在最裡面，代表較年長的樂行童軍
要保護較年幼的支部成員。但當樂行童軍還是在準備員（Squire）的階
段時，只能配帶綠黃兩色絲帶，直至宣誓成為正式樂行童軍為止。現時
澳洲和泰國等國家的樂行童軍制服上仍保留著Rover Shoulder Knot。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

樂行童軍議會

貝登堡獎章
(Baden-Powell Award)

左起分別為紐西蘭、澳洲、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貝登堡獎章

樂行童軍支部的顏色
看到藍色的樂行童軍團旗、會員證及「藍色年星」，相信大家都
以為藍色是樂行童軍支部的顏色，原來在1960年代尾之前，支部採用
紅色為主色。總會復辦樂行童軍後，選擇藍色作為支部顏色，相信是
因為紅色與代表深資童軍支部的棗紅色太相近。其實現時大部分國家
仍以紅色為樂行童軍支部的主色，香港在這方面可算是與眾不同。

拇指杖（Thumb Stick）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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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棍是童軍的基本裝備，樂行（羅浮）
童軍則多使用拇指杖（Thumb Stick，頂端呈Y
型，可放進拇指的行山杖）。拇指杖因而成為
樂行（羅浮）童軍的標誌之一，由世界童軍組
織所設計的樂行童軍100周年標誌中亦滲入了拇
指杖的元素。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曾經是樂行童軍成

青員，並考獲支部最高獎章——貝登堡獎章，對樂行童軍支部的
活動與訓練自然熟悉不過。

青年參與決策
「青年參與決策」是近年的熱門議題，吳總監直言這是支部未
來最需要加強推動的政策之一。樂行童軍議會組成已有一段時間，
議會亦自發組織了樂行童軍服務隊。吳總監寄望服務隊每年可以訂
立一個主題，服務社會上有不同需要的社群。

第一屆寰宇童軍計劃 ── 蒙古建屋服務

關注地球生態和人類福祉
世界童軍組織於數年前開始推行寰宇童軍獎章（Scout of the
World Award，下簡稱：SWA），鼓勵18至26歲的童軍成員關心
世界議題，並自發策劃及推行一項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社會服務計
劃，成為一個關心地球生態和人類福祉的公民。雖然總會舉辦了多
屆SWA探索工作坊，亦把工作坊定為貝登堡獎章的必修項目，但
考獲SWA的人數並不多。未來，吳總監和他的團隊將會致力發展
SWA，鼓勵更多樂行童軍完成計劃，考取寰宇童軍獎章。
早前，世界童軍組織推出“Better World Framework”計劃（結
合「寰宇童軍計劃」、「和平使者計劃」及「世界童軍環境教育計
劃」等），樂行童軍組正研究如何在樂行童軍支部中推行。

第二屆寰宇童軍計劃 ── 尼泊爾服務之旅

慶祝活動
今年是樂行童軍成立100周年，碰巧是「樂行童軍錦標賽」的比
賽年，總會將於聖誕節期間在八鄉舉辦Hong Kong Scout Moot，並
邀請了海外童軍一同參與，共慶樂行童軍成立百周年。屆時更會舉
行開放日，讓大家深入認識樂行童軍支部。

寰宇童軍獎章

HK SCOUTING 412

金屬章

雖然樂行（羅浮）童軍早於1918
年成立，但貝登堡獎章卻到1956年才
出現。早期的貝登堡獎章是一個金屬
章，配戴在左邊肩章上面，後來改為
布織章。現時所使用的貝登堡獎章於
1982年9月隨《樂行童軍訓練綱要》一
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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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樂行童軍支部的未來發展
—專訪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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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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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

樂行童軍議會

貝登堡獎章
(Baden-Powell Award)

左起分別為紐西蘭、澳洲、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貝登堡獎章

樂行童軍支部的顏色
看到藍色的樂行童軍團旗、會員證及「藍色年星」，相信大家都
以為藍色是樂行童軍支部的顏色，原來在1960年代尾之前，支部採用
紅色為主色。總會復辦樂行童軍後，選擇藍色作為支部顏色，相信是
因為紅色與代表深資童軍支部的棗紅色太相近。其實現時大部分國家
仍以紅色為樂行童軍支部的主色，香港在這方面可算是與眾不同。

拇指杖（Thumb Stick）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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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棍是童軍的基本裝備，樂行（羅浮）
童軍則多使用拇指杖（Thumb Stick，頂端呈Y
型，可放進拇指的行山杖）。拇指杖因而成為
樂行（羅浮）童軍的標誌之一，由世界童軍組
織所設計的樂行童軍100周年標誌中亦滲入了拇
指杖的元素。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樂行童軍）吳文俊曾經是樂行童軍成

青員，並考獲支部最高獎章——貝登堡獎章，對樂行童軍支部的
活動與訓練自然熟悉不過。

青年參與決策
「青年參與決策」是近年的熱門議題，吳總監直言這是支部未
來最需要加強推動的政策之一。樂行童軍議會組成已有一段時間，
議會亦自發組織了樂行童軍服務隊。吳總監寄望服務隊每年可以訂
立一個主題，服務社會上有不同需要的社群。

第一屆寰宇童軍計劃 ── 蒙古建屋服務

關注地球生態和人類福祉
世界童軍組織於數年前開始推行寰宇童軍獎章（Scout of the
World Award，下簡稱：SWA），鼓勵18至26歲的童軍成員關心
世界議題，並自發策劃及推行一項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社會服務計
劃，成為一個關心地球生態和人類福祉的公民。雖然總會舉辦了多
屆SWA探索工作坊，亦把工作坊定為貝登堡獎章的必修項目，但
考獲SWA的人數並不多。未來，吳總監和他的團隊將會致力發展
SWA，鼓勵更多樂行童軍完成計劃，考取寰宇童軍獎章。
早前，世界童軍組織推出“Better World Framework”計劃（結
合「寰宇童軍計劃」、「和平使者計劃」及「世界童軍環境教育計
劃」等），樂行童軍組正研究如何在樂行童軍支部中推行。

第二屆寰宇童軍計劃 ── 尼泊爾服務之旅

慶祝活動
今年是樂行童軍成立100周年，碰巧是「樂行童軍錦標賽」的比
賽年，總會將於聖誕節期間在八鄉舉辦Hong Kong Scout Moot，並
邀請了海外童軍一同參與，共慶樂行童軍成立百周年。屆時更會舉
行開放日，讓大家深入認識樂行童軍支部。

寰宇童軍獎章

HK SCOUTING 412

金屬章

雖然樂行（羅浮）童軍早於1918
年成立，但貝登堡獎章卻到1956年才
出現。早期的貝登堡獎章是一個金屬
章，配戴在左邊肩章上面，後來改為
布織章。現時所使用的貝登堡獎章於
1982年9月隨《樂行童軍訓練綱要》一
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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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樂行童軍宣誓儀式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結語

