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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最近公布，由2021年5月3

日開始所有單位可以恢復實

體的成年成員及青少年成員的童軍

活動。相信這個是大家期望已久的

訊息，疫情實在困擾我們很長時間

了，社交生活只可在線上維繫，人

與人之間的接觸、交流變得疏離

了；恢復實體活動能夠把童軍兄弟

姊妹拉近。我明白到並非所有旅

團可以即時恢復實體活動，各單位須自行按個別需要及情況而決

定；假若旅團選擇恢復實體活動，大家必須做足防疫措施，並遵

守總會及政府公佈防疫措施事項，以確保健康安全。

疫情對童軍運動大受影響，在最新公布的周年人數統計中，全港

成員人數由去年十萬人下跌至八萬六千左右，跌幅達15%；新界

東地域亦不能幸免，成員人數由去年11,302人下跌至10,065，跌幅

達11%。在疫情困局的情況下人數下跌是意料之內，在此我要感

謝大家，在嚴峻疫情下仍然堅守著貝登堡勳爵創立的童軍精神，

對童軍運動不離不棄，協助我們在疫情困境中繼續堅守信念，實

在令人敬佩。

針對成員下跌的問題，地域啟動「保留及拓展成員」策略更顯得

刻不容緩。我們將以破舊立新為開始，重新建立童軍形象及溝通

方法，地域網頁及社交媒體已經率先以全新形象推出，社交媒體

甚至引用青少年慣常用的俚語及文化來發放訊息，以拉近我們的

距離。我們更會設立與青少年成員溝通的渠道，聆聽青少年的意

見及感受，以便策劃更貼合青少年成員需要的活動。

「S聯盟」工作將會由現在集中處理幼童軍晉團轉介工作，擴闊

至童軍及深資童軍晉團的轉介，以確保所有適齡晉團的成員均能

明暸晉團的重要性及其渠道，地域總部及各區會定必全力推動，

務求達至更高的晉團率。另外，成員招募工作上除了一直沿用的

「Join Us」系統協助公開旅團招募工作外，更會製作成員招募套

包，包括：宣傳單張、海報、錄像、紀念品等，協助團體旅團(例

如：學校旅團)於所屬群體內進行招募工作。除此之外，我們將會

強化拓展新旅團工作，我們將會主動探訪有開辦新旅團潛質的機

構及學校，共同探討開辦新旅團的可行性，並提供所需的支援。

我們更會繼續「小童軍拓展計劃」，邀請地域內所有幼稚園參與

「小童軍團拓展座談會」，介紹開辦小童軍團對其學生的好處，

為學生提供紀律迎練，並協助學生五育發展健康地成長，同時亦

可提升學校形象。

我深信只要我們上下一心，同心協力，憑著「敢創追夢」的精

神，新界東地域定必可以排除萬難，穩健地發展下去。

地域總監 黃燁堂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發展及公關)林偉康先生榮休專訪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發展及公關)林偉康先生將於2021年6

月榮休。林總監在七十年代開始擔任領袖，負責執教水上

活動，其後林總監付出很多時間分別出任旅團旅長及當時於大欖

涌的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管理人，持續發展上水活動，推廣

給大眾參與，往後林總監的童軍生涯中亦肩負更多挑戰，包括於

教會旅團擔任旅團領袖、亦於新界地域出任地域領袖負責公關工

作、2009年出任大埔南區區總監、2011年沙田南區區總監、及後

出任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發展)，榮休前出任副地域總監(發

展及公關)，林總監已經在童軍生活上服務近45載，桃李滿門。

林總監亦提到以前旅團以教育界學校居多，其後，多元化訓練，

有不同的單位及人士參與開拓童軍運動，現在公開旅旅團，活動

更貼近青少年的需要，令他們有更多機會認識及參與童軍運動。

訪問當中林總監特別提到於1986年總會舉辦75周年鑽禧大露營，

令他有很深刻回憶，並詳盡分享當年大露營活動及特色，對當年

身在其中的他，以及其他參加者的童軍生涯經驗非常可貴，所以

他鼓勵童軍成員多參與本地及海外大露營，當中可以得到很多寶

貴經驗。

為了讓大眾更多認識童軍運動，推廣日行一善理念，林總監花了

很多心思發展及提升童軍形象，對外有不同大型活動包括社區服

務、地域開放日及運動會等，對內有整齊制服篇，宣傳及發展活

動，旨在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童軍運動。

林總監最後提到榮休後會出任地域會務委員及專科訓練員，寄語

各童軍成員繼續發揮童軍精神，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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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
升旗比賽朱俊豪盃2021
步操是童軍訓練中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藉著嚴格，有系統及

