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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與救護童軍與救護
最近有一則新聞，關於我們的童軍成員在街上碰到了心臟停
頓的患者，最後，他以在集會內學到的急救知識，勇敢地向
患者施行心肺復甦法，最終挽救患者生命。

其實童軍運動源於戰爭之中，青少年透過學習不同技能，協
助戰場上的軍隊對抗敵人，時至今天，我們仍以這些實用的
技能，教導各支部成員，當然目的已改為培育他們成為良好
公民，做福社會。雖然目的不同，但當中項目，仍是我們服
務社會的不變技能。就如救護，無論我們在哪一個年代，它
的實用性，永遠是各項技能之首。

隨著社會進步，急救的技巧更趨專業，領袖們亦應
提升急救知識，並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中使用，為配
合領袖需要，地域舉辦多個不同的急救課程，就如
近期的「基本野外急救證書課程」，學員完成課程
後，可獲取由美國急症醫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及美國骨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認證。領袖們獲
取專業資格的同時，更為我們的活動和訓練中帶來保
障。我們期待所有成員和領袖也能掌握急救知識，時
刻作好準備，在需要時，服務社會！

地域總監的話總監的話
       地域總監  
       譚國權



獲獎人士名單

香港總監嘉許
深水埗東區區領袖 房綺禎小姐
優異服務獎章
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朱均偉先生
優良服務獎章
地域副會長 周偉基先生
地域副會長 黃　勁先生
地域副主席 范啟鏞先生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楊澄峰先生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資源） 文　傑先生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楊庭威先生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地域選任委員 彭開發先生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深旺區區總監 馬振強先生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鍾俊傑先生
長期服務獎章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楊澄峰先生

文：編輯組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第 53 屆周年會議已於
2022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在香港童軍中
心周湛燊集會堂舉行。周年會議由地域會長
伍燕梅小姐主持，會上通過 2021 至 2022 年
度地域年報及財務報告、以及通過委任及選任
本年度有職守人士、會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
成員名單。香港總監劉彥樑先生代表香港童軍
總會感謝伍燕梅小姐及黃俊雄先生在過去一年
分別擔任地域會長及地域主席，鼎力支持九龍
地域，並宣布再次委任兩位繼續擔任新一屆地
域會長及地域主席之職，帶領九龍地域向前邁
進，推動童軍運動。

 

會議結束後，由劉彥樑總監頒授多項童軍獎勵
及香港總監嘉許，當中包括獲頒授長期服務四
星獎章的地域選任委員彭開發先生，地域總監
譚國權先生及後亦頒發了總監委任書。儀式過
後，各獲獎人士互相祝賀及拍照留念，整個活
動在一遍歡笑聲中結束。

九龍
地域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第 53 屆周年會議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第 53 屆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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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編輯組

本會之長期服務四星獎章乃授予服務年資達 55
年之成年會員，以表揚其對童軍運動之貢獻。
彭開發先生自 1959 年加入九龍第 5 旅成為童軍
成員，於 1966 年開始擔任九龍第 35 旅幼童軍
副團長，繼而投身旺角區服務並擔任區總監一
職超過 20 年，其後出任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至
2013 年退休。離開制服崗位後，彭 sir 繼續在
不同崗位參與及支持童軍運動，精神和魄力不
減，現時仍是地域選任委員。

恭賀地域選任委員彭開發先生恭賀地域選任委員彭開發先生
獲「長期服務四星獎章」獲「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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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 （截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會　長 主　席 地域總監

伍燕梅小姐 黃俊雄先生 譚國權先生
名譽會長

何榮高先生 , SBS, MBE 陳炳桓先生 陳耀星先生 , SBS, JP 王仲熹先生 , OStJ 林大輝博士 , SBS, JP 劉漢華先生 , SBS, JP
李文俊博士 , SBS, JP 孫少文博士 , BBS, JP 鄧錦雄博士 , BBS, MH 劉桂棠先生 陳耀宗先生 , JP(AUS) 黃錦成博士
徐美端小姐 顏志鴻先生
副會長

