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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踏入夏天，童軍運動的水上活動又是大受歡迎的時節。今期有三篇文章都與海童軍或水上活
動有關。總會計劃於明年年初舉行國際賽船大會，到時將會有一番熱鬧。我們介紹了香港

童軍國際賽船大會的冷知識，包括：賽船大會的由來和項目。而月刊以往數期介紹過各比賽項
目的船艇種類，各位可以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在這個夏天加強訓練，在比賽時大顯身手。

  除了水上活動外，航空活動也是我們的寵兒。東九龍地域航空活動組舉辦的「第一屆童軍航
空領航章訓練班暨模擬飛行入門班」吸引極多童軍支部成員參加，讓大家向飛機師和領航員的志
願邁進。

  「奇妙的植物」是新設專欄，邀請了祁岱然介紹容易栽種的植物，讓大家可以在室內或露台
栽種心愛的植物，為生活帶來一點變化。第一期介紹的是以往在市區極為常見的「含羞草」，但
現時較難見其蹤影。這種隨著外來刺激而開合的小植物，相信一定能吸引小孩子的興趣。

  此外，我們繼續「童」心抗疫，大家都用創新的方法進行訓練和活動。東九龍地域推出新一
季「龍東領袖學園」，這個網上平台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與領袖分享網上集會的籌備功夫和
遇到的挑戰。



海 童 軍 領 袖 大 會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海童軍盛事 國際賽船大會
  今年是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總會計劃於年底
或明年初舉行國際賽船大會，當日大會率先介紹比賽
內容及各項水上活動體驗，呼籲大家踴躍報名參賽及
協助活動進行。

新興海上活動 平板賽艇
  及後，雅加達亞運賽艇銅牌得主、青少年活動署
助理總部領袖張銘恒介紹了近年興起的海上活動──
平板賽艇 (Board Rowing)。平板賽艇結合了直立板
及賽艇元素，把賽艇支架安裝在直立板上，比一般賽
艇 (Rowing) 容易掌握，適合初學者。由於平板賽艇
的划法與童軍標準艇相近，兩者技術能夠相輔相成，
因此青少年活動署海上活動組已計劃積極推廣平板賽
艇，並訓練了多位導師，希望讓更多成員享受當中的
樂趣。

探討海童軍的發展
  海童軍發展一直是大家最關心的議題，海上活動委員會主席
馬兆榮詳細講解總會的海童軍發展方向及策略，包括：海童軍傳
統、制服、童軍旅發展方向、海童軍領袖培訓、海上活動中心支
援、海上活動及比賽等。參加者在簡單的問答環節後分組討論，
就海童軍的發展及日常集會活動中遇到的問題互相交流，海上活
動委員會副主席林昇洪亦到場聆聽大家的意見。兩位主席年輕時
都參加過海童軍，對其發展特別關心。

  當日，香港總監劉彥樑、副香港總監（活動與訓練）吳家亮
及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羅紹衡均有到場支持，聽取分組
討論的報告及勉勵大家。劉總監致詞時特別提到香港第一個海童
軍旅於 1922 年 5 月註冊成立，明年剛好踏入百周年，鼓勵大家
投入慶祝活動。

  是次大會得以順利進行，除了感謝兩位主席的支持外，亦要
感謝青少年活動署及各地域的海上活動組幫忙，與及領袖們踴躍
參與，期待未來再和大家見面！

海童軍領袖大會已於 6 月 6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舉行，
共有 20多個海童軍單位代表參與，探討海童軍發展

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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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軍 齊 心 獻 關 懷  致 送 心 意 卡 行 動
文：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 ( 公關 ) 趙佩詩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疫情席捲全球，擾亂
了大家的正常生活，影響工作和學習模式。安

老及殘疾人士院舍是其中一個容易受感染的群體，
為鼓勵成員關心社會及發揮敬老精神，新界東地域
於 1 月發起「童軍齊心獻關懷 致送心意卡行動」。

身心健康受損 承受莫大壓力
  自2020年 7月起，安老院舍接二連三出現確診個案。
為免疫情擴散，院舍探訪須要暫停，包括：義工活動、社
交小組及宗教探訪。院內生活單調乏味，家人及義工未能
到訪，令長者及殘疾人士身心健康轉差。不少精神較佳的
院友起初尚能理解情況，但禁止探訪的安排持續一年後，
亦開始出現情緒問題；有認知障礙的院友更加難以理解狀
況，變得煩躁；院舍職員在照顧院友及防疫工作上也承受
莫大壓力。