認真的步操訓練活動，能幫助童軍成員學習專注、自信、服

從、互助、紀律等良好行為，並訓練成員敏捷的反應、準確的動

作及隨時準備(Be Prepared)的心態。

地域現定於2021年9月19日(星期日)於羅定邦童軍中心舉行「新界
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升旗比賽朱俊豪盃2021」。目的為鼓勵
童軍成員透過參與各項比賽，從而提高步操及升旗水準，並希望

提升小童軍成員對快樂傘的認知及幼童軍成員對團呼儀式的掌握

技巧。

是次步操及升旗比賽中的優勝隊伍更有機會代表新界東地域，參

加由總會舉辦的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及升旗比賽，競逐殊榮！有

興趣報名參賽的成員，請留意地域稍後發出的通告。希望各位鼎

力支持，到時見！

文：助理地域總監(行政)  鍾文龍

香港童軍110周年紀念開心家庭
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新界東地域總部羅定邦童軍中心前身

為大埔舊北區理民府，這座建築物

約建於1907年，是英國在1899年接收新界
租借地所建立的臨時管治中心。舊北區理

民府是新界最早期西式建築物之一，整幢

建築物有著紅磚牆壁、寬敞拱門、磚柱遊

廊等極典雅的英倫建築特色，並於1981年
被列為法定古蹟。

為配合香港童軍110周年紀念及民政事務
局的開心家庭計劃，地域將於2021年8月
29日舉行香港童軍110周年紀念開心家庭
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是項活動除讓童軍

成員及公眾人士認識舊北區理民府的歷史

外，更可感受童軍活動及訓練的樂趣，並

欣賞以香港童軍歷史及發展為主題的展

覽。歡迎各童軍成員、領袖及會務委員參

加，費用全免，地域亦將稍後公開派發入

場券予公眾人士。有興趣參觀的童軍單

位，可以掃描以下QR Code報名。

文：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邱雅怡

未來活動預告



地域活動新界東在家學習計劃
疫情持續，各支部已暫停集會一段長時

間，為此，新界東地域支部訓練部在

2020年8至12月期間推出在家學習計劃，包
括「小童軍在家挑戰」「幼童軍盡所能」

以及「童軍停不了」，每隔一至兩星期在

「新東童軍」Facebook專頁刊登事工或挑
戰，讓不同支部成員可以在家不間斷參與

童軍活動。

暫停面對面活動，對小童軍支部來說異常

困難，因支部特色是從活動中學習，能堅

持網上集會的小童軍團不多。本部推出的

在家學習計劃能及時支援旅團，發揮小童

軍擁有比其他支部強的親子優勢，「小童

軍在家挑戰」都是以親子形式進行，挑戰

內容涵蓋小童軍身心發展需要，例如把提

升自理能力，以家務為題設計的「襪子配

對」親子對戰、利用拯救冰封玩具提升解

難能力、運用文具筆袋進行金氏遊戲考驗

記憶等，都深受家長歡迎，而且不少家長

更在社交媒體分享，讓親友都感受到在家

挑戰的喜悅。

文：助理地域總監(支部訓練)  張健浩

新東童軍Facebook及Instagram
新東童軍Facebook及Instagram自2018年啟用，一直嘗試透過

社交媒體宣傳童軍活動及訓練資訊、建立正面童軍形象以至

在網絡傳播童軍精神。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實體童軍活動持續

暫停，「新東童軍」便擔起更大角色，募集一群年青小編，在網

絡平台發揮創意和活力，以下分享其中幾個近期的項目。

新東童軍齊撐DSER!!
每年踏入3月開始便是香港公開考試的季節，面對龐大的考試壓
力，尤其2021文憑試考生經歷數度停課，「新東童軍」決定發起
「新東童軍齊撐DSER!!」，一方面透過倒數文憑試呼籲領袖和童
軍成員為我們的考生打氣，另一方面更邀請多位經歷過文憑試的