沈震宇先生 陳義光先生 , SBStJ 梁鉅海先生 , MH 陳黎惠蓮女士 蕭錦成先生 莫雲峰先生
周偉基先生 江正本醫生 羅志勤先生 戴世豪先生 曾天柱先生 周啟安先生
李耀光博士 姚逸明先生 楊敏健先生 余煥懷先生 黃  勁先生 梁晉權先生
梁桃芳女士 譚江嬌小姐 劉學强先生 黃智恒先生 周加強先生 閔玉玲女士
余廣文先生 馮素娟女士 鄧偉業先生 林忠成博士
副主席

陳健龍先生 顏明秀小姐 湯蕊瑗小姐 簡榮耀先生 范啟鏞先生
副地域總監

梁婉冰女士 殷斯偉先生 黃冠生先生
助理地域總監

官文彬先生 盧緒章先生 鄭旼恇先生 岑秀雲女士 林有根先生 岑子俊先生
地域總部總監

黎家昇先生 黃兆佳先生 呂君謙先生 李嘉輝先生 李寶琼女士 劉斯琪女士
鍾俊傑先生 李榮光先生 黃珮琪女士 楊澄峰先生 郭立熙先生 梁國安先生
朱均偉先生 郭家暉先生 吳翠珊女士 陳耀明先生 陳倩雯女士 黃兆芬女士
區嘉諾先生 文  傑先生 黃詩曼女士 曾柏祺先生 鄧偉強先生 何偉文先生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

張秀英女士 鄧偉強先生 詹銘光先生 林添杰先生 賴文豐先生 梁格爾先生
曾卓醍先生 霍偉明先生 郭信亨先生 楊庭威先生 袁可欣小姐 陳浩生先生
廖雅媛小姐 蘇家樂先生 林凱傑先生
秘  書 司　庫

趙不淘博士 林日昌先生
區總監

何英華先生 黃志堅先生 林瑋傑先生 鍾德成先生 譚寶星先生 馬振強先生
易瑞文先生 孔維釗先生 黎大恩先生
顧　問

劉紹其先生 孔浩光先生 王津先生 ,BBS, MBE, JP 李德仁先生 劉富成博士 李道生先生
法律顧問

鍾沛林先生 ,GBS, OBE, JP
領袖訓練主任

譚國權先生 黃騰達先生 李尚東先生 岑秀雲女士 殷斯偉先生 黎家昇先生
李榮光先生 李寶琼女士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黎桂芳女士 黃文輝先生 梁婉冰女士 林有根先生 官文彬先生 鍾德成先生
鍾俊傑先生 黃兆佳先生 高志雲先生 房順堯先生
區會長

吳兆新博士 吳國偉先生 伍海山先生 陳黎惠蓮女士 陳繼良先生 楊學深先生
文振聲博士 姚南華先生 魏麗霞女士
區主席

鄭尔聰先生 馮素娟女士 鄭君任先生 湯茹淑馨女士 盧偉民先生 葉景強先生
顏志偉先生 顏明秀小姐 許文傑先生
地域執行幹事

梁偉倫先生
選任委員

邱家兆先生 甄志雄醫生 彭開發先生 唐慧君女士 劉翠玲女士 黃基安先生
黎天任先生 蘇淑芳女士 鄧念慈先生 鍾志樂先生
聘任委員

梁冠芬先生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22 至 2023 年度會務委員會名單2022 至 2023 年度會務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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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 （截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香港總監

劉彥樑先生

副香港總監（常務）

黎偉生先生

地域總監

譚國權先生

主　席

黃俊雄先生

副主席

陳健龍先生 顏明秀小姐 湯蕊瑗小姐 簡榮耀先生 范啟鏞先生

副地域總監

梁婉冰女士 殷斯偉先生 黃冠生先生

助理地域總監

官文彬先生 盧緒章先生 鄭旼恇先生 岑秀雲女士 林有根先生 岑子俊先生

秘　書

趙不淘博士

司　庫

林日昌先生

區總監

何英華先生 黃志堅先生 林瑋傑先生 鍾德成先生 譚寶星先生 馬振強先生

易瑞文先生 孔維釗先生 黎大恩先生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炳桓先生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湯蕊瑗小姐