成員踴躍參與 對社區表達關懷
  我們希望透過成員和領袖填寫由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
區福利辦事處提供的心意卡，送予院舍院友及職員，讓他
們感受社區人士的支持和關愛。是次行動非常成功，近
700 名成員及領袖參與其中，收集到的心意卡已經送往社
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辦事處，代為轉送到相關機構。

  在此，新界東地域再次感謝成員及領袖積極參與，未
來我們會繼續堅守「敢創追夢」的信念，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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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航 空 領 航 到 童 軍 訓 練

東九龍地域航空活動組於 5 月舉行「第 1 屆童軍航空領航章
（技能組）訓練班暨模擬飛行入門班」，由具備飛行經驗及

在航空界工作的導師任教。訓練班為初學者而設，教授及考核童
軍航空領航章的內容，包括操控模擬小型飛機的入門訓練。訓練
班吸引不少成員報名參加，可見成員對航空活動興趣濃厚。

學習運用導航設備
  飛行員會在不同情況下以目視方式辨別方向及位置，
也會使用不同種類的導航儀器輔助。學員要在模擬飛行軟
件實習如何使用甚高頻全向信標 (VOR)、測距儀 (DME) 及
全球衛星系統 (GPS)。

文：東九龍地域航空活動組 江學智

活學活用 完成考核
  學員需要在模擬器操控塞斯納 172 小型飛機，完成爬
升、下降及轉向等基本動作，起飛及降落的操作更是學習
重點。訓練班完結前，學員必須成功完成一個在香港國際
機場的五邊飛行的航程，以顯示他們能夠活用所學。

完成起飛前準備 擬定飛行計劃
  本地飛行圖看似平平無奇，其實蘊含不少航空資訊，
小至磁偏角和導航設備，大至進出空域的詳細規定，起飛
前都必須仔細計劃。學員需要學習行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閱讀天氣預報和飛航公告等，深入了解航空交通人員的協
作，以完成飛行前檢查、飛行簽派及航空交通管制等工作。

  完成準備後，學員要利用飛行向量尺 (plotter) 及計算
尺 (flight computer) 等專門工具撰寫飛行計劃書。真實航
程中，強風和大氣壓的變化都會影響飛行，學員要準確計
算風偏修正角和大氣密度等資料，決定飛機的「真航向」
及「地面速度」。

從實踐中學習 體驗模擬飛行
  是次訓練班旨在鼓勵學員從實踐中學習，所以考核內
容要求學員在同伴領航下，按自行撰寫的飛行計劃書完成
50 海里本地目視飛行旅程。每位學員均有機會擔任機師和
領航員，在不同崗位承擔飛行的責任和感受箇中樂趣。

地域大力支持活動 成果豐碩
  感謝地域大力支持航空活動，添置了最新的模擬飛行
軟件 MSFS2020，大幅提升畫質和地面景物的可辨認度，
讓學員更容易找到所在位置，方便領航員對比地形地標，
有助目視飛行訓練。

  是次訓練班無論在課程設計和教學工具運用都十分創
新，學員亦十分積極參與，成果豐碩。東九龍地域航空活
動組計劃於 9 月舉辦模擬飛行進階班；10 月舉辦童軍模擬
飛行章（技能組）及（教導組）訓練班，詳情留意日後地域通
告或瀏覽本組 Facebook 專頁「EKRairbase 東九航空」及
Instagram 專頁「EKRair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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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童軍活動受到影
響。由於實體集會暫停，成員只能以視像

形式進行活動及訓練。網上教學及學習漸漸成
為新趨勢，同時亦為前線領袖帶來前所未有的
衝擊。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領袖紛紛從不同
渠道尋找資源，為網上集會作好準備。東九龍
地域於 1 至 3 月推出第一季「龍東領袖學園」，
以網上課堂形式舉辦一系列工作坊，支援前線
領袖如何設計及籌備網上集會。

龍東領袖學園

文：領袖訓練員   陳木談  

學員心聲
東九龍第 117 旅小童軍團長 曾詩敏
  上課時，導師都面帶笑容，令我們沒有壓力，
開心學習。有不明白的地方，導師都會努力解答，
讓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能夠運用到集會上，令
小朋友們很開心。

