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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創意是未來年輕人重要的素質。今期我們將會從不同層面見到年輕人的創意無限。在國際層面，
亞太區童軍會剛完成和平使者會議，由於疫情已改於網上舉行，最精彩的是各位與會者報告

的社區服務，有為居住在弱勢社區的孩子義教、有徵集膠拖鞋轉贈有需要人士及有綠海龜保育等，
可以見到世界各地的成員積極服務社區的善心和創意，更見到年輕人貼地的想法。

　　在本地層面，我們將繼續介紹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的資訊。今期介紹的「立划板」結合了衝
浪與傳統的手划槳板，但操作相對容易，對各位健兒的體能相對要求較低，而且大抵適合在靜水
區域進行，適合初次接觸水上活動的人士。各位可以趁夏天，加強訓練，參與比賽。

　　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因香港的疫情漸趨穩定，所以大會計劃配合實體和網上活動。活
動將於本年10月舉行，本期將有專文介紹大會的活動計劃，期望大家踴躍參與這次富創意的活動。

　　在地域層面，新界東地域的青年大會，除了活動形式突破外，更重要是希望年輕人突破思考
桎梏，敢於成為挑戰固有框架和靈活變通的青年。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把公開考試常用的綠
袖子重新填寫新詞，創意無限。

　　年輕人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我們期望年輕人除了活躍外，更要創意無限，尤其在疫情仍在
全球肆虐期間，更需要大家的創意推動童軍運動。



亞 太 區 童 軍 和 平 使 者 會 議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為慶祝「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s of Peace, MoP) 推行
10 周年，亞太區童軍會於 6 月底舉行「亞太區童軍和平

使者會議」。由於疫情持續，四天的會議在網上舉行，每天有
300 至 400 人參加，當中不乏在亞太區各地推行 MoP 的統籌
員。世界童軍委員會主席 Craig Turpie 及世界童軍協會亞太區
總幹事 Jose Rizal Pangilinan 等均有出席開幕禮。會議期間，
大會報告了 MoP 過去的工作，亞太區各個國家 / 地區童軍組織
(NSO) 亦輪流匯報他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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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使者英雄的計劃分享
  大會每天都會介紹兩至三位亞太區的和平使者英
雄，並透過影片分享他們的服務計劃。雖然他們的計劃
不盡相同，但都為所屬社區帶來重大改變，例如：義教
弱勢社區的兒童，讓他們學習更多知識；徵集膠拖鞋送
予貧窮村落的小孩；保育海龜，提升海龜數量；利用廢
棄的塑膠飲料瓶蓋和水泥為偏遠學校外的爛地鋪設行人
路，讓學童有安全的通道往返校園，也藉此喚起廢棄塑
膠問題。這些服務主題值得我們借鏡，策劃自己的和平
使者計劃，為推動世界和平出一分力。

集思廣益 推廣計劃
  此外，會議有不同的討論和學習環節。第二天，參加者分成六組，
就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 (SDG Hub)、和平使者計劃：影響分析、監察及
評 估 (Impact of MoP: Impact Analysis、Monitor & Evaluation)、 捐 款
平台 (Donation Platform)、如何使用社交平台宣傳和平使者計劃 (Use 
of Social Media in Promotion of MoP Program) 和 計 劃 管 理 (Project 
Management) 進行討論及報告。第三天由講者詳細回顧 MoP 10 年來的
工作及一些重點計劃。最後一天，參加者分組討論未來 10 年該如何推行
計劃，提供寶貴意見予大會。和其他國際大型會議一樣，是次會議就多
項議題提出建議及投票，最後通過了九項建議，詳細內容可參考 MoP 的
Facebook 專頁。

  閉幕禮上，大會公布了 MoP 10 周年標誌，並由
亞太區童軍委員會主席 Ahmad Rusdi 致辭。會議尾聲
時，大會通過致謝動議，向策劃是次會議的工作人員
致謝，感謝他們的付出。會議在慶祝 10 周年的虛擬
煙花中圓滿結束，亦代表計劃正式進入第二個 10 年，
希望大家可以推行更多和平使者計劃，為社區作貢獻，
推動世界和平！