童軍師兄和師姐齊齊為我們的考生分享，包括溫習策略、備戰心

理、臨場預備等，期望能夠以我們童軍的力量給予考生們一點點

的支持和溫暖。

第一屆新東解迷獵蛋遊戲
今年復活節和兒童節重疊在4月4日，負責「新東童軍」的深資童
軍和樂行童軍忽發奇想，運用Instagram功能設計一個別開生面的
網絡解迷遊戲，遊戲以復活節傳統獵蛋（egg hunting）為主題，
過程中融入童軍密碼通訊內容，例如摩斯密碼、旗號等，讓參加

者嘗試動動腦筋，逐步破解迷題，與此同時，遊戲設計更加入新

界東地方色彩，讓參加者仿似走遍大埔、沙田、粉嶺、上水等

地，上山下海尋寶解迷。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有趣遊戲設計予各位

童軍兄弟姊妹參加！

世界童軍組織(WOSM)資訊發放
我們特別留意著世界童軍組織的網頁和社交媒體，嘗試第一時間

將WOSM的資訊發放給大家，讓香港童軍能更加了解到世界童軍
組織的動向。未來也會進一步在「新東童軍」分享更多世界各地

不同童軍的活動，好讓我們雖然短期內難以到外地與他們交流，

但是仍然能夠互相了解彼此近況。

憑藉我們的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和年青領袖組成的小編團隊，未

來「新東童軍」一定會不斷推陳出新，推出更多元化和具趣味性

的內容予各位新界東地域的童軍兄弟姊妹！

文：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常務)  羅恒威 請即Fol low和L ike我們的Facebook和 Instagram!!

Facebook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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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區 活 動

沙田南區小童軍網上競技小考驗
文：沙田南區副區總監(訓練)  邱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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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網上童軍常識問答比賽同樂日
因應香港童軍成立110周年暨雙魚區邁向20周年，雙魚區為使區內童軍成員對童

軍常識有進一步的認識，於2021年3月28日舉辦了一個「全區網上童軍常識問
答比賽同樂日」，當天各區幹部職員集合在何東學校進行網上直播。

在活動開始前，進行熱身遊戲，從畫面看到童軍成員、領袖們及家長們都非常投

入，玩得很開心，就在這氣氛之下，馬上開始既緊張又刺激的童軍常識問答比賽，

我們使用quizizz軟件把題目逐題彈出來，他們很快回應答案，大部分參加者都能準
確地回答問題，可知雙魚區的童軍成員對童軍常識也認識不少。

其實這次活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讓童軍成員對童軍常識認識更多，所以我們會在每

題答完後，都會講解答案及說出相關的知識，使他們對童軍運動更投入。再多謝各

旅團領袖、童軍成員及家長們的參與，是次活動的參加人數連同家長超過80多人。

小童軍支部於2021年3月20日舉行一個網上競技小考驗比賽，
活動共有13位小童軍參與，當日考驗分為三個項目，分別為

眼明手快、拼拼砌砌及手腳協調大挑戰。當天早上小童軍們精神

奕奕在電腦屏幕中出現，活動考驗小童軍運用平衡能力、手眼協

調、觀察能力以及機智解難，比賽過程十分緊湊，工作人員緊守

崗位務求令網上比賽能夠順利進行，轉眼一小時比賽在一片歡愉

笑聲中圓滿結束。活動精華以及花絮可於以下QR CODE發佈，有
興趣的人士可重溫今次活動的有趣片段。

最後希望疫情早日完結，期待再次見到大

家！

文：雙魚區區總監  黎志榮

雙魚區

沙田南區



八 區 活 動

沙田西區幼童軍公園定向章
繼深資童軍支部於2020年11月29日完成「深資童軍地圖閱讀考驗日」後，有見

疫情在農曆新年假後持續緩和，部分小學已經局部甚至全面復課。沙田西區

幼童軍支部亦於2021年3月6日舉行「幼童軍公園定向章」理論部分。活動由本區幼
童軍區長兼助理野外定向教練員萬仲豪先生主持，並首次以網上形式進行幼童軍訓

練班，合共有25名幼童軍參加。

有幸萬Sir乃從事資訊科技工作，對網上平台的操作和授課絕不陌生；加上經過一年
多的應用，幼童軍們亦熟習網課的模式。短短半天的課程，幼童軍們都全神貫注，

認真地學習各種公園定向的知識。考驗及格的幼童軍，於稍後完成實體公園定向賽

事後，便符合有關要求，獲頒公園定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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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田東區區總監  覃天培