九龍第 90 旅幼童軍副團長 畢海祺
  感謝「龍東領袖學園」讓不同地域的領袖在輕鬆
愉快的氣氛下，學習 Zoom 軟件基本操作、Zoom
網上帶領遊戲技巧及參與其他不同軟件的工作坊和
遊戲分享。非常多謝導師們的熱心教導及分享。 

一 個 共 進 學 習 的 新 歷 程
四大類工作坊 涵蓋各種資訊
  第一季工作坊包括四大類別── 視像軟件的基本設定及
使用、網上集會的硬件設置及應用、適合網上集會的軟件介
紹及網上集會體驗與帶領技巧分享，共舉辦了 19 個工作坊，
超過 420 人次報名，反應相當熱烈。「龍東領袖學園」提供了
機會予地域領袖訓練人員實踐網上教學，讓他們嘗試嶄新的
教學模式，可謂教學相長。

   隨 著 實 體 集 會 逐 步 恢 復， 地 域 正 積 極 籌 備 第 二 季
「龍東領袖學園」，舉辦更多不同主題的工作坊，
為 前 線 領 袖 帶 來 集 會 的 新 想 法。 詳 情 可 瀏 覽

「龍 東 領 袖 學 園 」 網 址：https://sites.google.
com/hkscout-ekr.org/ltonlineworkshop/ 

訓練人員介紹 Zoom 的最新功能，把講者的視窗放於投影片上，
變成另類角色扮演遊戲！

訓練人員示範利用 Padlet 平台的「時間軸」功能，讓學員以小組協作形式，
共同砌出垃圾分解的時序。

參加者體驗不同類型的網上版圖遊戲，訓練人員亦同時分
享帶領技巧及硬件設置的心得。

訓練人員示範利用硬件設置，與成員齊齊畫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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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品牌宣傳組

為慶祝香港童軍運動 110 周年，總會正籌備一連串的
慶祝活動，包括暫定於 2022 年年初在銅鑼灣海濱

及香港遊艇會舉行的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Hong Kong 
Scout International Regatta)。大家知道甚麼是賽船大
會嗎 ?
 

香 港 童 軍 國 際 賽 船 大 會 ─冷智識篇 ( 一 )

如欲知道更多有關威尼斯賽船節的資料，
可瀏覽 QR Code。

賽船大會的由來
  賽船大會 (Regatta) 一詞源自威尼斯語比賽的意思，通常指划艇、
帆艇競賽或指在特定地區和船隻種類的賽船比賽，有特定的時間表、
程序和規則。除了比賽外，Regatta 也泛指為了增長友誼和宣傳水上
活動而舉行的比賽，以及各種圍繞著比賽進行的社交和宣傳活動。
每年 9 月的第一個周日，威尼斯都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賽船節
(Historical Regatta)。
 

童軍賽船大會的起源
   童 軍 賽 船 大 會 (Scout Regatta) 源 於 70 年 代， 原 名 為

「海童軍賽船大會」(Sea Scout Regatta)，專為海童軍而設的海上
活動比賽，及後改為現時名稱並容許所有
成員參加。童軍賽船大會是總會海上活動
的重要賽事，每兩年舉行一次，項目包括：
童軍標準艇、龍舟、獨木舟、帆船及海事
知識等，亦設有海童軍錦標，考核航海知
識及不同船艇技能賽事等項目。即將舉行
的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會有甚麼比賽項
目 ? 下期再和大家分享。

HK SCOUTING 447

10
總 部

態動

11
HK SCOUTING 447



文：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 青少年服務 )    馮志豪

聆 聽 童 心 事 為 家 添 愛 意
親子尋蛋定向 (5月30日)
  五月下旬，雖然天氣非常炎熱，但無損一眾家長和
孩子參與「親子尋蛋定向」的興致。各家庭在農莊完成
多項歷奇任務，包括：尋蛋及二人三足，他們合作無間，
互相聆聽，盡顯家庭的愛。

世界風雲色變，何處安心？唯有吾家。
香港人生活繁忙，父母與子女難有時

間聆聽彼此心語。童軍知友社與 JCI 城市
女青年商會合辦「聆聽童心事」計劃，配合
不同節日的主題，希望透過一系列線上和
實體活動，鼓勵家長與孩子多溝通，感受
他們的需要。參與的家長表示，各式各樣
的活動增加了與子女互動的時間，可以與
他們享受「鬆一鬆」的時光。