童 軍 捐 血 活 動 2021-2022
嘉 許 禮 暨 童 軍 捐 血 日

文：活動負責人   刁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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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捐血活動 2020-2021 ──「童軍捐血計劃」獲獎名單
最佳參與地域 – 新界東地域
最佳參與童軍區 – 將軍澳區
最佳參與童軍旅 – 璧峰第 35 旅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總會很榮幸獲得香港紅十字會頒發 2020 年「給血聯盟（大聯盟）」銅章，表揚成員於
過去一年推廣無償捐血文化，積極參與捐血活動及對社會
的貢獻。「童軍捐血活動2021-2022嘉許禮暨童軍捐血日」
已於 7月 4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舉行，香港紅十字會輸
血服務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蒞臨支持並頒發了「童軍
捐血活動 2020-2021 ─『童軍捐血計劃』」的各獎項。 坐言起行 捐血救人

  青少年活動署定期舉行「童軍捐血計劃」，鼓勵成員發揮
助人助己精神，呼籲親朋摯友持續捐血，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
力。本年度計劃主題為「坐言起行、捐血救人」，帶出捐血救
人刻不容援，必須立即行動的訊息。當日共有 52 位成員成功
捐血，成績令人鼓舞！在此感謝大家的無私奉獻。

  此外，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亦有到場推廣器官捐贈，讓
成員加深認識，不少成員更即場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再次感
謝參加者積極參與及持續捐血，秉承童軍服務精神，幫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

童軍捐血計劃 2021-2022
  是次計劃由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成員
在計劃內自行到各捐血站捐血，可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四）或之前掃描下方QR碼申報個人捐血紀錄，然後憑
大會所發出的確認電郵，領取紀念章乙枚。

  再次感謝各位參加者積極參與及持續捐血，繼續秉承童軍
服務精神，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詳情可參閱青少年活動通告
第 13/2021 號。希望大家養成恆常捐血的習慣 !

「童軍捐血計劃」個人捐血紀錄



龍東領袖學園

文 : 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 ( 青年參與 ) 羅恒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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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地域於 7 月 4 日舉行「Scout Ekklēsia
新界東地域青年大會」。「Ekklēsia」的意思

是古希臘在雅典廣場舉行的公民大會，同時也有
「呼召、聚集」的意義。地域邀請了 15 至 26 歲的
成員參與，透過團隊挑戰遊戲、歷奇項目及營燈
晚會，讓青年感受童軍運動的歡愉，同時提供平
台讓他們就童軍運動發展方向進行討論及交流。

新界東地域青年大會 Scout Ekklēs ia 

團隊挑戰：突破思考桎梏
  大會以一系列破冰遊戲和團隊挑戰揭開序幕，讓參加
者互相認識，鼓勵他們表達、改變和思考。團隊挑戰設有
30 個小任務，參加者需要合力發揮創意思維，甚至思考任
務的漏洞，例如：為歌曲《綠袖子》重新填詞，用作宣傳童
軍運動，以及在不觸碰玻璃樽的情況下，拿出樽下的紙張。
透過這些事工，參加者可以突破思考桎梏（Think Outside 
the Box），成為敢於挑戰固有框架和靈活變通的青年。

青年論壇：尊重每個人的意見
  論壇分成兩個部分─公開論壇及項目構思。以往論
壇多設有既定主題，這次大會突破傳統模式，不設框架，
讓參加者就童軍運動暢所欲言。當中不少參加者認為理想
的童軍運動應該著重傳承，將技能和理念薪火相傳正是童
軍運動的初心。對於現時的童軍運動，參加者寫下的評語
優劣參半。在公開論壇中，有參加者提出活動的公平性、
青年影響力、對童軍旅的支援和政策優化等問題，大家一
起思考童軍運動應如何發展下去，提出不少創新發展計劃。