沙東不易的二十五年

文：沙田西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劉子琪

沙田東區

沙田西區



八 區 活 動

籌備近一個月的聯旅集會活動終於在2021年2月6日圓滿舉行，我們大埔南第48
旅沒有籌組聯旅活動經驗，幸得沙田南第48旅旅長Eric Sir幫助下，才可以融入

一同參與，今次兩個旅團共有45位小童軍及幼童軍於網上參加。

活動開始時，由大埔南第48旅Hugo Sir以小童軍開團儀式－叫口號(小童軍⋯⋯向前
進)帶動參加的小童軍注意，再由Eric Sir以幼童軍團呼儀式－Pat Pat Pat引動幼童軍
進入，原來兩個旅團的幼童軍團的視像團呼儀式都有不同，十分有趣。

今次我們運用Nearpod程式玩遊戲，所以早在兩星期前Eric Sir親自參加了大埔南
第48旅視像集會教導如何使用，所以當天由沙田南第48旅領袖們利用
Nearpod帶領玩遊戲時，大家都沒有困難，十分暢順，充分體現了童軍銘
言－準備。

遊戲開始時由阿樂Sir帶領，利用Nearpod玩故事遊戲及問答題，隨後亦有
Hugo Sir帶領大家玩耳聽八方(金氏遊戲)－考考聽力，區Miss帶領玩步步高
升(疊紙巾)及最佳拍檔(運用左右手夾衣夾)，琳琳Miss帶領的考思考及眼力
(估圖像新年物品)，最後在Eric Sir帶領最激烈的收買佬遊戲後，便結束當日
活動，大家享受了90分鐘的集會，意猶未盡，大家都非常盡興，而每個遊
戲都由Eric Sir送出獎品(紀念章)。

今次活動可以使大家參與體驗到童軍家庭的樂融融，我們大埔南第48旅與
沙田南第48旅的新年願望都是希望疫情快過去，大家可以再來一次實體面
對面的聯團活動，相信到時會更好玩，更有火花。

適值疫情開始逐漸緩和之際，沙田北區立即嘗試按已編定的計劃，由區幹部饒

嘉銘先生統籌，邀請了兩位導師(資深領袖)，假馬鞍山錦英苑1749旅旅部主持
了本年度之「全區領袖聯誼日」，主題是「咖啡沖調及分享」。

當天參與的領袖比預期人數多，約15人。我們做足防疫預備，以身作則，能夠帶動
各人在聯誼時，彼此間有足夠空間距離，亦依足政府及總會的通知及指引去處理。

場內不設食物，只能提供「4觸」－分別是視覺觀賞烹調方法、聽覺聆聽詳盡生動
的講解、嗅覺就是強忍每次由導師烹調出香氣四溢、濃淡適中的咖啡及最終可從導

師手中的示範杯，舀一小口到自備杯中細意品嚐。

唔！頓時大家都感到此刻的無窮歡樂！無比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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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家庭樂(大埔南第48旅
與沙田南第48旅聯合集會)

全區領袖聯誼日
文：沙田北區區總監  蔡學富

沙田北區

文：大埔南第48旅旅長  鄭樹芬

大埔南區

送鼠迎牛聯旅視像活動，日期：2021年02月06日(星期日)上午1100-1230時，參與領
袖：大埔南第48旅(鄭樹芬-Hugo)及沙田南第48旅(簡世樂-Eric、李穎琳-琳琳、繆為
樂-阿樂、區Miss) 



八 區 活 動

「20周年紀念活動系列」第
一炮！大埔北區20載徵稿紀
念活動暨幼童軍寫作章考驗

可能是本區「最長」的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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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今年4月，大埔北區已經成立20周年啦！疫情影響到實體的集會，但我們的活動並沒有停止！為了慶祝大埔北區20周年，我們
特舉辦「大埔北區20載徵稿紀念活動」，讓大家可以分享不同的童軍趣事／歷史等等。歡迎來稿及把照片上傳到我們INBOX或電