母親節 Cooking MaMa (5 月 9日)
  母親節在外用餐，又怎能比得上自己親手預備的美食？母親節當日舉行的「Cooking 
MaMa」活動，在助理香港總監 ( 童軍知友社 ) 徐小龍及 JCI 城市女青年商會會長梁凱瑩
致辭後開始。參加者即場製作心意卡及曲奇餅送予母親，徐總監與兒子都有參與其中，
兩位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陳立基及羅保林和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執行委員林卓鋒亦親臨
為參加者打氣，頓時曲奇飄香，愛意滿室。活動當日亦設有繪本溝通技巧訓練，家長們
學會運用基本的繪本技巧提升家庭凝聚力。

Challenge PaPa (6 月 20日)
  我們怎能忘記父親大人呢？超過 100 位家長和子女參與父親節當天舉
行的「Challenge PaPa」，一起動腦筋完成解碼任務，獲得和諧家庭密碼，
小朋友都十分開心，父母亦能學習成為孩子的「Soul Keeper」。孩子最後
亦製作了「超人心意卡」送給心目中的「英雄」。很多時，爸爸要維持「超人」
形象而較少表達自我，父親們藉是次活動盡顯真摯的一面，讓大家看到幸
福滿滿的家庭。

活動包羅萬有 陸續有來
  「聆聽童心事」的各項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例如：「親子禪繞畫」和

「童聲同戲 ──陪我講故事暨親子同樂日」。同樂日將會介紹童軍知友社
與 JCI 城市女青年商會合作出版的《知心情緒繪本──爸爸的神奇背包》
工具繪本，並邀請到著名兒歌唱作人陳以誠醫生撥冗出席分享。大家可以
追蹤我們的社交媒體，讚好我們的活動！ 「聆聽童心事」網頁 童軍知友社

Instagram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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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caching

不同的童軍單位舉辦活動時，都會推出紀念
品如布章，吸引成員參加，更有不少成員

收集這類紀念品成為興趣。Geocaching 也常推
出紀念品吸引大家尋找寶藏，不過並不是實物，
而是特別設計的圖案，尋寶者參與特別活動後便
可獲得。這些虛擬紀念品會顯示在尋寶者的個
人帳戶頁面，可說是尋寶者的虛擬成就 (Virtual 
Achievement)。

紀念品的種類
  虛擬紀念品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區域性紀念品，
只要在特定區域或國家內第一次找到寶藏便可獲得，只可
惜香港沒有推出區域性紀念品。第二類紀念品有時限性，
通常要在特定期間找到某類寶藏才會獲得，例如參與每年
定期舉行的 CITO（環保活動寶藏）便可獲得該年的 CITO
虛 擬 紀 念 品； 在 每 年 8 月 第 三 個 周 末 的“International 
Geocaching Day”找到寶藏，亦可獲得相應的虛擬紀念品。
Geocaching 官方網站每年都會推出不同活動，讓尋寶者
參與收集虛擬紀念品，亦會推出相關的實體產品如：地理
硬幣 (Geocoin)、行李牌 (Travel Tag) 和布章等。

  部分資深尋寶者的個人帳戶有很多不同的虛擬紀念
品，大家可以查看他們的帳戶頁面，點撃紀念品圖案便可
看到有關紀念品的詳細資料。

紀 念 品
文：舵手

  如果想知道更多紀念品的資料，可以參考
官方網頁的介紹：https://www.geocaching.
com/about/souvenirs.aspx

HK SCOUTING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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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風破浪

立 划 板

立划板 (Stand Up Paddle Board, SUP) 又稱為立划艇 (Stand Up Canoe) 或直立板，
是近年興起的海上運動。SUP 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夏威夷威基基海灘 (Waikiki)，

滑浪教練為了看清楚海浪的來勢和掌握學員的情況及進度，結合滑浪板與傳統手划槳，
演變成 SUP。威基基的沙灘小子更會站在長板上，用槳划出海為學習滑浪的人拍照。
2000 年，一些知名的夏威夷滑浪高手更會在無風無浪的日子練習 SUP，當作另類訓練。