藝能委員會主席

顏明秀小姐

發展與領袖資源委員會主席

簡榮耀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

陳健龍先生

產業委員會主席

蕭錦成先生

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

范啟鏞先生

區主席

鄭尔聰先生 馮素娟女士 鄭君任先生 湯茹淑馨女士 盧偉民先生 葉景強先生

顏志偉先生 顏明秀小姐 許文傑先生

地域執行幹事

梁偉倫先生
選任委員

邱家兆先生 甄志雄醫生 彭開發先生 唐慧君女士 劉翠玲女士 黃基安先生
黎天任先生 蘇淑芳女士 鄧念慈先生 鍾志樂先生 馮鈺賢小姐
聘任委員

梁冠芬先生 曹瓊月小姐 余霈銚小姐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22 至 2023 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 2022 至 2023 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 



  文：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羅相熊

九 龍 塘 區 於 2022 年 6 月 3 及 4 日 舉 行「 童 軍 愛 心 聯 誼 活 動
2022」，由於疫情持續，九龍塘區關注到長者們對抗疫物資的需
要，區務委員會提議捐出抗疫物資給長者們。本次活動合共送出
約 400 份抗疫物資及送到 8 個社福機構分給長者。福袋內有消毒
噴霧、潔手液、濕紙巾、快速測試套裝、口罩及蝦子麵。希望能
夠減輕長者一點負擔及代表九龍區會一點心意。

在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副地域總監（常務）黃冠生先生、區會
長陳黎惠蓮女士、區主席湯茹淑馨女士、區總監鍾德成先生及活
動負責人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羅相熊先生帶領下，大家一齊
包裝福袋。是次活動還邀請區內深資童軍成員參與，令活動加入
青少年成員參與的原素。

在此感謝各區務委員、區職員及參與活動的深資童
軍成員所付出的寶貴時間及慷慨贊助，令到今次活
動能夠順利完成，把抗疫物資送到一眾「老友記」
手中。

受惠機構：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彩虹村碧海樓互助委員會
救世軍大坑東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慈樂村居民協會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塘區童軍愛心聯誼活動 2022九龍塘區童軍愛心聯誼活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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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龍第 61 旅童軍團長　鄺嘉汶
圖：九龍第 61 旅幼童軍團長　陳志恒

今年是我們的副旅長——陳志文，陳 sir 踏入退休之年。一眾九龍
第 61 旅的兄弟姊妹為陳 sir 籌備了一個驚喜派對！

陳 sir 自 1977 年獲委任為領袖，一直培育不少優秀的青少年成員。
至 2022 年，陳 sir 服務達 45 年，除了是本旅的副旅長，亦是九龍
塘區副區總監（訓練）及香港訓練隊領袖訓練員。儘管陳 sir 已達
退休之齡，但他從未退下來，一直緊守前線，與成員同行，凡事親
力親為，是領袖和成員的榜樣。

陳 sir 既是本旅的副旅長，亦是本旅（前九龍新法書院）的舊生，他
深受同儕及青少年成員的愛戴。一眾旅團的兄弟姊妹於 3 個月前展
開籌備，為陳 sir 安排一個驚喜派對。幸好在活動前疫情稍為緩和，
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行。活動當天，領袖們提早抵達旅部作準備工作，
有的在準備旗杆旗幟，讓 5 個支部的團旗在旗杆上飄揚；有的與成
員綵排及講解流程；有的安排物資和紀念品，務求令活動「一take過」
順暢舉行，亦希望能帶給陳 sir 難忘、感動的回憶。

