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東地域會務委員會第21屆周年
會議暨第22屆就職典禮
新界東地域會務委員會第21屆周年會議已於2021年6月26日下

午在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舉行。會上除匯報

過去一年地域各項重要工作外，香港總監劉彥樑先生亦宣布委任

關景鴻博士為新界東地域會長，朱俊豪博士為新界東地域主席。

此外，會議亦通過第22屆地域會務委員會名單。

周年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第22屆就職典禮，主禮嘉賓香港總監
劉彥樑先生在儀仗隊引領下進場，就職典禮正式開始，隨後是頒

發委任狀和多項童軍獎勵。儀式在簡單而隆重又嚴守防疫措施的

安排下順利完成，出席者都期望疫情儘快結束，童軍運動能回復

正常運作。

文：助理地域總監(公關)  黃勝輝

香港童軍總會 季刊新界東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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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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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以往，五、

六月都是各童

軍區會區務委員會及

地域會務委員會就職

典禮的高峰期，適逢

總會最近公布可以恢

復實體活動，各單位

均把握機會舉行周年

大會及就職典禮。不

同的是，舉辦的形式

變得簡化了，人與人

之間除增加了口罩

外，亦增添了社交距

離；縱使如此，各單位都不忘舉行周年大會及就職典禮的初心，

以貝登堡勳爵創立的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為鑑，全力以赴並靈

活部署做好準備，在排除萬難的情況下完成，實在令人敬佩。

周年大會肩負著監察所屬單位內童軍運動的發展情況及落實未來

工作方向的責任，而就職典禮則為各單位內的各會務委員進行委

任儀式；兩者均同樣重要，各單位內的童軍活動能夠向著所訂下

的目標與各持分者共同推行，為社會增添一份正能量，培養青少

年有正確的價值觀，貢獻及共建和諧社會。通常周年大會及就職

典禮中，各單位亦會藉此機會頒發獎勵予過去為童軍運動有傑出

表現的領袖及委員，以表揚其過去為童軍運動的貢獻，所以周年

大會及就職典禮別具意義；而此活動都會安排在五、六月舉行，

亦有著全年第一項活動的象徵意義。

在過去一年面對冠狀病毒疫情困局，甚至部分童軍區會未能於上

年度舉行實體的周年大會及就職典禮，故本年度的周年大會及就

職典禮別具意義，有著疫情後「重新出發」的感覺，更是童軍區

會及地域總部各級總監、領袖及會務委員終於可以聚首一堂的好

機會，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此機會而抽空出席，把疏遠了的人

與人之間的實體交流再次拉近了。

過去的冠狀病毒疫情對童軍運動無疑是影響深遠，疫後新常態下

的前路或許會更艱巨，值得慶幸是新界東地域一眾總監、領袖及

會務委員無懼困境挑戰，憑著「敢創追夢」的精神，繼續堅守著

貝登堡勳爵創立的童軍信念，為童軍運動繼續努力，為香港青少

年的發展共同努力！

地域總監 黃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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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邱雅怡

香港童軍110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
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因應疫情，香港童軍110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北區

理民府開放日由原定8月29日延期至2021年12月
12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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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掃描右面QR Code報名。

幼童軍Troop Troop體驗日
幼童軍Troop Troop體驗日已於2021年7月25日假羅定邦童軍中心

舉行，共有18名幼童軍參與。Troop Troop體驗營是新界東地
域傳統活動，給予幼童軍支部成員率先體驗童軍支部的特色，藉

此達致保留成員的目的。雖然今年受疫情所限，只能以半天日營

方式進行，但亦無損參加者的熱情。

在體驗日中，幼童軍可以體驗童軍支部（海、陸、空）活動和小

隊制度。體驗日內容豐富，當中包括地壺體驗、海上救援、定

向、模擬飛行、先鋒工程、金氏遊戲及S聯盟介紹，參加者可以從
中感受到童軍支部活動帶來的愉快和挑戰性，不但可增加他們的

團隊溝通及合作能力，亦可挑戰自我，擴闊視野，為升學及晉團

作準備。Troop Troop體驗日得以成功舉辦，實在有賴一眾領袖通力
合作，相信每位參加者都能留下美好回憶，繼續參與童軍運動，

享受愉快的童軍生活。

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
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2020在經歷數次改期後，終於在2021年6月