營燈晚會：感受童軍氛圍
  大會以營燈晚會作結，一如地域傳統，以創新和有趣
的歌曲為主，即使是傳統的營火歌曲，如 Head Shoulders 
Knees & Toes 都以全新的方式演繹。童軍運動強調「從做
中學習」，營燈晚會除了狂歡盡興外，也讓參加者體驗傳
統和創新共存。助理香港總監 ( 新界東地域 ) 黃燁堂更與
一眾參加者分享「營燈談話」，黃總監在青年論壇進行時已
在旁聆聽每位青年的聲音，他強調童軍運動的主人翁從來
都是青年，欣賞每位參加者敢於表達意見，並且提出具建
設性的發展計劃，期望未來地域能夠繼續有足夠的平台和
空間給予青年發揮，讓童軍運動能夠更加「貼地」。

  雖然大會已圓滿結束，不過各級領袖深深明白這並不
是一個句號，而是推動和實踐青年參與的起點。地域將會
在社交平台和不同渠道分享活動成果，讓更多人聆聽青年
的聲音，並繼續構思如何在現行的制度下，讓年青人的意
見得到重視和尊重。



龍東領袖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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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年初舉辦的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的比賽項目包括：龍舟、獨木舟、
風帆、童軍標準艇及近年新興的立划板 ( 又稱為立式槳板運動或立划艇 )。

香 港 童 軍 國 際 賽 船 大 會 比 賽 項 目
文：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品牌宣傳組

容易操縱 動靜皆宜
  立划板 (Stand Up Paddle Board, SUP)，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夏威夷興起，當時稱為 

“Hoe He'e Nalu”，結合衝浪與傳統的手划槳板，最大特點是「動靜皆宜」。SUP 主要靠划槳
推動，不像滑浪板般要衝向海浪或需要高強度的體能和平衡力。SUP 基本操作相對容易，所
需的器材亦較少， 技術容易掌握。由於 SUP 適合在平靜的水域進行，很多初次接觸水上活動
的人都會以 SUP 入門。

  SUP 使用槳板和長單槳。SUP 的漿板比一般滑浪的漿板厚， 因此在水面上比較平穩。在
無風無浪下，運動者可以站在漿板上，以高於身高的單漿划水，作另類訓練。近年亦出現了
很多新玩法， 例如：利用 SUP 穿越岩洞、瑜伽及釣魚等。

  如果想嘗試 SUP，可以留意總會及各地域舉辦的立划板訓練班，亦歡迎大家明年年初到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為比賽健兒打氣。



文：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馮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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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知友社於 7 月 18 日與 JCI 城市女青年商會
在香港科學園合辦「聆聽童心事系列活動之

童聲同戲—陪我講故事暨親子同樂日」，藉此推動
家長及公眾人士關注精神健康，並發布本地原創的功
能性繪本 SOUL Keeper 知心繪本之《爸爸的神奇背
包》。

「聆聽童心事」網頁 童軍知友社
Instagram專頁

聆 聽 童 心 事 系 列活 動 之 童 聲 同戲 —
陪 我 講 故 事 暨 親 子 同 樂 日

成為孩子的心靈守護者
  活動荷蒙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蔡德昇擔任主禮嘉賓，他在
致辭時提醒家長要主動走進孩子心扉，發掘他們的各種特質，
藉著講故事分享正面思維，鼓勵他們多角度思考。及後，香港
醫學會慈善基金副主席陳以誠醫生與多位幼兒合唱兒歌，以歌
詞鼓勵家長正面解讀兒女的說話及需要，給予適當回應。明愛
社區書院幼兒教顧及發展中心經理張文恩亦分享了父母如何能
成為孩子的心靈守護者的各種秘訣。