登堡勳爵在創立樂行童軍時，參考了亞瑟王圓桌武士的傳奇故

貝事，鼓勵樂行童軍堅守武士的俠義精神，成為一個樂於助人的青

少年，並將銘言定為「服務」，希望成員做到「真正的服務」（Real
Service）。貝登堡勳爵巧妙地將“Rover Scout”和“Real Service”
以簡寫“R.S.”串連在一起，加深樂行童軍對「服務」的印象。

勇於接受挑戰
貝登堡勳爵亦將英國主保聖人聖佐治屠龍的事跡寫進Scouting for
Boy 及Rovering to Success ，希望樂行童軍可以像聖佐治一樣，笑著
迎接困難，勇敢的將「惡龍」征服。
樂行童軍已是成年人，有能力去主動幫助更多的人，但另一方面
亦要面對社會上更多挑戰，但只要堅守「武士精神」，像聖佐治一樣
笑著應對挑戰，沒有什麼困難是跨越不了的。

樂行童軍禱文
澳洲的樂行童軍百周年標
誌採用了聖佐治旗元素

貝登堡勳爵要我們效法聖佐治精神

參考資料及部分圖片來源：
Scouting for Boys
Rovering to Success
An official History of Scouting 中文版及英文版
The Australian Rover Handbook , Scouts Australia
Guidelines for Rovering , Scouts Australia
Scouting Milestones , by Colin Walker (history.scoutingradio.net/rovers.htm)
香港童軍總會年報：1974至2011年
HK SCOUTING 412

《香港童軍》月刊第26, 27, 53, 231, 244, 245, 246, 285, 294, 295, 296, 312, 340, 353及365期
《樂行之道》
《樂行童子軍宣誓典禮》
香港樂行童軍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hkroverscouts)
英國童軍總會網頁 (scouts.org.uk)
澳洲樂行童軍網頁 (www.rove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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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樂行童軍支部的發
展是五個支部中最迂迴
曲折的，經歷過戰爭、
轉制、取消及復辦等多
次「大起大落」，充滿
傳奇色彩。有關樂行童
軍支部還有很多值得談
及的題目，希望日後有
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總部動態

總部動態

香港童軍(新界東)
龍舟比賽方奕聰盃2018
文：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公關)   黃勝輝
撐！咚撐！「香港童軍（新界東）龍舟比賽方奕聰盃2018」又來
了！大家再次聚集大埔海濱公園堤畔參加和觀賞這場激烈的賽事。
6月18日清早，各隊伍陸續到達比賽場地。健兒們先做熱身運動，再
來整理戰衣，並高喊口號激勵士氣，置身其中已感受到大家戰意高昂，觀
眾也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即將舉行的賽事。

咚
氣勢如虹  勢不可擋

上午9時30分，香港總監吳亞明、副香港總監（常務）黎偉生、助理香港總監（新界東地域）黃耀榮、地域主席朱
俊豪及地域常務及行政委員會主席方奕聰一同主持簡單而隆重的致送紀念旗儀式及與各隊伍拍攝合照，為參賽者打氣。
各隊健兒接獲紀念旗後，像注入「強心針」，氣勢如虹，勢不可擋。
各隊健兒蓄勢待發，司令員一聲令下，鼓聲隆隆響起。各隊隨著鼓聲，動作一致，使勁地划向終點，頓時激起了萬
丈浪花，加上岸邊的啦啦隊隊員及觀眾的歡呼吶喊，場面熱鬧非常。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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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最先衝過終點的是大埔北第18旅，其次是沙田南區童軍會，第三名是沙田東區童軍會。相信成敗得失不會影響參賽
者的心情，因為他們已經享受了比賽過程中的樂趣，大家都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賽後，各隊互相祝賀
與鼓勵，場面溫馨。
是次龍舟比賽能圓滿舉行，實有賴各童軍單位的合作及積極參與，亦要感謝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和付出。相信下屆
賽事定必會更精彩，期待更多童軍成員一同參與。

總部動態

2018年海外及內地
交流活動聯合授旗禮
文：國際署助理總部總監   陳淦龍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每年暑假都是外出增廣見聞的好時

正機。一如以往，本會派出200多名童軍成員及領袖外出交流，擴闊成
員眼界，並向世界各地友好介紹香港童軍運動，建立和鞏固彼此的友誼。
「2018年海外及內地交流活動聯合授旗禮」已於7月3日在香港童軍中
心集會堂順利舉行，當晚荷蒙香港總監吳亞明擔任主禮人。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葉永成、副香港總監（管理）容建文、副香港總監（活動與訓練）吳家亮、
助理香港總監（國際）何恩民、助理香港總監（內地事務）徐小龍、助理香
港總監（九龍地域）譚國權及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劉彥樑亦有到場
支持，令典禮生色不少。

文化交流  建立國際友誼
隨著國歌奏起，典禮正式開始。何恩民總監致歡迎辭時表示，代表團能
夠順利出發實有賴領袖們不辭勞苦地作出預備，故十分感謝各代表團領袖的
無私付出，並寄語各成員珍惜外出增廣見聞的機會，多認識世界各地的朋
友，彼此交流生活及童軍文化，建立友誼。主禮人吳總監在致辭中亦分享過
去帶領香港代表團出外交流的經驗，藉當中的所見所聞勉勵一眾成員。
2018年本會多個代表團會到訪不同國家及地區參加露營及交流活動，
包括：蘇格蘭、愛爾蘭、韓國、日本、波蘭、美國、馬來西亞、台灣及內地
各省市。祝願各成員滿載而歸，期盼他們回來後與我們分享所見所聞。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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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授旗的香港童軍代表團包括：
•第36屆蘇格蘭國際小隊露營
•愛爾蘭童軍大露營2018
•第5屆韓國國際小隊露營
•第17屆日本童軍大露營
•波蘭童軍大露營2018

•第14次全國羅浮大會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8
•威廉．科赫國際海童軍盃
•童軍知友社金禧紀念活動 – 馬來
西亞交流之旅

總部動態

Asia-Pacific Regional Workshop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Script: William Cheung Chun-yin, Deputy Programme Commissioner (Sections)
Source: Asia-Pacific Region