27日順利舉行，本年度以「不一樣 還是一樣」為活動主題。

「不一樣」的是因為社會事件及疫情的影響，本年度的最高獎章

得獎者所經歷的考驗過程都充滿未知與變數，能在逆境下獲獎之

成員更突顯出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

「還是一樣」指不變的是前線領袖及家長一直的支持與鼓勵，以

及成員獲獎的喜悅，更重要的是對童軍運動初心不變。

除了頒發最高支部獎章外，頒獎典禮亦同時頒發於去年舉行的

「童來唱走疫症大挑戰」以及「童心抗疫急口令創作比賽」的獎

項，以表揚童軍成員及家長為推廣抗疫訊息發揮的創意。

文：助理地域總監(支部訓練)  張健浩

文：地域總部總監(資源管理)  陳志偉



地域活動

文：地域總部總監(青年參與)  羅恒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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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青少年的聲音及推動青年參與的概念，以提高活動質素是五大地域發展目標之一，為著實踐目標，地域於2021年7月4日舉行
第一屆地域青年大會Scout Ekklesia，集合15-26歲的童軍成員和領袖，聚首一堂並就童軍運動的發展集思廣益。

Scout Ekklesia有感召和聚集的意思，近年童軍運動受到疫情影響，青年大會嘗試以嶄新活動，重新凝聚每一位青年。活動內容分成四
個部分，團隊挑戰、青年論壇、項目構思和營燈晚會。參加者在抵達地域總部後，便立即開展團隊挑戰，按任務要求尋找隊友和導

師，然後完成導師和大會指派的不同任務。任務的主要期望，是讓參加者能夠突破自我和發揮創意，以致能夠建立敢於表達、敢於改

變的態度，例如參加者要嘗試改編營火歌曲、創作宣傳童軍的歌曲、完成機智解難遊戲等。

青年大會的重點環節之一是青年論壇，論壇分成公開和小隊分享兩部分，既可讓青年在所有參加者面前表達所思所想，也讓他們可以

在小隊中與導師和隊員暢談。是次論壇的不同之處在於沒有特定主題和議題，任由青年就童軍世界內的任何議題表達看法，青年們在

沒有主題的情況下，表現出高質素的發言水準，內容主要就疫情下對旅團的支援、行政和繳費程序、活動取錄原則、童軍形象等提出

不少想法。在及後的項目構思環節，導師帶著青年們共同構思一些有利於童軍運動發展的計劃或活動，其中不少也針對著青年論壇提

到的現況。各隊匯報項目後，參加者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選認為最值得投放資源和時間的項目，最後名為「新東童軍網上平台」的資

源和資訊共享計劃獲得最高票數。

創新營火晚會素來是新界東地域的特色，青年大會亦以營燈晚會作完

結。在領袖帶領下，參加者接連唱玩不少混合創新模式的傳統營火歌

曲，令活動氣氛推上最高點。最後隨著歌曲節奏放緩，晚會邀請地域總

監黃燁堂先生進行營燈談話，地域總監分享在參加青年大會的過程中，

感受到青年的活力和創意，深信他們的能力和態度在未來一定可以令到

童軍運動變得越來越好，尤其童軍運動的主人翁一直都應該是青年人。

地域總監更特別提到項目構思環節中，除了獲勝一隊的項目外，其他每

個項目都有不少值得實踐之處，未來將會再與不同部門和領袖溝通，嘗

試把青年的想法實踐出來。

雖然活動完結，但實際象徵著地域的青年參與工作正式進入下一個階

段，揉合以往制度內的青年賦權，實踐更多制度外的自主參與，使地域

能夠成為真正讓青年聲音得到重視的發展平台，期望在下一個活動可以

凝聚到更多青年。

地域青年大會Scout Ekkl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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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峰區