立划板的操控方法
  SUP 的動力主要靠划槳推動，槳身十分長。現今一般的槳都能夠調較長度，
配合運動的需要。SUP 除了用來參與滑浪和激流等比較刺激的水上活動外，也可
以用作代步工具、救生用途及水上導賞團等休閒用途，觀看周遭景色，可謂「動
靜皆宜」。

  SUP 講求體力及平衡力，需要融合衝浪與划艇技術。划槳方法主要分為「趴」、
「跪」及「企」，運動者可以按本身的平衡力選擇不同方法。近年也有人將賽艇
(Rowing) 支架安裝在立划板上變成平板賽艇 (Board Rowing)，讓運動者體驗賽
艇運動，令 SUP 發展到另一層次。

挑戰立划板
  總會轄下的海上活動中心都備有 SUP，各單位亦有舉辦相關訓練班，大家可
以留意有關通告。香港獨木舟總會設有立划艇課程；香港衝浪及直立板總會亦有
舉辦培訓課程及比賽。

  現時幼童軍及童軍支部未設有相關徽章，但深資童軍可透過 SUP 完成活動
段章及金帶內的體育技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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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少年的福祉為本
  兒童及青少年保護議題對童軍安全十分重要，決策應以他們的利益為先，確保成員都能應對傷害及
保護成員安全。

Safe From HARM
政 策 架 構 概 述

資料整理：優梓

大家可以掃瞄二維碼瀏覽世界童軍保護
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除了青少年活動及童軍成年成員管理的政策外，政策架構對於保護青少年同樣重要，
以下會簡介相關內容。

HK SCOUTING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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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遵守法定程序。保密原則不能凌駕兒童及青少
年受保護的權利，然而任何受虐的報告須為機密。

5.	政策及程序應符合當地現時的法律框架，並列明在
適當情況下，轉交個案予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處
理。

6.	與其他擁有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專業知識的組織加
強合作及聯繫，並汲取過往經驗，不斷學習及完善
相關政策。

7.	設立最高級別部門監察所有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的
工作。

1.	國家／地區童軍組織須有一份書面聲明，表
明對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的承諾，並清楚解釋
可接受及不可接受的行為。

2.	組織的政策須符合並參考保護青少年免受傷
害政策而訂定。

3.	制定及推行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時，須
諮詢青少年及其家人參與其中。

4.	現時已有書面程序應清楚列明如何解決所有
有關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的問題，包括
要求在得悉任何懷疑虐待個案時，立即向該
國家／地區童軍組織內指定人員或部門報告，



 文：祈岱然

奇妙的植物

受到觸碰時，它會徐徐「緊閉」起來，猜到是
甚麼植物嗎？它就是含羞草。

含羞草的種子

每天為含羞草淋水，有助它的成長。 含羞草是野草，以前在路邊、山旁隨處可見。

害羞的模樣
  含羞草又名「怕醜草」，源於南美的熱帶地區，數十年
前在香港路邊及山嶺隨處可見，是最受遊人歡迎的野草之
一。受到外界觸碰時，葉片會合上，葉柄緊接垂下，像是
在「害羞」似的，十多分鐘後，才會回復原來的樣貌。隨著
城市規劃及都市發展，現時含羞草已不常見。
 

容易栽種 開花結果
  含羞草容易種植，夏季時，把種子埋在泥土裡，每天
澆水一次，約兩至三星期便會長出幼苗，展現出害羞的本
能。含羞草喜歡陽光，只要放置在陽光充足的地方便會茁
壯成長，後期會開出粉紅色、毛茸茸像絨球的花，花期過
後便會結出很多莢果，也就是含羞草的種子。

  含羞草一般會在白天張開，晚上閉合。有科學家發現，
假如含羞草在白天出現閉合，晚上張開，便屬反常現象，
可能是地震的預兆。此外，含羞草的莖上會長出尖刺保護
自己，因此觸碰時要特別小心，避免刺傷。