T

he Asia-Pacific Region (APR) of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WOSM), has successfully rolled out the
promotion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convening key Scout Leaders in Manila, the Philippines for a 5-day workshop to establish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operational framework that will be used
by all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s (NSOs) in the region. More than 60 key Scout leaders from 26 countries and places across Asia
met in Manila on 22 to 26 June for the APR Workshop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his add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Paul D. Parkinson, Chairman of the APR Scout Committee expressed how delighted he was
with the sheer magnitude of the participation for the workshop, and how APR marked another milestone towards making the Scout
Movement accessible to more young people. “Your efforts during this workshop will enable the Scout Movement to reach more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grow and to build the kind of friendship that is unique
in Scouting, one that unites us in our diversity.” he stressed furthe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workshop recommend the followings:
1. NSOs are requested to ensure youth members and adult leaders learn about the concepts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d
how to put theories into practice in the Scout Movement.
2. NSOs are encouraged to organize training and workshops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for adult leaders and other Scouts in
the NSOs.
3. NSOs are encouraged to set policies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within the NSOs, which are suited for their cultures and local
laws, and to support the Scout Movement.
4. NSOs are requested to design posters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messag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within
their NSOs and the public, so as to enhance the image of Scouting and make the concept visible to all.
5. NSOs are encouraged to establish a Scouting Centre for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hat will serve as their partner in pilot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programmes.
6. WOSM and the APR Support Centre should continue to update the resources folder with access to all NSOs.
7. As this is the first ever Workshop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one participant of each NSO should act as the NSO Coordinator
to promote the concepts and ideas within their NSOs and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APR.
To learn more, you may view the WOSM’s Position Paper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Scouting.
www.scout.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_files/PP%20Diversity%20%26%20Inclusion%20Scouting_EN_0.pdf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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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動態

總部動態

走進大灣區 — 深圳科技篇
文：內地事務署署理助理總部總監（支援） 陳翊潼

深

工業4.0

機械工人

當提到工廠，大家可能立即聯想到會有很
多員工在生產間工作，但我們第一站考察的智
能系統公司卻不然。它們採用「工業4.0」運作
模式，從研發設計、銷售、製作、加工、測試
以至售後服務，均大量運用自動化機械臂、感
測器物聯網、供應鏈互聯網，以及大數據分析
銷售和生產量，並以「人機協作」方式全面提
升生產力及品質。

機遇成就創業夢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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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後，我們前往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了
解創意科技產業孵化器的發展情況及對初創企
業的扶助政策。我們亦參觀了一所由它孵化的
企業，親身嘗試操作格鬥機器人，進行一場
格鬥戰。該企業以研發格鬥機器人為主，從創

「AI系統」實現對「主人」、「隊友」及「對方
敵人」的身分識別，並進行自動攻擊。該企業吸
引了內地集團融資作新系列的研發。
及後，我們前往一間商品購物中心，了解現
時內地的「線下」及「線上」消費模式。「線
下」即顧客到實體店內購物並直接提取產品回
家；而「線上」則是顧客透過「跨境電商」網站
或手機應用程式購買，商品會以速遞方式送到消
費者家中。

消費級無人機
最後一站，我們前往一家以生產、研發無人
飛行器及飛行影像系統為主的公司。這裏每種大
大小小的無人機都有不同的用途，除了我們熟識
的航拍功能外，還有用作消防滅火和農藥噴灑等
不同功能。部分無人機更配備「VR」功能，讓使
用者能以第一身體驗無人機的視角，參加者從中
嘗試到「人在地面，眼在機上」的樂趣。
透過是次活動，相信成員能更容易了解深圳
科技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概念及機遇，
內地事務署將會繼續舉辦相關活動，敬請大家留
意！

HK SCOUTING 412

圳是最接近香港的大灣區城市，亦是香港
人會在假日時前往消遣的地方。大家或許
對深圳有一定的認識，但原來其在科技研發方
面同樣出色。6月23日，內地事務署一行26名
參加者一同走進大灣區，認識深圳科技項目的
發展。

辦人得知，他們的創業夢源自於小時候的機甲格
鬥節目。現時他們所研發的格鬥機器人所配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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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2017年及2018年最具領導才能獎」

文：九龍第126旅深資童軍   謝柏宇
香港海關舉辦的「青網大使知識產權專章計劃」（下簡
稱：專章計劃）第一期導師課程結業禮已於7月14日在海
關總部大樓順利舉行。香港海關在2016年開始推出專章計劃，
於三年內進行基礎課程、高級課程及導師課程，透過多元化的
訓練課程，鼓勵學員在日常生活積極保護知識產權，以及為身
邊的親友及同輩樹立榜樣，並且有系統地深化學員對保護知識
產權的意識。
本港13個青少年制服團體的所有成員皆自動成為「青網大
使」，而參加第一期導師課程的「青網大使」共有30位，當中
包括筆者及兩位本會代表順利完成導師課程，並會成為首批專
章計劃的導師，參與日後於香港海關、相關政府部門及各青少
年制服團體舉辦的知識產權推廣和教育活動，為香港社會建立
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根基。

由

HK SCOUTING 412

2016年基礎專章手帶

時光飛逝，為期三年的第一期專章計劃終於圓滿結束，我在2016年參與基礎課程，之後在2017年高級課程擔
任「辯方第一律師」，再來到今年導師課程擔任典禮司令員和班致詞代表。
專章計劃讓我們有機會認識代表不同制服團體的學員，更在三年的課程之中，透過訓練活動、模擬法庭比賽和
畢業匯報比賽互相合作，並一起創造佳績，更獲頒發「最佳團隊獎」。
事實上，保護知識產權的推廣工作實在絕不容易，我們在參加專章計劃之前和社會大眾一樣，只知道觀賞電影
前，著名演員任達華代表香港海關說出一句街知巷聞的宣傳口號——「整個電影業都俾你搞砸啦！」，提醒我們偷
拍是侵權行為，亦是一項嚴重的刑事罪行。
但「侵權」是指侵犯什麼權利？這些權利又有何等重要？簡單來說，知識產權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形影不離
的。我們在幼兒時期都會繪畫很多圖畫，而每一件作品由完成的一刻開始已經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你可能會認為
一幅由幼兒創作的圖畫被侵權並不重要，對經濟和社會而言，更加沒有任何直接影響。但若果我們以小見大，對一
些投放很多資源製作的電影來說，偷拍有可能令他們損失過千萬計收益，甚至間接令許多人失去工作。可惜的是，
現時香港還有許多人並不知道侵犯知識產權會帶來相當嚴重的影響，所以我們的推廣工作對於社會和經濟來說也是
一份任重道遠的工作。

專章計劃課程大綱
基礎課程@2016年7月4至9日
基礎課程主要讓我們體驗一系列香港海關關員的基本
訓練，以及介紹版權和商標的分別，讓我們了解知識產權
和相關的工作。

高級課程@2017年8月21至25日
高級課程主要研習香港常見的侵權案例，學員分別成
為「控、辯雙方律師」，而我更有幸成為帶領辯方團隊的
「辯方第一律師」。研習侵權案例讓我們加深了解本港保
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工作和相關法律條文。