舉辦各類活動支援家長
  助理香港總監 ( 童軍知友社 ) 徐小龍指出
「聆聽童心事」系列活動反應熱烈，顯示市民在
疫情下更注重親子關係。童軍知友社將會繼續
舉辦不同的活動，提供各種實用的工具，讓家
長能更有信心成為孩子的守護者。

  大家可以瀏覽童軍知友社的社交平台，重
溫活動精彩片段，並於「聆聽童心事」網站登記
參加「童你 Challenge 積分獎勵計劃」，促進
親子關係的同時，亦可獲取豐富獎品。

香港首本功能性繪本
  《爸爸的神奇背包》是 SOUL Keeper 系列的首本繪本，透過簡單易明的
小故事讓幼兒領會抽象概念。家長利用繪本提供的「小心靈解說時間」，運用
SOUL 元素︰聆聽（Listen）、觀察（Observe）、理解（Understand）及支持

（Support），協助幼兒察覺和疏理自己的情感。部分家長亦分享了如何運用
繪本內容，守護孩子的小心靈大世界和自己的得著。 



文﹕國際署總部總監 ( 行政及內部支援 ) 黃何耀

活動網站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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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童軍組織 (WOSM) 主辦的「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JOTA-JOTI) 在每年 10 月
第三個周末舉行，香港童軍歷年均積極參與，與全球童軍成員透過無線電及互聯網進

行通訊。本年的 JOTA-JOTI 將於 10 月 16 至 17 日舉行，適逢香港童軍運動 110 周年，大
會將會透過無線電及互聯網活動向外國成員介紹各個即將舉行的慶祝活動，讓雙方互相認識
及交流，並了解疫情對各地童軍活動的影響。

善用科技 延續童軍精 神
齊 來 參 與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

線上及實體活動兼備
  疫情下，日常生活及童軍活動都大受影響，不少活動及集會只能透過互聯網進行，相
信大家也很期待參與實體活動。有見及此，大會設計了安全又有趣、以「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為題的活動，希望成員能度過富有童軍特色的周末。以下簡介今屆 JOTA-JOTI 主
要活動內容。

地理寶藏 (Geocaching)
  在領袖或成年人陪同下，成員根據
指示尋找隱藏於香港各處的地理寶藏。
此外，大會配合國際天文活動舉行的
「同一個月光，不一樣的地方」，鼓勵
世界各地成員拍攝當地的月亮及景色，
並分享到社交平台及資料庫。

主題演講
  大會邀請到天體物理學家余海峯及青少年活動署助
理總部總監 ( 天文 ) 蘇柱榮分別以「馬可尼與無線電通
訊」和「童軍．天文．無線電」為題進行演講，深入淺出
地闡釋科學、可持續發展目標、天文和無線電等知識及
其相互關係。這些知識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希望成員
將相關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電子活動工作坊及無線電講座
  為加深大家對無線電的興趣和認識，本屆 JOTA-JOTI
將 一 如 以 往 設 有 互 聯 網 及 與 無 線 電 有 關 的 活 動， 包 括：
Zoom 講座、問答遊戲、世界童軍組織舉辦的網上活動及
ScoutLink IRC 等。Zoom 講座將於 9 月 17 日起逢星期五晚
舉行，以廣東話及英語探討天文及科學與無線電的關係，屆
時亦將會介紹今屆實體活動的安排及了解各地疫情等。

  更 多 活 動 詳 情 請 留 意 已 發 出 的 通 告， 希 望 大 家 踴 躍
參與！



資料整理及文：曾永昌及冼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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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作業系統

Linux 是類 UNIX 作業系統，於 1991 年
8 月 25 日，由芬蘭人 Linus Torvalds

構思和創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它屬於
開 放 原 始 碼 (Open Source)， 與 不 能 修
改及專有固定的傳統作業系統如 UNIX 和
Microsoft Windows 不同，任何人都可以
執行、研究、共享和修改 Linux，修改後的
程式碼只要遵循相關的授權條款便可以發行
及出售。