雙魚區2020-2021年度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
暨2021-2022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文：雙魚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羅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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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峰區第18屆周年會議暨2021-
2022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璧峰區第18屆周年會議暨2021-2022年區務委員

會就職典禮已於本年5月23日假大埔羅定邦童
軍中心舉行。與上年一樣，由於疫情關係，上述活

動仍未能像以往一樣借用學校舉行。今年亦加強了

防疫措施，包括所有參加者均須申報健康情況、到

場時量度體溫，而且除了小部分工作人員外，也沒

有邀請青少年成員出席。

周年會議於上午10時15分開始，由葉奕成會長主
持，會上通過上年度工作及財政報告，以及本年度

財政預算、區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名單。

緊接著是在停車場舉行的本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典

禮，今年黃燁堂先生首次以地域總監身份擔任主禮

嘉賓。黃總監除了為我們致勉勵辭外，亦頒發了會

長、主席和名譽會長的委任狀，以及童軍獎勵。此

外，新界東地域主席朱俊豪博士亦有蒞臨擔任主禮

人，並頒發委任狀及長期服務獎勵。

典禮當日雖然不算是烈日當空，但始終氣溫亦接近

三十度，所以要感謝各位出席的嘉賓及委員，亦慶

幸有一群不辭勞苦的工作人員，使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

雙魚區2020-2021年度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暨2021-2022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已於2021年6月13日在新界東地域總部舉行。

典禮由地域總監黃燁堂先生及地域主席朱俊豪博士擔任主禮人，各嘉賓在風笛聲伴隨下列隊進場，場面非常莊嚴隆重。是次典

禮雖然受天雨影響，只能在室內舉行，但並沒有影響活動的進行，過程十分順利。

今年本區共有四十多位委員及領袖獲頒不同的獎勵，包括功績榮譽獎章、優異服務獎章、優良服務獎章、長期服務獎章及長期服務一

星獎章。很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為童軍活動所付出的努力，有賴他們的堅持，才能讓童軍活動繼續進步和發展。

另外，本區也有六位青少年成員考獲支部最高獎章。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將來成為領袖，薪火相傳，回饋社會。未來一年，本區仍以

「保留成員，開拓新童軍旅，服務社群，隨時準備幫助別人」為目標，持續優化各項活動及訓練，秉承童軍精神，培育青少年。

文：璧峰區副區總監(行政)  廖慶新

雙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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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科學實驗工作坊
小童軍支部於2021年7月4日舉行「親子科學實驗工作坊」，活動旨在培養小童

軍成員對科學的興趣，並與家長一起建立親子關係，當日大家都能在愉快的

氣氛下進行活動。

在持續一年多的疫情下，小童軍們都適應了網上遙距學習，是次活動他們有些各自

在家進行、亦有旅團讓他們回到旅部一起參與。雖然活動採用ZOOM視像會議的形
式進行，教授有趣的小玩意，但他們仍能認真投入參與，樂在其中。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除了小童軍們的踴躍參與，亦少不了領袖們活動前的悉心安排

及周詳的準備，為一眾小童軍安排了「收買佬」、「浮沉子」及「單翼飛機」三

項活動，活動進行期間，領袖除了緊守自己的崗位和任務外，亦與小童軍們打成一

片，一起製作科學小玩意，其樂融融。希望小童軍們享受參與是次活動外，亦能誘

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發掘更多科學的小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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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西區2020-2021年度區務委
員會周年會議已於2021年5月