郵地址(info@tpnscout.org)，一經我們發放在IG及FB就可以獲得豐富童軍紀念品。

如果讚好或分享人數超過50人更加會獲得神秘獎品。我想大家都可能有很多人和事與我們分享呢？請馬上行動，投稿給我們。

• 投稿對象：不限
• 活動範圍：所有關於大埔北區童軍會過去20年的活動、趣事或歷史的分享，當然包括你自己作為童軍的故事分享。
• 投稿規格：字數不限(需附上圖片或影片)
• 篇幅有限，我們保留編輯及刊載權利。

文：大埔北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林健

文：璧峰區副區總監(行政)  廖慶新2019新冠肺炎於2020年暑假後第三波疫情放緩之際，童軍訓練與活動驟見曙
光。璧峰區深資童軍支部，決定於2020年11月下旬開辦「指南針及地圖運用

班」，訓練班共有八人參加。無奈天意弄人，11月初開始確診人數又再上升，為配
合香港政府及童軍總會的防疫措施，訓練班一再延期。由於訓練班內容分為理論和

戶外實習兩個部分，所以最終定於12月25及27日首先舉行網上理論課，而戶外實習
則要延後至復活節假期進行。至本文截稿時童軍總會仍未放寬青少年成員的訓練與

活動安排，加上要面對五至六月的學校考試及測驗高峰期，所以本訓練班大有可能

要暑假才可以完成。雖然訓練班尚未完成，但仍要感謝訓練班各導師及工作人員，

在眾多不明朗因素下，縱使打亂了自身的工作計劃，仍隨時作出準備，滿足青少年

成員在訓練上的需要。

璧峰區

大埔北區

另外幼童軍投稿而符合以下要求，更可同時考獲寫作章。

• 目的：培養幼童軍寫作興趣。
• 要求：
 1. 創作一封不少於二百字的信件郵寄給我們，內容描述自成為 

 幼童軍後曾參與最有意義或最有趣的故事，正確地在信封寫 
 上收信人(大埔北區童軍會)、發信人及地址(大埔運頭角里15  
 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2. 必須提供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容後聯絡領取獎品。
• 其他：如有相關圖片或影片，可電郵到info@tpnscout.org。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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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同學會鄺啟濤博士基金

出版 新界東地域

督印人 地域總監黃燁堂

執行編輯 助理地域總監(公關)黃勝輝、

 地域執行幹事區彩嫻、地域幹事陳碧鳳

新界東地域總部地址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 2667 9100     傳真 2667 0298

香港童軍總會網址 http://www.scout.org.hk/

新界東地域網址 http://www.nter-hkscout.org/

新界東地域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nteryouth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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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的提示
(一) 透過無線電與世界不同角落的童軍成員聯絡的活動。

(二) 一種小說體裁的兒童文學作品。

(三) 形容越多越好的成語。

(四) 形容處於詭譎多變的情勢中，仍不驚惶失措。

(五) 有目的在郊區山徑進行的長距離走路緞練。

(六) 集會穿著的服飾。

(七) 香港童軍總會的直屬服務機構。

(八) 形容發揮集體的作用，大家一起想辦法的成語。

(九) 宋朝抗金名將，又有民族英雄稱號。

直的提示
( 1 ) 義勇軍進行曲。

( 2 ) 卡通人物。

( 3 ) 有益的活性微生物。

( 4 ) 每日做一件好事的童軍信念。

( 5 ) 教導童軍之間關係的規律。

( 6 ) 形容令人驚奇，好像超出人的能力的成語。

( 7 ) 總會周年主題。

( 8 ) 形容駕馬車疾行的成語。

( 9 ) 此結用途是圈在肩膊上可縴引重物，以減輕別人曳拖之力量。

姓名： 旅團： 聯絡電話：

歡迎本地域各級支部成員及領袖參加，每位只限提交一份遊戲表，並拍照將圖片傳送至電郵nteroffa@scout.org.hk或傳真至26670 298提交。

全部答對者可獲贈紀念章乙枚，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請填寫以下資料

填 一 填 玩 一 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