包羅萬有 配合需要
   時 至 今 日， 幾 乎 所 有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的 計 劃 和 項
目，都能以 Linux 為基礎發展，例如：雲端應用及安卓
(Android) 系統。在企業層面，Linux 已經是全球產業和
企業業務的運作核心；在數據中心和雲端部署亦可以執
行可靠和關鍵的工作。Linux 有多種使用實例、發行版
本、目標系統和裝置，以及各項功能，可完全按照個別
需求和工作使用相應配置。

  展望將來，相信 Linux 依然會是企業或機構的主要
作業系統，亦會有更多系統因它穩定和開放的特點用以
運作。
 
參考資料和延伸閱讀：
https://www.redhat.com/zh-tw/topics/linux

圖片來源：
Freepik.com

          Geocaching

GeoArt

文：舵手

擺放 Geocache（寶藏）時，有些寶主 (Cache Owner) 會將多
個寶藏排列成不同圖案，稱為 GeoArt，意指地理藏寶的藝術。

各地的 GeoArt
  香港的 GeoArt 不算多，比較有名的包括：啟德跑道旁的心型圖案、柴灣對出
的星型圖案及城門河的問號圖案。外國的 GeoArt 則多不勝數，由史努比及蝙蝠俠
等卡通人物圖案，到星系、戰機、汽車及動物等都有人花心思排列。

  由於 GeoArt 需要將寶藏排列成特定圖案，所以多數會由謎題寶藏 (Mystery 
Cache)、多重寶藏 (Multi Cache)、郵箱寶藏 (Letter Box Cache) 及 Wherigo Cache
等可以將表列坐標 (listed coordinates) 放在實際藏寶點 (GZ, Ground Zero) 以外
的寶藏類型組成。雖然大部分 GeoArt 都是由 Mystery Cache 組成，不過並沒有限
制使用寶藏類型，外國也有不少利用不同類型的寶藏進行排列。

圖片來源及參考資料 : Geocaching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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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祈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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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界的紅寶石

洛神花又名玫瑰茄或紅角葵，有植物紅寶石
之稱，不僅因為它的外形與紅寶石相似，

更擁有豐富的維生素、胡蘿蔔素及維他命。

洛神花的簡介
  洛神花屬熱帶和亞熱帶短日照植物，喜歡陽光和溫暖
的氣候，是年生大型草本亞灌木，株高可達八呎。洛神花
抗病蟲害能力和耐旱能力非常強，基本上不用太多種植技
巧或照料。

種植洛神花
  香港每年的 3至 5 月是種植洛神花的最佳時間，由於
正值雨季，要注意鬆土，避免影響種子生長及發芽。大家
可選擇於田間直播種子或先培苗，待幼苗高約三至六吋時
移種，株距約三至六呎。如以花盆栽種，應選擇直徑 12 吋
或以上的花盆。種植前，應先放置充足的堆肥作基肥，定
植後兩至三星期開始施追肥，初時以氮肥（如花生麩粉）為
主，其後需補充磷鉀肥（如骨粉、海草水和草木灰），迎接
花果期。洛神花耐旱能力高，不用過度澆水。

  一般情況下，10 至 12 月是洛神花的豐收期，至 12 月
中旬收成量便會下降。洛神花綻放的時間非常短暫，早上
開花後不到中午就會凋謝掉落。花萼在花凋謝後會變肥厚，
約三星期後便可以開始陸續採收。一棵健康的洛神花株可
採收上百個肉質花萼。

營養豐富的紅寶石
  洛神花含有豐富抗氧化物，如類黃銅素、花青素及異
黃銅素等，有助抑制自由基、延緩細胞衰老及降血脂，同
時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A、C及鐵質等。不過洛神花屬性偏酸
及涼，若脾胃虛寒、容易腹瀉、孕婦及月經來潮者，則不
適合飲用。

  新鮮或曬乾的洛神花均可泡茶，配上少量蜜糖會酸酸
甜甜非常可口；而新鮮的洛神花更可製成蜜餞和果醬，但
製作時應注意甜度，切勿因洛神花偏酸而過度放糖，以致
攝取過多糖分。