22日在聖公會曾肇添中學舉行。由
於配合特區政府防疫措施，大會亦

安排網上視像會議系統同步進行，

讓部分委員能夠一同參與會議。

除通過2020-2021年度年報及財務
報告外，會議亦追認2021-2022年
度財政及活動預算、通過委任及選

任2021-2022年度區務委員會及區執
行委員會成員等。會後隨即舉辦就

職典禮，地域總監黃燁堂先生及地

域主席朱俊豪博士分別頒發委員委

任狀及各級童軍獎勵。儀式雖然簡

單，但仍能充分表達沙田西區童軍

會對所有獲委任或獲獎人士/單位的
重視和敬意。

期待2022年的周年會議可以恢復正
常，讓我們一起同心抗疫。

文：前沙田西區副區總監(行政)  陳健明

沙田西區2020-2021年度
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暨
2021-2022年度就職典禮

文：沙田南區區領袖  簡世樂

沙田西區

沙田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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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疫情多阻攔，童軍路上無畏它；無論疫情多變化，沙北童運戰勝它！」

沙田北童軍區本年度的周年會議暨就職典禮已於2021年6月5日（星期六）假馬
鞍山曾璧山中學舉行。由於疫情關係，參加者都等待了漫長的時間才可以合

法進行，雖然儀式一切從簡，但出席的嘉賓、得獎者或代表仍難掩興奮心情和面

容。

在葉乃煖區會長和新任區主席張永德醫生帶領下各副會長、副主席、義務法律顧

問、核數師、秘書、司庫及委員，組成強而有力的團隊。當天得獎者計有：陸詠儀

副主席獲優良服務獎章及10年長期服務獎狀；陳美莉義務法律顧問獲10年長期服務
獎狀；方子康委員獲五年長期服務獎狀；另新界東第1298旅旅長張揚先生獲長期服
務獎章。

領袖訓練方面，新界東第1749旅旅長及領袖共五人完成正式和嚴格的領袖訓練，獲
頒小童軍支部木章。

在青少年成員最高支部獎章方面，沙田北第10旅幼童軍蘇欣瑜考獲金紫荊獎章。

至於童軍旅方面，本區共有3個童軍旅主辦機構獲頒主辦機構表揚狀、有15個童軍
旅（不同支部）獲頒優異旅團獎勵、3個團獲頒連續五年優異旅團獎勵及3個團獲頒
連續三年優異旅團獎勵。本人在此謹向各以上獲獎人士及童軍旅致賀。

最後，本人在此謹代表本區向服務多年，對本區全程投入，時賜南針，亦師亦友的

區主席袁國輝校長致萬二分謝意，期望袁主席在轉換角色，調任本會名譽會長後，

仍鼎力支持本會一切事務！

上年度因疫情比較嚴重，很多童軍活動都被取消或延期，沙田東區的區務委員

會會議及就職典禮亦一再延遲，最終還是取消了；直至今年疫情比較穩定，

我們於2021年7月10日舉辦了2020-2021年度區務委員會周年大會暨2021-2022區務
委員會就職典禮。

多謝各委員、獲獎人士及旅團代表的熱誠出席，感謝籌備委員會各委員及地域職員

的協助，兩位童軍成員擔任司儀，表現都非常出色，令今次周年大會及就職典禮非

常順利地完成。

今年更是我們沙田東區童軍會踏入二十五周年，我們在就職典禮內舉行了一個簡單

而有特色的開展禮，揭開25周年的序幕。

大家要繼續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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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第19屆周年會議暨
第20屆就職典禮

2020-2021年度區務委員會周年大會
暨2021-2022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文：沙田東區副區總監(行政)  陳佩嫺

文：沙田北區區總監  蔡學富

沙田北區

沙田東區



八 區 活 動

大埔南區本年度之周年會議
及就職典禮

大埔北區20周年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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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南區本年度之周年會議及就職典禮已於2021年7月17日順利完成。過去一年
因疫情反覆，最終未能舉行周年會議及就職典禮，於是大埔南區於本年度之