台灣是熱門的港人旅遊地點，可惜暫時未能出外旅遊。
如果大家想念台灣美食，不妨自己製作台式蛋餅，

和童軍兄弟姊妹分享。

台式芝士蛋餅 文：小巧老師

材料：麵粉三至四湯匙、糯米粉一湯匙、蔥一條、
芝士一片、雞蛋一隻及適量調味料

做法：
1. 洗淨青蔥後切粒備用。
2. 加水到麵粉和糯米粉至漿糊狀後，加入適量鹽及

蔥粒拌勻。
3. 平底鑊加入少許食油，加入麵粉漿慢火煎至「離

鑊」成麵餅後，盛起備用。
4. 加入雞蛋到平底鑊，把麵餅放到煎蛋上，再放上

芝士，捲起蛋餅。

Cooking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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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徽章
蔡志華	 總會秘書	 31.03.2021

香港總監嘉許
黎奕軒	 國際署總部總監	 13.05.2021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梁業鴻	 訓練署專科訓練員（領袖訓練主任）	25.05.2021

關國輝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25.05.2021

林寶琼	 慈雲山區顧問	 01.06.2021

馬敬修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會所管理小組委員會委員	 01.06.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郭石明	 東九龍地域領袖	 20.05.2021

陳錦威	 港島第一一六旅童軍副團長	 25.05.2021

袁章泉	 九龍第二二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01.06.2021

伍建新	 慈雲山區副會長	 01.06.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翁佩芳	 東九龍第九十七旅幼童軍團長	 20.05.2021

許玉麟	 將軍澳區童軍區長	 20.05.2021

姚禮遜	 港島北區副會長	 25.05.2021

鄧立言	 港島第一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25.05.2021

汪長禹	 灣仔區名譽會長	 25.05.2021

鄧禮健	 港島第十四旅樂行童軍團長	 25.05.2021

鄺崇嶺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副旅長	 25.05.2021

吳錫鈞	 南葵涌第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5.05.2021

陳慧賢	 領袖訓練學院助理總部總監（歷奇教育）	25.05.2021

	 		

長期服務獎章
李念曦	 東九龍地域領袖	 20.05.2021

郭文華	 東九龍地域領袖	 20.05.2021

張舜明	 東九龍第八十五旅幼童軍團長	 20.05.2021

關忠傑	 領袖訓練學院總部領袖	 20.05.2021

林偉堅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副主席	 25.05.2021

馬恩明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副主席	 25.05.2021

何興泰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委員	 25.05.2021

李偉隆	 港島第三十六旅幼童軍副團長	 25.05.2021

鄭惠玲	 港島第八十旅旅長	 25.05.2021

姚韶中	 港島第一一六旅幼童軍副團長	 25.05.2021

張淑雯	 港島第二二九旅幼童軍團長	 25.05.2021

彭文龍	 油尖區名譽會長	 25.05.2021

徐偉強	 慈雲山區副會長	 01.06.2021

崔文傑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6.2021

龔展緯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深資童軍團長	 01.06.2021

何秀玲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童軍副團長	 01.06.2021

封玉棠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01.06.2021

余智榮	 大埔北區司庫	 01.06.2021

總監委任書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黎志堅	 總部總監（成員發展）	 01.06.2021