19
HK SCOUTING 448HK SCOUTING 448

18
專
欄

立划艇

實用資料：
地址：大埔汀角路大美督 413 號
交通：乘坐地鐵到大埔墟站，然後轉乘

小巴 20C 或九巴 75K 到大美督巴
士總站，沿海傍步行約 5 分鐘。

電話：2665 8082
傳真：2666 6191
電郵：ttz@scout.org.hk

大 美 督 海 上 活 動 中 心
童 軍 營 地 巡 禮

資料整理：優梓

童軍標準艇

獨木舟

總會設有兩個海上活動中
心，提供多元化的海上

活動，今期會先介紹大美督
海上活動中心。

在優美環境暢玩海上活動
  中心位於船灣淡水湖旁，有小巴及
巴士直達，交通方便，景色十分優美。
中心有各類船艇，包括：獨木舟、小龍
舟、童軍標準艇及立划板，供營友租用，
亦可安排教練作指導，營友可於湖光山
色下進行訓練及海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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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紫荊勳章
葉劉淑儀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新界地域名譽會長

金紫荊星章
盧偉國議員 , GBS, MH, JP 沙田東區副會長
謝凌潔貞女士 , GBS, JP 總會名譽會長
邱浩波先生 , GBS, MH, JP 童軍知友社青少年服務
  發展小組委員會主席

銀紫荊星章
鄧以海先生 , SBS, CDSM 總會名譽會長
陳志球博士 , SBS, JP 慈雲山區副會長

銅紫荊星章
沈豪傑先生 , BBS, JP 十八鄉區、元朗東區及
  元朗西區名譽會長
唐躍峯先生 , BBS, JP 港島地域副會長

香港總監嘉許
譚奕軒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靈性發展及活動）	 09.06.2021
藍智健	 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3.06.2021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崔隆興	 維多利亞城區名譽會長	 18.06.2021
蕭智寰	 港島第二六一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8.06.2021
石天崙	 港島第一六六○旅旅長	 18.06.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黃世光	 港島第一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陳偉年	 港島第九十九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李可立	 九龍第十七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8.06.2021
董驚鴻	 屯門西區區總監	 28.06.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姚瑞明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18.06.2021
鍾一鳴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黎卓輝	 維多利亞城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18.06.2021
吳碧慧	 港島第一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林崇禮	 港島第六十六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18.06.2021
朱國華	 港島第九十四旅旅長	 18.06.2021
彭浩賢	 港島第九十九旅幼童軍團長	 18.06.2021
簡卓雄	 港島第九十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胡栢莉	 港島第九十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葉培程	 港島第一九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梁榮彥	 九龍第十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2021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
2021 HONOURS LIS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本會謹向下列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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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Honours Lis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

香港消防事務榮譽獎章
盧科璋先生 , FSMSM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深資童軍副團長
榮譽勳章
劉健華博士 , MH, JP 發展及領袖資源委員會主席
余智榮先生 , MH 大埔北區司庫
車淑梅女士 , MH 新界東地域義務公關顧問
鄧卓然先生 , MH 元朗東區副主席
丁江浩先生 , MH 港島第二三○旅童軍團長
林奕權先生 , MH 大埔南區及大埔北區名譽會長
簡陳擷霞女士 , MH 港島地域副會長
黃顯榮先生 , MH 慈雲山區副會長
葉奕成先生 , MH 璧峰區會長
鄭智賢先生 , MH 九龍第一一○六旅旅長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吳澤森先生 深旺區名譽會長
周尚文先生 港島南區名譽會長