就職典禮一併頒發兩年的獎勵，場面熱鬧。

為保障參加者的安全，是次典禮只邀請獲獎者及其親友出席，所有參加者全程需戴

上口罩，進場時需探熱，亦需作健康申報。在艱難的時候，典禮來得更有意思及更

具親切感，出席嘉賓及領袖有近兩年未見，見面時仿佛有完不了的話題。

過去兩年童軍運動大受影響，區主席亦藉典禮的機會向各前線領袖致謝，感謝他們

在艱難時期，依然緊守崗位，維持有限度集會，努力維繫成員，並協助他們成長。

最後，區會想藉季匯專欄向剛卸任的區司庫盧秀枝校長致謝，感謝她多年來擔任本

區司庫，處理繁瑣的財務工作，亦於執委會指導我們，推動大埔南區的成長。大埔

南區祝願盧校長退休生活愉快美滿。

文：大埔南區區總監  張健瀚

文：大埔北區區總監  孫慶輝
大埔北區童軍會20周年開幕啦！開幕儀式已於2021年5月23日假羅定邦

童軍中心舉行，特別鳴謝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新界東地

域總監黃燁堂先生、朱俊華會長及巫家雄主席百忙中出席主持。是次儀式

別出心裁，我們特別準備了一棵大埔北區20周年紀念樹，各主禮將寶碟掛
上樹上，象徵對大埔北區童軍會的祝福，而隨著禮炮鳴響，大埔北區20周
年正式揭開序幕。

感謝各委員的參與，更感謝區幹部們用心在活動前作準備及無限的創意，

祝大埔北區童軍會20歲生日快樂，一連串的20周年紀念活動即將展開，大
家萬勿錯過！

大埔北區

大埔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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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地域總監(行政及公關)劉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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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勳  銜 職  位 姓  名 

金紫荊星章 沙田東區副會長 盧偉國議員博士工程師,GBS,MH,JP

榮譽勳章

地域義務公關顧問 車淑梅女士,MH

璧峰區會長及雙魚區名譽會長 葉奕成先生,MH

大埔北區名譽會長 林奕權先生,MH

大埔北區司庫 余智榮先生,MH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地域訓練委員會副主席 馬家慧女士

地域營地及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梁秉堅先生

璧峰區名譽會長及雙魚區名譽會長 徐湘兒女士

太平紳士 大埔南區委員 潘慶輝先生,MH,JP

2021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

新界東地域謹向以下在2021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中獲授勳銜之本地域會務委員致賀：

雙魚第五旅(石湖墟公立學校)
長期服務獎章頒獎典禮
雙魚第五旅於2021年7月14日舉行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這

個活動有兩個第一次：第一次地域總監到旅團頒授長期服務

獎章，一般頒授長期服務獎章都是在區會的就職典禮中進行；另

外也是第一次在同一個旅團中多達16位領袖同時獲得長期服務獎
章，可見雙魚第五旅在推動童軍運動不遺餘力。校長沈美芬女士

身體力行地推動全校童軍，對童軍運動的支持，實屬難能可貴。

所謂「上行下效」沈校長除出任該旅旅長外，還積極推動全校師

生參加童軍，全體老師分別擔任小童軍及幼童軍團團長及副團

長，所有教練員均由校友擔任，可見石湖墟公立學校是一間名符

其實的全校童軍的學校。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沈校長把童軍訓練綱要融入正規學校課程

中，使各級學生獲益良多。在小童軍方面，學校推行「多心小童

軍」課程，透過集會學會不同的「心」，包括：開心、孝心、

愛心等。而幼童軍方面，則以進度性獎章課程為縱軸，培養他

文：雙魚區區總監  黎志榮

們「隨時準備」的習慣，使他們學會作出正確判斷及用行動來做

到「助己助人」的精神，這兩個課程完全配合童軍運動的最終目

的——培養成為良好公民。

在此感謝地域總監黃燁堂先生蒞臨主禮及莊金寧會長出席支持是

次活動，並多謝兩位副地域總監羅志聲先生及雷智遜先生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