導師課程@2018年7月8至14日
導師課程包括前往南韓進行交流活動，主要了解當地
海關在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工作和當地創意產業的發展。
期間，我們加深了解保護知識產權對於社會和經濟的重要
性，更明白了在香港推廣保護知識產權意識的重要性。

2016年結業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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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網大使
知識產權專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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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模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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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模範童軍選舉
文：2012年度模範童軍   張光耀
範童軍選舉於1987年首次舉行，至今共有182名童軍成員獲選為「模範童軍」。除了獲得嘉許肩帶及證書外，「模

模範童軍」更有機會代表總會進行各項宣傳及交流活動，藉此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新一屆「模範童軍選舉」快將
開始接受提名，如大家有意參選，請細閱下文，了解參選過程，做好準備。

第一步：填寫提名表格
參選「模範童軍」的成員必須是幼童軍或以上支部成員，提名表格可於總會網頁www.scout.org.hk/chi/notice/pr/ 下
載或到公共關係署及各地域總部索取。提交表格時請檢查是否齊備所有所需文件，並在截止日期前遞交到總會公共關係
署。

第二步：初選
由評審委員會核實候選人所提交的資料，選出進入複選的候選人。

第三步：複選
通過初選之候選人必須出席複選，複選以活動事工形式進行，候選人或會分成若干小隊，完成各項事工。過程將考
核候選人的團隊合作、解難能力、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才能。經由本會各級總監所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評核後，
表現卓越的候選人將進入最後評選。

第四步：最後評選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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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最後評選之候選人將與由社會知名人士、青少年/社區組織代表及/或贊助單位代表組成的外界評審委員會面
見，從而選出「模範童軍」。

參選資格
於遞交提名表格當天，參選人年齡必須介乎足11至足26歲止，提名表格的截止日期為12月31日（下午5時正）。
請注意：候選人的年齡以「於遞交提名表格當天」，而非「在截止日期當天」計算。

走進機場神秘的角落
文：九龍第1705旅童軍副團長   楊曉怡
信讀者們對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大樓並不陌生，但你

相們對其他在赤鱲角營運的航空機構又有多少認識呢？

總部動態

筆者與其他「國泰港龍航空飛行證書計劃」的學員有機會
深入位於機場邊緣，僅有一條巴士路線能前往的公司，到
底內藏什麼秘密呢？

HAECO
我們有幸參觀全球領先的飛機工程及維修服務供應
商——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HAECO）。HAECO位於
香港國際機場最西端，總部由行政大樓及三個機庫組成。
由1950年成立至今，包括國泰港龍航空逾150間航空公司
曾使用HAECO的服務，全球兩大飛機生產商——空中巴士
公司（Airbus）及波音公司（Boeing）亦是HAECO的合作
夥伴，可見其於飛機維修的專業領導地位。

學員於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留影

壞了才換？那太遲了！
於參觀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在航空業眼中，安全永
遠都是首要考慮。為確保飛行安全，飛機維修保養程序均
有嚴格的規定。相比飛機出問題時才想辦法解決的Reactive
Maintenance（反應性的維修），更要講求的是Preventive
Maintenance（預防性的維修），即為每一架飛機制定預防
性的維修保養作業，使航機能持續安全地飛行。
飛機的定期維修簡單分為A、B、C、D四大類別：
•A Check: 於每65飛行小時後進行，為引擎等主要部件作
檢查，過程長約10小時。
•B Check: 於每300至600飛行小時後進行，為A Check之
進階，過程中亦會潤滑各個部件，需時一至三
天。
•C Check: 於每兩年進行一次，為更多組件作詳細檢查，
需時兩星期。
•D Check: 每一萬飛行小時進行一次，過程中將整架飛機
的零件、電線拆解，甚至把機身之塗裝清除，
一般需時兩個月。

HAECO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客運大樓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在赤鱲角的位置

每架飛機需要用上過萬種螺絲併合各個部件，為防止
螺絲鬆脫，每顆螺絲之間須使用鋼絲繫緊作雙重保險，該
程序在行內稱為Lock Wire。所有Lock Wire的規格和步驟，
皆列明在飛機生產商印刷的作業手冊內，並需嚴格執行。
參觀當日，我們一眾學員跟著導師學習此工序，親身體驗
飛機維修工作及如何能達到安全標準。
是次參觀加深了學員對飛機工程的了解，對飛行安全
更有信心。欲知道「國泰港龍航空飛行證書計劃」還有甚
麼有趣的學習活動和參觀，請留意下期月刊分享。

學員體驗學習Lock Wire的工序

HK SCOUTING 412

Lock Wire

21

破冰遊戲 – 猜拳歌

我們齊來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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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葵涌區45周年紀念活動
文：北葵涌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黃美鳳
葵涌區於6月23至24日舉行港澳幼童軍交流營，由

北北葵涌區名譽會長郭浩宏擔任領隊，率領一行45人

前往澳門鮑思高粵華小學與澳門童軍第28旅幼童軍團聯合
集會。
是次活動共有四個幼童軍團參加，為本區幼童軍首次
出外訪問澳門童軍。
6月23日大清早，參加者由尖沙咀中港客運碼頭出
發，當日雨勢頗大，到達澳門碼頭時仍然不時下著大雨。
兩地幼童軍一起升旗

互相認識
我們於上午11時準時到達鮑思高粵華小學，得到澳門
童軍第12旅旅務委員會主席廖祈怡及第28旅旅長鍾震宇
接待，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兩地幼童軍成員共
130人隨即以團呼歡迎彼此，之後便進行互相認識的破冰
遊戲，並由兩地領袖帶領互動遊戲和派發紀念章，成員亦
從中互相認識到兩地成員及領袖的制服和徽章。

香港幼童軍團呼示範

幼童軍們最愛買紀念章，他們把整個售賣童軍物品的店子擠得水洩不通，相當
興奮。晚飯後，我們便驅車到黑沙青年營舍。由於天氣仍不穩定，原定的黑夜
歷險活動改為營內原野烹飪，大家享用自製的食品作宵夜，滿足地度過一個豐
富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陽光普照，大家興奮不已，吃過輕便早餐後，成員紛紛跑到沙
灘，黑色且幼細的沙是黑沙灣的標記，我們怎會錯過呢！
雖然接著又下雨了，但幼童軍們的熱情並未因此減退，繼續到澳門博物館
參觀，率先欣賞「藍海一號」展覽。隨後，由澳門童軍第28旅童軍團員帶領
我們進行城市定向，活動共有五條路線，我們穿越橫街小巷，品嘗地道美食，
更認識到社區和歷史遺蹟等，有些小巷和小店，就連當地領袖亦未曾踏足。最
後，我們參觀樓高七層的澳門科學館，大樓的外形設計創新，非常吸引，每層
展館都新奇有趣，幼童軍們都學到不少科學知識。
總括是次交流活動，幼童軍們不單只認識到澳門的歷史、文化、建築特色
及地道美食，更讓領袖們從另一角度去了解澳門。活動經歷期中的準備，增進
了港澳兩地領袖的友誼，亦增強了本區領袖的合作和分享，啟發日後更多創新
活動的意念。