馬家慧女士	 觀塘區副會長
梁卓賢先生	 屯門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梁秉堅先生	 新界東地域營地及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羅仁禮先生 ,	MH,	JP	 觀塘區副會長
王志德醫生	 慈雲山區區總監
吳彩華先生	 東九龍地域會長
梁永鴻博士	 深水埗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梁潤豪先生	 屯門西區副會長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王忠巡先生	 東九龍第四十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徐湘兒女士	 璧峰區及雙魚區名譽會長
黃智華先生 ,	JP	 東九龍地域顧問
蔡敏君女士 ,	JP	 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岑佩儀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	 18.06.2021
	  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社會工作主任	
區彩嫻	 新界東地域執行幹事	 18.06.2021
許明麗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幹事	 18.06.2021
蕭韻誼	 總監俱樂部幹事	 18.06.2021
麥錦華	 屯門西區主席	 28.06.2021
黃雲林	 屯門西區司庫	 28.06.2021

長期服務獎章
陸偉洪	 總會救護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陳惜珍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小童軍團長	 18.06.2021
麥綺玲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小童軍團長	 18.06.2021
黃楚芳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小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鄭澤林	 維多利亞城區會長	 18.06.2021
張正文	 維多利亞城區副會長	 18.06.2021
胡泰安	 維多利亞城區副會長	 18.06.2021
雷健文	 維多利亞城區主席	 18.06.2021
崔協成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李啟淦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凌志成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孔志超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謝潔樺	 維多利亞城區幼童軍區長	 18.06.2021
胡定璇	 港島第一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林栢源	 港島第二旅旅長	 18.06.2021
黃種鍵	 港島第九十九旅樂行童軍團長	 18.06.2021
廖少娟	 港島第一一五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18.06.2021
譚天樂	 九龍第十七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18.06.2021
張鶴騫	 九龍第十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楊思亮	 九龍第十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1
羅肇基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高尚義	 九龍第九十旅副旅長	 18.06.2021

羅耀樑	 九龍第十九旅樂行童軍團長	 18.06.2021
陳翠婷	 九龍第十九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8.06.2021
梁淑興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28.06.2021
黃敏儀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領袖	 28.06.2021
龎穎邦	 青衣第十二旅童軍副團長	 28.06.2021
梁麗貞	 屯門西區副會長	 28.06.2021
彭美玲	 屯門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8.06.2021
屈子卉	 屯門西區核數師	 28.06.2021

總監委任書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冼蔚文	 助理總部總監（急救訓練）	 01.07.2021

公共關係署
林莉君	 助理公共關係總監（童軍形象及宣傳）	01.07.2021
黃雅博	 助理公共關係總監（支援服務）	 01.07.2021
游柏華	 總部總監（周年活動）	 01.07.2021
鄺文龍	 總部總監（媒體及網頁）	 01.07.2021
鄺巧華	 總部總監（童軍形象）	 01.07.2021
姚志龍	 助理總部總監（童軍形象）	 01.07.2021

國際署
鄺學禮	 總部總監（國際支援）	 01.07.2021
袁志偉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	1）	 01.07.2021
譚惠華	 助理總部總監（國際常務	1）	 01.07.2021
黃曉峰	 助理總部總監（支援及宣傳）	 01.07.2021

港島地域
羅永林	 助理地域總監（國際及內地事務）	 01.07.2021
李國文	 地域總部總監（發展）	 01.07.2021

九龍地域
區惠霞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7.2021

東九龍地域
李志誠	 觀塘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07.2021

新界地域
黃家榮	 大嶼山區副區總監	 01.07.2021

新界東地域
劉禮源	 副地域總監（行政及公關）	 01.07.2021
鍾敬祥	 助理地域總監（發展）	 01.07.2021
梁正龍	 助理地域總監（資源管理）	 01.07.2021
趙佩詩	 地域總部總監（媒體製作）	 01.07.2021

總監暫許委任書
國際署
鄭智健	 助理總部總監（國際聯絡	1）	 01.07.2021

內地事務署
陳岳鵬	 助理內地事務總監（發展）	 01.07.2021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黃啟儀	 香港訓練隊	 01.07.2021