我們的副旅長榮休了！我們的副旅長榮休了！

九龍
第 61 旅

除了領袖及 5 個支部的成員齊集旅部外，亦邀請了數位嘉賓出席，包括九龍塘
區主席湯茹淑馨女士、九龍塘區總監鍾德成先生及前任九龍塘區總監關漢忠先
生，亦有不少舊生一同到來祝賀陳 sir 榮休。在短短的 1 小時活動，場面溫馨感
動。紀念短片收輯了多位童軍好友及成員的心聲，不但回顧了陳 sir 過去的童軍
生活點滴，大家亦紛紛送上最真摯的祝賀。

最後祝願陳 sir 退休生活愉快，以另一個身份繼續參與童軍運動，陪伴著大
家。一日童軍，一世童軍！三指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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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何文田區區總監  黃志堅
圖：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麥翰龍

何文田區 2021 至 2022 年度周年會議已於 2022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五）在香港童軍中心 8 樓貝登堡聯誼會順利舉行。由於
疫情仍有不穩，因此我們對於防疫工作亦不敢鬆懈，包括出席
者需作出測量體溫、健康申報，我們亦加闊了座位間距。為減
少人數聚集，是次會議亦同步以網上直播，減低感染風險，希
望參加者能安心參與本區活動。當日實體出席者有 49 人，而
網上參與者則有 18 人，合共 67 名委員及領袖出席是次會議。

會議開始，吳國偉會長歡迎各嘉賓的來臨，並感謝地
域總監譚國權先生抽空出席。會議先由區總監黃志堅
先生報告，展述何文田區各新增之旅團資料，以及全
區各支部人數資料。之後由會長主持下，分別通過了
上次會議記錄、本年度區務報告、財務報告等。而接

下來，便是展望來年，首先由地域總監委
任吳國偉先生及馮素娟女士為本區會長及

主席，眾人均十分贊同由兩位領導之下，
推展本區會務及香港童軍運動，及後

由區總監介紹本區各委員。活動方
面，本區兩位副區總監分別向大家介紹由支部總監制訂的活動及訓練行事曆和財政
預算等資料，供大家了解來年的發展方向。

會議結束，大家都不約而同有著相同的期盼，就是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好讓我們
的青少年成員，重拾昔日多姿多采的童軍生活。

何文田
區

何文田區周年會議何文田區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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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東區第 30 屆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深水埗東區第 30 屆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  
文：深水埗東區副區總監（訓練） 張秀珍

深水埗東區於 2022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在香港童軍中心舉行第 30 屆區務
委員會周年會議，會議由會長文振聲博士主持，由於現時仍受疫情影響，當日
出席人士雖然較往年少，但仍有 70 多位，可見本區區務委員會委員、執行
委員會委員、區內旅團領袖及旅團會務委員，對本區均十分支持。

當日向各獲獎人士致賀，包括獲頒發優異服務獎章的區秘書譚榮檜先
生及助理區總監（幼童軍）劉凱琳女士；獲頒發優良服務獎章的九龍
第 3 旅旅務委員會主席梁栢忠先生及九龍第 62 旅童軍副團長梁家倫
先生；另外，獲頒發長期服務一星獎章的區委員王淑卿女士。

會議結束後，由會長款待各區務委員及區職員。鑑於疫情關係，晚宴
中會長雖未能向大家公開致辭，唯真心感謝各位對童軍活動的支持，他
指出本區位處於香港最基層及「地道」的區域，期望各成員都能無負擔地
體驗及實踐童軍運動，在場人士對此十分鼓舞。最後，晚宴在各人熱鬧的
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祝來年本區區務蒸蒸日上，童務興隆！

深水埗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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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活動負責人九龍第 3 旅旅長 容超常

2022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是香港童軍總會深水埗東區主辦，南山區
街坊福利會協辦的「深東南山童心齊抗疫」社區服務的大日子。