分組互動遊戲

澳門第28旅旅長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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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角度認識澳門

澳門童軍吉祥物地標

我們在下午參觀通訊博物館，在館內自製郵票和明信
片留念，又認識到澳門昔日的通訊和郵政服務。之後，大
伙乘車到歷史悠久的澳門童軍總會參觀，該處地方雖小但
外貌仍具葡國的建築風格，並保存了兩門大炮在入口處。

黑沙灣沙灘

大三巴前大合照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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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幼童軍與區總監對話

―港澳幼童軍交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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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呂偉強介紹童軍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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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小活動

自動小遊艇
文：月刊助理編輯  何淑儀
2016年起，美國華盛頓已立法禁止使用不可生物降解的發泡膠盒，而台
北所有市政府機關及學校，也禁止使用一次性即棄餐具。但香港在這方
面仍是「大落後」，大部分食店仍使用發泡膠盒，每日棄置量已超過43公噸！
大家只需從今天起少用一個發泡膠盒，就可為未來500年減少一件垃圾。
今期會教教大家將棄用的發泡膠變成有趣玩意——自動小遊艇。

自

對象：小童軍至幼童軍支部成員
活動性質：「STEM教育」、競賽、解
難、環保及團隊合作（可
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
需時：2 5分鐘至1小時（視乎進行測
試和競賽的次數）

STEM  綜合與應用元素：

專

S - 科學教育(Science)

「力」與「運動」的規律與現象（「作用力」及「反作用力」），
力量的轉換（「勢能」轉換為「動能」）

T - 科技教育 (Technology)

海事科技（螺旋槳的基本結構及運作）

E - 工程能力 (Engineering)

用有限的物料製作自動小遊艇，構思解難方法，製作行走距離最長
的小遊艇（橡皮圈的數量及轉動次數，不同大小的螺旋槳扇葉）

M -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量度距離和長度

欄

製作步驟：
1.用發泡膠盒 / 紙包飲品盒作為「船
身」，把兩枝木筷子貼在船身兩旁接
近底部的地方。

2.從珍珠板切割出兩個橢圓形，在橢圓
形中間割出凹位並互相交插，再用膠
紙固定，做成小遊艇的「扇葉」。

3.把橡皮圈套在木筷子上，然後掛上
「扇葉」。把「扇葉」連同橡皮圈一
起轉動，自動小遊艇便完成。

變項測試一  橡皮圈的轉動次數對自動小遊艇行走距離的影響 *
測試次數

橡皮圈轉動次數

競賽：

所需材料：
•	長方形發泡膠盒（無需盒
蓋） / 已潔淨的250ml紙
包飲品盒 （一個）
• 木筷子（一對）
• 橡皮圈（兩至三條）
• A5珍珠板（一塊）
• 膠紙
• 剪刀／切割刀
• 軟尺（量度距離用）

•完成後，轉動自動小遊艇上的橡皮圈並直接放進水池中，
觀察其行駛距離，大家可以掃瞄上圖的QR Code觀看示範
片段。
• 可逐個變項（詳情可見以下測試表格）進行三次測試作紀
錄，以取得平均值。
• 完成三項變項測試後再檢討，重新修正遊艇。
• 在水池進行競賽，務必注意安全，以免掉進水池中。
• 若選用長方形 / 方形的注水水池，以長 X 闊不小於1.5米
X 1米，水深約0.25米為佳。
• 所有競賽完結後，可看哪艘自動小遊艇的行駛距離最遠。
變項測試二  橡皮圈的數量對自動小遊艇行走距離的影響 *

行走距離 (厘米)

測試次數

1
2

1

3

2

橡皮圈轉動次數
（每次測試不變）

橡皮圈的數量

行走距離 (厘米)

3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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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測試三：不同大小的扇葉（螺旋槳）對小遊艇行走距離的影響 *
測試次數
1
2
3

橡皮圈轉動次數
（每次測試不變）

橡皮圈的數量
（每次測試不變）

扇葉的大小(厘米)

行走距離 (厘米)

生活應用：
除了小遊艇（船隻）外，螺
旋槳（扇葉）還可應用於飛機、
航拍機及直昇機等。

山水鄰人

香港的珍稀
哺乳類動物
▲

穿山甲的「鱗片」由毛髮
硬化而成，只有部分皮膚裸露

專

文：陳濤
   香港中文大學環境科學系畢業
   現職樹藝師
   現任香港昆蟲學會副會長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
   著作有《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

欄

港野外有超過50多種陸生哺乳類動物，其中最常見的是蝙蝠，

香可在本港找到的種類達20多種。而說到最珍稀的陸生哺乳類動
物，以下就為大家作介紹。

▲ 穿山甲是全球極度瀕危動物

穿山甲
要說到其中一種最珍稀的，穿山甲可說是當中之首。香港的穿山
甲是極度瀕危的動物，雖然廣布於亞洲，但數量十分稀少。牠們的
嘴吻十分細小，只以螞蟻或白蟻為食糧，雖然沒有利齒，但爪部強
壯，用於挖掘蟻巢。而牠們最特別的特徵是由毛髮束硬化而成的「鱗
片」，用以作簡單防禦。但這些堅硬的鱗片絕對抵擋不了人類的貪
婪，在各個國家，不同種類的穿山甲都被人類嚴重捕獵作藥材或食
品，把牠們推向滅絕邊緣。

香港另一種珍稀野生哺乳類動物，就是曾經被人誤以為老虎的豹
貓。當然，在大約100年前，香港的確是有野生老虎的蹤跡，但當最
後一隻老虎被射殺後，豹貓就成為香港境內唯一一種野生貓科動物。
豹貓雖然不是甚麼瀕危物種，但其實所有野生貓科動物都是受到《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所保護，不過牠們仍常被人捕捉偷運
到世界各地的寵物市場。豹貓的基因和家貓相近，因此也會被人用作
配種之用，嚴重威脅牠們的生存。
不經不覺《山水鄰人》專欄已經來到了最後一期。一直以來，
《山水鄰人》除了讓讀者欣賞和了解本地的各種野生動植物外，亦希
望大家明白到保育野生動植物及保護郊野公園等地的重要性。最後，
近期熱論的話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香港有人不斷想無止境地增加
居住空間，我們究竟有否考慮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空間呢？