總部領袖
蔡柏林	 總會國際署	 15.06.2021

地域領袖
陳宇彬	 新界地域	 01.07.2021
麥應麟	 新界地域	 01.07.2021

助理地域領袖
蔡柏林	 九龍地域	 01.06.2021

童軍區長
吳卓軒	 離島區	 01.07.2021

幼童軍區長
謝玉琼	 離島區	 01.07.2021

區領袖
李婉蔚	 何文田區	 15.06.2021
黃文軒	 北葵涌區	 01.07.2021

助理區領袖
曾仲康	 慈雲山區	 01.07.2021

旅長
劉存敬	 沙田東第十八旅	 15.06.2021
駱瑞萍	 北葵涌第三旅	 01.07.2021
林彩慧	 大埔北第十二旅	 01.07.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鄭澤匡	 九龍第二○五旅	 01.07.2021
鄧志遠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01.07.2021
曾卓醍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01.07.2021
伍智龍	 東九龍第十五旅	 01.07.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蔡柏林	 港島第九十旅	 15.06.2021

童軍團長
歐栢青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	 01.07.2021

童軍副團長
梁明軒	 港島第三十五旅	 15.06.2021
孟智豪	 港島第三十五旅	 15.06.2021

幼童軍團長
梁翠雯	 十八鄉第十一旅	 01.07.2021
麥應麟	 元朗東第十五旅	 01.07.2021

小童軍團長
李麗珠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01.07.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地域領袖
聶嘉威	 港島地域	 15.06.2021
冼潔瑩	 新界地域	 01.07.2021

助理地域領袖
趙家熙	 新界東地域	 01.07.2021

樂行童軍區長
田敬坤	 離島區	 01.07.2021

區物資管理員
陳子君	 南葵涌區	 01.07.2021

區領袖
袁煦宜	 將軍澳區	 01.07.2021
徐頌僖	 離島區	 01.07.2021
宋惠珍	 北葵涌區	 01.07.2021

助理區領袖
張浩賢	 北葵涌區	 01.07.2021

旅長
田麗珊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25.06.2021
劉曉捷	 屯門東第二旅	 01.07.2021

副旅長
何福桃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15.06.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李慧恒	 東九龍第一一三九旅	 15.06.2021

童軍團長
黃柏陶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01.07.2021

童軍副團長
廖淑霞	 九龍第二○五旅	 01.07.2021
廖淑滿	 九龍第二○五旅	 01.07.2021
馮綺纓	 九龍第一三八旅	 01.07.2021
林昕曈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01.07.2021
黃聲縉	 九龍第六十一旅	 01.07.2021
梁承恩	 新界第一八一七旅	 01.07.2021
馮諾軒	 荃灣第十一旅	 01.07.2021

幼童軍團長
許懿欣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06.2021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羅雯霞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15.06.2021
程文娟	 九龍第十七旅	 15.06.2021
李知恩	 荃灣第十二旅	 01.07.2021
陳佩琪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01.07.2021
林萱欣	 新界第一三八七旅	 01.07.2021
馬嘉成	 沙田北第三十九旅	 01.07.2021
Delian	GASKELL	 01.07.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小童軍副團長
蔡馨儀	 九龍第一五一五旅	 15.06.2021
張美珊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7.2021
鄭肇恩	 新界第一七九○旅	 01.07.2021
梁文鳳	 新界第一七九○旅	 01.07.2021
麥曉晴	 新界第一七九○旅	 01.07.2021

領袖委任書註銷
總部領袖
黃健聰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2.06.2021

童軍副團長
何寶蓮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22.06.2021

幼童軍團長
梁惠芳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06.06.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狄竹君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2.07.2021
Jacqueline	Karen	DHILLON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左祖熙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2.07.2021
CHOR	Cho-hei	Eddie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蔡麗紅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2.07.2021
TSOI	Lai-hung	Ellie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團長
方 穎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07.2021
丘晶晶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Caroline	CRAMPTON	 30.06.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陳美娟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區頴儀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徐柏芝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李舒敏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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