國際署
歐陽浩榮	 副國際總監（行政）	 01.06.2021

羅永林	 助理國際總監（行政及內部支援）	 01.06.2021

何世孝	 助理國際總監（國際聯絡及支援）	 01.06.2021

馮志豪	 助理國際總監（常務）	 01.06.2021

黃何耀	 總部總監（行政及內部支援）	 01.06.2021

黎奕軒	 總部總監（活動	1）	 01.06.2021

譚小蘭	 總部總監（活動	2）	 01.06.2021

張正才	 總部總監（國際聯絡）	 01.06.2021

劉鈞雄	 總部總監（本地常務）	 01.06.2021

洪羽奇	 總部總監（資源）	 01.06.2021

陳淦龍	 助理總部總監（設備及紀錄）	 01.06.2021

麥婉晶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	2）	 01.06.2021

九龍地域
黃詩曼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01.06.2021

岑德成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1

吳翠珊	 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01.06.2021

李銘彥	 何文田區副區總監	 01.06.2021

梁詠儀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01.06.2021

東九龍地域
楊劍聰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01.06.2021

蘇潔瑩	 將軍澳區副區總監	 01.06.2021

蕭猷邦	 觀塘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6.2021

新界地域
朱詠雪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公關）	 01.06.2021

鄧伯裕	 屯門東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1

龎穎邦	 青衣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6.2021

新界東地域
文珏威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01.06.2021

陳志凱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01.06.2021

方嘉樂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6.2021

羅志聲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發展）	 15.06.2021

領袖委任書
總部領袖
胡伯欣	 總會國際署	 01.05.2021

阮家傑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5.2021

陳仲媚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6.2021

樂行童軍區長
張祉蕾	 何文田區	 01.06.2021

童軍區長
錢卓熙	 十八鄉區	 01.06.2021

區領袖
盧雪兒	 黃大仙區	 01.05.2021

周汶璁	 青衣區	 01.05.2021

周堅旋	 沙田西區	 15.05.2021

梁嘉浩	 南葵涌區	 01.06.2021

旅長
朱詠雪	 十八鄉第十一旅	 15.05.2021

雷偉雄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15.05.2021

副旅長
司徒宗文	 元朗西第十四旅	 01.06.2021

深資童軍團長
方敏聰	 港島第十五旅	 01.05.2021

鄭曉迎	 港島第一○九五旅	 15.05.2021

童軍團長
陳少佳	 港島第一○九五旅	 15.05.2021

童軍副團長
方栢麟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01.06.2021

錢卓熙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01.06.2021

幼童軍團長
葉穎思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15.05.2021

小童軍副團長
林炳玉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05.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梁潤豪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5.2021

鄧燕玲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5.2021

助理總部領袖
馮慧茵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5.2021

余霈銚	 領袖訓練學院	 01.06.2021

地域領袖
鄭紀謙	 新界地域	 01.06.2021

助理地域領袖
蕭興和	 東九龍地域	 15.05.2021

陳 潔	 新界地域	 01.06.2021

區物資管理員
管浩瑋	 何文田區	 15.05.2021

區領袖
謝雋禹	 沙田西區	 15.05.2021

助理區領袖
陳清濤	 何文田區	 15.05.2021

旅長
黃佩儀	 新界第一五七二旅	 01.05.2021

蘇寶鈿	 港島第二六八旅	 15.05.2021

陳淑冰	 新界東第一八一三旅	 15.05.2021

歐陽麗貞	 港島第一七○四旅	 01.06.2021

吳嘉慧	 東九龍第一二五旅	 01.06.2021

陳耀通	 荃灣第三十二旅	 01.06.2021

深資童軍團長
謝藹賢	 北葵涌第二旅	 01.06.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鍾宇軒	 港島第八十一旅	 15.05.2021

童軍團長
黃寶憙	 東九龍第九十六旅	 01.05.2021

蘇鎮堯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15.05.2021

黃志聰	 東九龍第十六旅	 15.05.2021

洪芷琪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15.05.2021

童軍副團長
徐逸朗	 港島第二四三旅	 01.05.2021

陳韋嵃	 十八鄉第四旅	 01.05.2021

蔡馥筠	 屯門西第三十二旅	 01.05.2021

王諾瑤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01.05.2021

陳 孝	 元朗西第三十旅	 01.05.2021

李淳致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	 15.05.2021

余卓賢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	 15.05.2021

林俊耀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15.05.2021

黃蔭家	 新界東第一八○八旅	 15.05.2021

曾彼得	 雙魚第二十旅	 15.05.2021

梁德謙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01.06.2021

黃樂瑤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	 01.06.2021

幼童軍副團長
梁芷晴	 港島第二四四旅	 01.05.2021

黃敏儀	 元朗東第四旅	 01.05.2021

賴家豪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5.2021

羅源妹	 九龍第一五一五旅	 01.06.2021

巫嘉偉	 九龍第一五一五旅	 01.06.2021

梁庭彰	 東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01.06.2021

王頌琪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6.2021

小童軍團長
曾思敏	 新界東第一八一三旅	 15.05.2021

王清琳	 新界東第一八一三旅	 15.05.2021

陳美儀	 九龍第一五一五旅	 01.06.2021

潘芷芬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06.2021

小童軍副團長
溫子衡	 九龍第三十五旅	 01.05.2021

盧炳佳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05.2021

張詩明	 新界東第一八一三旅	 15.05.2021

梁善為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6.2021

陳廸秀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6.2021

蔡嘉明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06.2021

梁涇泉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06.2021

康夏斯	 元朗東第四旅	 01.06.2021

李炫熹	 沙田西第二十四旅	 01.06.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總部領袖
譚倩君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25.05.2021

助理總部領袖
鄧智仁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01.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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