▲ 由紅外線自動相機拍下的豹貓

HK SCOUTING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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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發展不斷威脅香港的郊野綠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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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總會名譽總監謝炳奎
1923-2018
Script: Alexander Wong Kin-ming

T

堅守崗位  救死扶傷
1937年日本侵華，謝總監曾於香港保衛戰期間擔任防空傳訊員，駐守聖保羅書院鐵崗校
舍救傷站。1941年，謝總監晉升為香港第10旅羅浮團準備員，並於聖保羅書院畢業。同年
12月日軍進攻香港，謝總監帶領救傷隊員在大街小巷救死扶傷，堅守崗位直至香港淪陷。及
後，謝總監輾轉回到家鄉，入讀東吳大學外文系。1944年日軍逼近，謝總監加入美國新聞處
任少校翻譯官，派駐美國陸軍航空隊，負責整理及翻譯情報人員的口述情報。

一生服務童軍運動
戰後，謝總監受聖保羅書院校長史伊尹邀請協助重建聖保羅第10旅童軍，先後擔任該旅童軍副團長、旅長及深資童
軍團長。此外，謝總監亦曾擔任多個童軍單位的不同職位，包括：維多利亞區區總監、首任港島地方總監、助理領袖訓
練主任、大潭營地總主任、領袖訓練主任、貝登堡聯誼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童軍物品供應服務委員會副主席及總會名譽
總監等，一直致力推動童軍運動，令人欽佩敬重。

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
1950年代，謝總監擔任區總監，由於性格老成持重，樂意扶掖後進，被人稱為「老總」。謝總監任區及首任港島
地方總監期間，成功覓得近大潭水塘的一片土地與政府替換舊柴灣營地，建立大潭童軍中心為童軍成員提供多用途活動
場地。

推動童軍集郵
謝總監認為集郵有助培養恆心及增廣見聞，並以童軍郵票為題的作品參加本地與國際郵展，屢獲獎項。謝總監為香
港童軍1971年鑽禧紀念獻計，促成總會與郵政署發行「香港童軍鑽禧紀念郵票」，成為一時佳話。謝總監於70年代起，
積極投稿香港童軍月刊，推動集郵興趣及分享心得，更將其私人郵票珍藏 ── 世界童軍大露營郵集無私地捐贈予1996
年成立的童軍文物廊作永久收藏與展示，讓年青一代能從中得到啟發。
謝總監多次擔任海外童軍活動的香港代表團團長，如於1959年帶領代表團成員
參加在菲律賓馬奇嶺營地舉行的「第10屆世界童軍大露營」。事有湊巧，50年後的
2009年，「世界童軍組織亞太區金禧紀念暨第26屆亞太區童軍大露營」同樣於菲律
賓馬奇嶺營地舉行，當時已年屆86歲的謝總監以重聚代表團團長身分，率領七名曾
經參與「第10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的元老級成員重回營地，懷緬一番。
謝總監對童軍運動貢獻良多，榮獲多項獎勵，包括銅獅勳章、銀獅勳章、鑽禧
大露營紀念章、長期服務五星獎章、英國童軍會功績榮譽獎章、英國童軍會功績榮
譽章勛帶及日本童軍會國際親善獎章等。在80多年多姿多采的童軍生涯，完美活出
「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的精神，絕對是後輩的典範。在此謹向「老總」謝總監作
最後三指敬意。

文

文
HK SCOUTING 412

known as Lo Chung (老總) which means “the Chief”.
In 1959, Mr Tse was appointed as the Contingent Leader of the Hong Kong Contingent to the 10th World Scout
Jamboree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Far East – in Makiling of the Philippines. The Hong Kong Contingent was 62
members strong which was then considered as a very large Contingent in those days. Ironically 50 years later dur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APR and also the 10th World Scout Jamboree Reunion in the 26th APR Jamboree of 2009 which
was also held in Makiling of the Philippines, Mr Tse at the age of 86 was again the Reunion Contingent Leader of Hong
Kong for the Reunion Contingent with 7 Veterans Leaders who were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Contingent 50 years
ago.
In 1961 Mr Tse became the Area Commissioner of the newly created Hong Kong Island Area until 1968 when Hong
Kong Island Area became the Hong Kong Island Region.
Mr Tse in approaching his retirement was appointed Chief Camp Warden of the newly constructed Tai Tam Scout
Camp (in exchange with the Chai Wan Scout Camp which was resum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In 1975, Mr Tse was appointed again as the Contingent Leader of Hong Kong Contingent for the 14th World Scout
Jamboree in Norway and for 5 years in the 1980s Mr Tse was also the Manager of the Hong Kong Scout Shop.
Mr Tse was appointed as an Honorary Commissioner since 1975.
For his over 83 years of exemplified Scouting service Mr Tse was awarded with Medal of Merit and Bar to Medal
of Merit from the UK Association in 1962 and 1973 respectively, he is also conferred with the Bronze Lion (1977) and
Silver Lion (1983) by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He will be sadly missed and fondly remembered by us.

誓成為童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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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ing-fui (Lo Chung), Honorary Commissioner of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nd one of the few last surviving veteran
Scout leaders in Hong Kong who had joined the Scout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sadly passed away on 14 August 2018 aged 94.
Mr Tse was born in December 1923 and joined the Boy Scout Troop
of his Alma Mater St. Paul’s College in 1935. He became a Rover Scout
in 1940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Dispatch Rider and later also Air Raid
Precaution Patrol for the War Service and Defense of Hong Kong in
World War II.
Mr Tse remained on duty until Hong Kong surrendered to Japan
on the Christmas Day of 1941 whereby he retreated to Free China to continue his education in the exciled Soochow
University which had moved from Shanghai to the Provincial Wartime Capita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Mr Tse later was en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Office as Interpreter with a rank equivalent to a
Major of the Chinese Army.
Mr Tse returned to Hong Kong after the War and worked for Caltex Oil until his retirement. Mr Tse also rejoined his
10th Hong Kong Group (St. Paul’s College) after the War and becoming the Assistant Scoutmaster, Senior Scoutmaster
and Group Scout Master. In 1955 he became 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 of the Victoria District, one of the strongest
of the Districts (there were only 5 in the whole of Hong Kong then) in Hong Kong Scouting. Since then he was simply

稱為「老總」的總會名譽總監謝炳奎於1923年在汕頭出生， 1934年來港入讀香港聖保

被羅書院第八班（即小五）。謝總監精彩的童軍生涯源於香港第10旅，於1935年正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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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tuary of Tse Ping-fui

文：港島第10旅旅長    楊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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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勳章