我們有幸於活動當日承蒙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殷斯偉先生為主
禮人，本區社區服務聯絡小組主席伍盧鳳儀女士及南山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
葉國堅先生親身到場派送抗疫福袋，於簡短的服務典禮啟動後，上述各位聯
同到場支持的多名區委員便開始把福袋逐一派發給南山街坊。

當日天氣溫度炎熱，時雨時晴，眾街坊們安靜地
排隊等候，當他們領過福袋時，感受到他們那份
深深感謝的情懷，立刻讓我們更加肅然起敬地明
白到為他們服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街坊長者告訴我們，於街坊會張貼活動海報後，
他們很快知悉並興致勃勃地告知其他鄰里，因
此，500 張換領劵很快便全數派出，可見南山區
居民們是非常支持這次活動。

本旅一眾童軍、深資童軍成員及領袖於活動當
日早上，前往南山區街坊福利會包裝抗疫福袋
共 500 份（福袋中包括米、麵、口罩、酒精濕
紙巾等物資），包裝完成後吃過午餐，隨即又返
回街坊會布置場地。是次服務對象為居住該邨的

500 名長者家庭，其中包括有 50 個較年長
或行動不便的家庭，由街坊會同工陪同下
送到家中，其他街坊於活動指定時間，憑
劵領取福袋，不用他們在炎熱的天氣下排隊輪候太久。

是次服務能成功舉行，在此要特別鳴謝本旅委員黎景謙先生提供寶
貴意見，更衷心感謝各位參與服務的成員及領袖的辛勞付出及贊助
是次活動經費的兩間贊助公司。

深水埗
東區

深東南山童心齊抗疫深東南山童心齊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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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鏢聯誼日活動飛鏢聯誼日活動
文：深水埗西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麥偉雄

深水埗西區於 2022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由深資童軍支部及樂
行童軍支部聯合舉辦了一次飛鏢聯誼日，區內一眾成員和領袖們
都齊來參加是次活動。活動開始時，駐場教練先為大家講授擲鏢
技巧、注意事項和遊戲規則後，各參加者便開始操練並為
聯誼比賽作準備。

比賽進行期間見到大家都非常認真和專注，不
斷在交流意見和策略，令賽事氣氛十分熾
熱，讓大家共同度過一個歡愉的下午。期
望在疫情過後再舉辦各種不同類型的活
動，齊來享受童軍生活。

深水埗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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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地域資訊效率，已特設「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主要用途如下：
  1.  每月通告
  2.  特別通知
  3.  緊急通知（如地域大型活動遇惡劣天氣之宣布）

訊息發放專區將以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WhatsApp 廣播功能運作，並歡迎各界人士訂閱，
訂閱者不需記名而各訂閱者相互間不會得知其他訂閱者的電話號碼。如欲訂閱訊息專區，
請完成以下程序：

1. 於裝有 WhatsApp 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新增 9540 8470 為聯絡人；
2. 以 WhatsApp 發放任何非空白訊息（如：Hi）予 9540 8470；
3. 你將被加入「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並會不定期收到地域資訊。

備註： 

1.「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只用作單向資訊發放，並非熱線電話；
2. 登記「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服務後，即表示同意接收由 9540 8470 發送的地域資訊；
3. 登記後如不欲繼續使用「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服務，請以登記電話 WhatsApp 發送「取消訂閱」

予 9540 8470，九龍地域將於收到訊息後刪除有關登記，相關電話號碼日後將不會再收到由 9540 
8470 發出之有關訊息廣播。

詳情請參閱地域特別通告第 01/20 號。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會  長：伍燕梅
主  席：黃俊雄
總  監：譚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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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

徵稿徵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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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銜及聯絡電話。
‧ 來稿請以 400 字為限，並附上最少 3 張相片，格式

為 jpg。
‧ 每期之截稿日期為雙數月之月底。
‧ 特此聲明，凡在活動安排及 / 或獲取的文稿、相片、

錄像、聲軌之全部或其部分屬香港童軍總會九龍
地域所有，並保留其刊登、出版、廣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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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地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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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及 / 或相片。如有異議，請先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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