張學明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大埔南區及大埔北區名譽會長

黃偉傑先生, MH
呂東孩先生, MH
余大偉先生, MH
李雪英女士, MH
李福康先生, MH
林日豐先生, MH
邱少雄先生, MH
洪少陵先生, MH
徐福燊醫生, MH
黃健榮先生, MH
鄭仲文先生, MH

銀紫荊星章
林國良先生, SBS, CSDSM
葉永成先生, SBS, MH, JP

總會名譽會長
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香港消防事務卓越獎章
江炳林先生, FSDSM

新界第一七八五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香港懲教事務卓越獎章
梁仲池先生, CSDSM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銅紫荊星章
陳恒鑌議員, BBS, JP
朱慶虹博士, BBS, JP
莫仲輝先生, BBS, MH, JP
葉興國先生, BBS, MH, JP
梁華勝先生, BBS, JP
盧永文先生, BBS, JP
鄧錦雄博士, BBS, MH
葉榮鉅先生, BBS

南葵涌區名譽會長
港島南區名譽會長
慈雲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九龍灣區顧問
旺角區副會長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九龍地域名譽會長
離島區名譽會長

銅英勇勳章
霍偉豐先生, MBB, GMSM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懲教事務榮譽獎章
林偉光先生, CSMSM

港島第二二一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特殊貢獻徽章徽扣
吳家麗

港島地域會長

郭志成
陳俊達
陳健龍
余錦榮

童軍知友社副社長
童軍知友社副社長
九龍地域副會長
童軍知友社副社長

產業署

25.06.2018
25.06.2018
27.06.2018
27.06.2018

青少年活動署

香港總監嘉許
趙秉聰

秀茂坪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1.07.2018

長期服務五星獎章
何炳釗

離島區副主席
筲箕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港島第四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筲箕灣區副會長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旅長
港島南區副主席
港島南區副主席

26.06.2018
26.06.2018
26.06.2018
26.06.2018
27.06.2018
11.07.2018
11.07.2018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宋少揚
甄禮恒

大嶼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大嶼山區童軍區長
沙田南第一旅旅長
離島區主席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
  （常務與行政）
璧峰區區總監
大埔北第三十八旅旅長

19.06.2018
19.06.2018
19.06.2018
26.06.2018
11.07.2018
11.07.2018
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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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獎章
劉振業
梁健聰
吳惠賢
郭嘉謙
陳培芬

灣仔區區領袖
港島第八十二旅童軍副團長
東九龍第十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新界東地域領袖
筲箕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19.06.2018
26.06.2018
26.06.2018
26.06.2018
11.07.2018

01.07.2018

地域總部總監（大潭童軍中心） 01.07.2018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發展）
01.07.2018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屬會）
01.07.2018
九龍城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07.2018

翁若玲
周少芳
梁家欣
莊美霖
周少英
譚正銀
范卓庭
黎煥湘

黃清韋
郭廸生
李俊謙
李俊穎
曾詠淳

旺角區
沙田南區
沙田西區
柴灣區
柴灣區
柴灣區
灣仔區
觀塘區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15.07.2018

鍾耀文

15.07.2018

羅朱秀娟 十八鄉第十一旅
關漢忠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副旅長

新界東地域

楊劍聰
馬建中

李耀文

港島第一○九五旅
九龍第二一七旅

01.07.2018

樂行童軍團長

童軍知友社

黃謙駿

何國龍

01.07.2018

深資童軍團長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及財務）

領袖委任書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領袖訓練學院
總會國際署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地域領袖

張家倫
郭豐霖
劉淑芬
鄺彥朗
楊劍聰

港島地域
港島地域
新界地域
港島地域
東九龍地域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助理地域領袖

柳思廷

新界地域

01.07.2018

童軍區長

黃志誠

深水埗東區

九龍第十八旅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15.06.2018
01.07.2018

15.06.2018

郭海雯

港島第一○一旅
港島第一○九五旅
港島第一○九五旅
港島第三十五旅
港島第二二九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港島第十六旅
港島第十六旅
南葵涌第四十三旅
港島第八十二旅
港島第八十二旅

15.06.2018
01.07.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大埔北區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6.2018
01.06.2018
01.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港島西區

01.07.2018

港島北區

15.06.2018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06.2018
15.06.2018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15.07.2018

區領袖

蕭煒源
旅長

林寶玲
楊秀金
副旅長

謝漢生

深資童軍團長

阮健恆
朱明俊

十八鄉第十一旅
港島第一七五九旅

15.06.2018
01.07.2018

深資童軍副團長

郭思維
詹浩軒
陳杏儀
葉彩媚
黃嘉文

九龍第二一八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新界東第一六九六旅
東九龍第一二五九旅
東九龍第一四七二旅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童軍團長

童軍副團長

15.06.2018

15.06.2018

區專章秘書

15.06.2018

童軍副團長

鄺嘉俊
楊朗林
黃栢堅
梁健聰
梁樂謙

麥燕婷

大埔北區

李永豐
張蔚浚
曹倩行

童軍團長

鄭曉迎
谷海珊
鄭俊豪
王振強
梁子健
方敏蔚

劉潔瑜

15.07.2018

深資童軍副團長

總部領袖

劉曉峰
吳文超
何光丞
黃思盛

謝嘉麒

新界地域

何天成

15.06.2018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行政）

新界東地域
港島地域
新界地域

01.07.2018

十八鄉區

陳浩智
鄧婉婷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領袖訓練學院

助理地域領袖

旅長

觀塘區副區總監

15.07.2018

地域領袖

東九龍地域
新界地域

15.06.2018

助理總部領袖

助理區領袖

林錦桃

九龍第十八旅

大埔南區

區領袖

楊朗庭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01.07.2018
15.07.2018

紅磡區
灣仔區

01.07.2018

九龍地域

文 傑
郭文華

吳淑玲

小童軍副團長

幼童軍區長

小童軍區長

香港訓練隊

薛敏儀

陳慧賢
黃志升

15.05.2018
01.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小童軍團長

樂行童軍區長

01.07.2018

助理總部總監（領袖訓練行政） 01.07.2018

11.07.2018
26.06.2018

01.07.2018

東九龍第十旅
新界第一七七三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元朗東第十八旅
元朗東第十八旅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楊寶琪
何健銘
陳凱倩
張巧兒
曾穎斯
陳俊宇
張小鳳
李卓文
蘇凌鋒
林樂庭
鄭曉霖
羅添駿
羅敏慧
蔡鴻儀
徐映澤

港島第九十九旅
港島第八十二旅
九龍第八十八旅
港島第一○九五旅
九龍第九十三旅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東九龍第二十二旅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九龍第一六八五旅
九龍第二十九旅
九龍第二十九旅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郭力維
廖嘉文
陸詠然
陳宇浩
楊俊朗
蔡志威

九龍第十八旅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港島第一八六旅
港島第四十八旅
港島第四十八旅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07.2018
01.07.2018
15.07.2018
15.07.2018
15.07.2018
15.07.2018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胡佩文 九龍第一一二二旅
陳美珊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盧財好 九龍第十三旅
周可琳 新界第一四七三旅
Dennis Principe DE LALINDE
銀禧第一八○○旅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何 沫 港島第二六三旅
黃惠康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林佩詩 九龍第一一二二旅
林碧珊 東九龍第七十二旅
鄧詠恩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盧韻淇 元朗東第十八旅
林麗青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蔡淑芬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梁韻若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尹寶珊 新界第一七七三旅
劉俊毅 新界東第一七七九旅
Clare Alexandra BEN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銀禧區）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Piers McDonald TOUZEL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銀禧區）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馮北偉 港島第二二九旅
程劍雲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15.07.2018
15.07.2018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霍翠詩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方靖芝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林靜怡 九龍第一九二旅（銀禧區）
LAM Ching-yi Cordia
192nd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余蓮愛 港島第二四三旅
黃明珠 港島第一九六旅
劉嘉倩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楊靜賢 九龍第一四七五旅
張玉婷 東九龍第一七六四旅
蔡靜欣 東九龍第一七六四旅
許帆意 元朗東第十八旅
楊嘉雯 元朗東第十八旅
彭淑儀 九龍第一九二旅（銀禧區）
PANG Shuk-yi Jessica
192nd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鄔立富 九龍第一九二旅（銀禧區）
WOO Lap-fu Eric
192nd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朱穎宜 港島第一三六○旅
邱雯蔚 港島第一三六○旅
鄺詠儀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廖家穎 東九龍第一旅
林麗娟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黃筱芳 新界第一三九○旅
林穎禧 九龍第十八旅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15.07.2018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旅長

沈和強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01.07.2018

童軍團長

黃偉強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01.07.2018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Cindy Yvette GILKI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銀禧區）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Timothy GILKI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銀禧區）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01.07.2018

01.07.2018

幼童軍團長

朱惠芳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01.07.2018

幼童軍副團長

林 青
江凱宜
羅仲偉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01.07.2018
01.07.2018
01.07.2018

小童軍團長

黎秀霞

新界東第一五七五旅

01.07.2018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Hollie ALLMA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銀禧區）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01.07.2018

旅團註銷
Cancellation of Registration
新界第一七四一旅
08.02.2018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北葵涌第十六旅（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01.03.2018
銀禧第二十七旅（康樂園國際學校）
01.07.2018
27th Silver Jubilee Group
   (Hong Lok Yuen International School)
銀禧第三十一旅（澳洲國際學校）
01.07.2018
31st Silver Jubilee Group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銀禧第三十二旅（漢基國際學校）
01.07.2018
32nd Silver Jubilee Group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九龍第七十八旅（銀禧區）
01.07.2018
78th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Christ Church)
港島第一五一旅（銀禧區）
01.07.2018
151st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Kellett School Association)
港島第一六九旅（銀禧區）
01.07.2018
169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Bradbury Junior School)
港島第一九二旅（明愛胡振中中學）
01.07.2018
港島第一五一七旅
01.07.2018
  （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及海怡半島業主委員會）
港島第一六七一旅（弘立書院）
01.07.2018
港島第一樂行童軍團
01.07.2018
  （港島南區區務委員會）
港島第三海童軍旅（香港航海學校）
01.07.2018
港島第二七五旅（興豐樓互助委員會）
01.07.2018
九龍第一四四六旅
01.07.2018
  （東華三院黃祖棠庇護工場暨宿舍）
九龍第一七三三旅
01.07.2018
  （九龍方方樂趣幼稚兒園）
九龍第五十二旅（塘尾道官立上午小學） 01.07.2018
東九龍第一八○旅
01.07.2018
（香港小童群益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東九龍第一三五九旅（新青年秀茂坪）
01.07.2018
大嶼山第十七旅（青松侯寶垣小學）
01.07.2018
新界第一六四二旅（杯澳公立學校）
01.07.2018
北葵涌第八旅（迦密愛禮信中學）
01.07.2018
新界第一五二二旅（匡智梨木樹中心）
01.07.2018
新界第一七二一旅（愉景方方樂趣幼稚園） 01.07.2018
新界第一七○二旅（天水圍關社娘子軍） 01.07.2018
沙田東第二旅（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01.07.2018
新界東第一一一四旅
01.07.2018
  （新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潮州會館中學）
01.07.2018
新界東第一六三六旅（基督書院）
01.07.2018
雙魚第二十三旅（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01.07.2018
新界東第一五七五旅（保良局廣福幼稚園） 01.07.2018

總部通告

總部通告

陳啟安
洪照德
梁乃業
張顯祖
莫文佳
馬月霞
高錦祥

梁子雲

李嘉鳳
黃震曦
朱詠旼
彭麗香
鍾秋怡
石麗群
吳淑玲
柳思廷

15.07.2018

灣仔區

15.06.2018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01.07.2018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幼童軍區長

訓練署

陳國權
陳茗茵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李文艷
林偉健
黃頴儀
鄺國威
黃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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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知友社名譽顧問

招侃潛

助理總部總監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助理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港島地域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趙不求

譚奕軒

總部總監（結構）

26.06.2018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楊士釗

謝國富

東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十八鄉第十一旅
九龍第六十二旅
璧峰第六旅

幼童軍副團長

鄭曉霖

13.07.2018

黎永楷

梁麗珠
郭雅茵
朱詠雪
賴文豐
練智康

羅而本

港島第八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十八鄉區名譽會長
新界第一三七二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新界東地域主席
助理香港總監（公共關係）
大埔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沙田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璧峰區名譽會長
九龍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九龍第一三八旅旅長

總監委任書

特殊貢獻徽章

九龍第一四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九龍灣區副會長
屯門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大嶼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西貢區名譽會長
南葵涌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西貢區主席
璧峰區副會長
慈雲山區副會長
元朗西區名譽會長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督導主任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林心廉先生
梁明堅先生
陳文偉先生
朱俊豪博士
何蘭生女士
張麗珠女士
梁偉基先生
陳佩添先生
陳嫣虹女士
麥耀光博士

15.06.2018
15.06.2018
01.07.2018

幼童軍團長

本會謹向下列在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中獲授勳銜之童軍人士致賀：The Association wishes to record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the following honours are conferred on officials of the
Scout Movement in the 2018 Honours Lis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大紫荊勳章

港島第三十五旅
港島第三十五旅
璧峰第六旅

HK SCOUTING 412

鄧耀忠
杜家偉
詹詠欣

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
2018 HONOURS LIS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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