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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踏入秋天，又是遠足的好時節，這次專題是「三四知己行山誌」，而行程是童軍訓練
常常選擇的麥理浩徑第二段。這段麥理浩徑以一尖四灘最為馳名，四灘風景秀麗，

素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蚺蛇尖更是香港三尖之一，是香港登山界的殿堂級山峰，大家
必須量力而為；此外，這段麥理浩徑還有不少歷史元素，西灣村的天主教堂歷史悠久。
大家除了遠足訓練及自我挑戰之外，還可到訪古蹟，發思古之幽情。

　　2020 年童軍獎勵頒授儀式經歷多次延誤之後，終於 7 月在總會胡應湘宴會廳舉行，
由前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擔任主禮人。各獲獎人士多年來在不同崗位堅持服
務社群，編輯組在此謹表致敬。

　　童軍知友社最近舉辦的「110 暖在心資源共享計劃」，招募多位平等大使，在各區
收集物資，之後在地區舉辦物資共享日。我們衷心期望活動能喚起成員和公眾的注意，
讓大家身在福中要惜福，更要當仁不讓，把自己已有的物資捐給有需要人士。

　　「青年參與決策」是童軍運動發展的趨勢，新界地域「紅帽議會」和「騎士議會」就職
典禮象徵青年將在童軍運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我們期望面對未來各式各樣的困難時，
年輕人將為香港社會貢獻他們的創意和毅力。

前言

香港擁有很多環境優美的海灘，我們
可以在酷熱的夏季沐浴在山水清音

之中，消暑降溫。在眾多美麗的海灘中，
又以西貢麥理浩徑第二段的一尖四灘最
為著名。

　　今期我們將以北潭坳為起點，經赤徑、鹹田灣、大浪西灣及浪茄，
往萬宜水庫進發。若體能許可，可挑戰香港三尖之一 ─蚺蛇尖。
大家可以經麥理浩徑第一及二段到蚺蛇尖；若想保留體力，也可以只
以蚺蛇尖作為行程目標，來一次「捕蛇之旅」。

　　在享受行山樂趣的同時，大家必須量力而為，亦要做足防疫措
施，不要觸犯法例。此外，大家亦要實踐不留痕，帶走自己的垃圾，
同時希望大家為山野出一分力，撿走路上的垃圾，實踐童軍日行一善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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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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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徑第一及二段是童軍遠足訓練的熱門路線，適合稍經訓練的成員。從北潭涌乘巴士到
北潭坳，步行至赤徑，逆行第二段。行程一開始是一段下行陡坡，大家可以先行熱身，然

後途經三個沙灘─鹹田灣、大浪西灣及浪茄，欣賞一下香港馬爾代夫的美景。

麥理浩徑一尖四灘 香港的馬爾代夫

赤徑　露營勝地
　　從北潭坳起步約 30 分鐘便可以到達赤徑─環境優
美的露營地點，筆者是青少年成員時，赤徑已是童軍露營
的熱門地點。赤徑多年前是一幅多層梯田，荒廢已久，現
時所見，往日梯田位置灌木林立，露營人士可在灌木間架
起營幕。近年露營用品不斷改善，既方便又快捷，令露營
成為很多家庭的周末消閒活動。

　　赤徑海邊有一片紅樹林，環境非常優美。踏入初夏時，
有不少露營愛好者在此處露營；入秋後，每逢周末更是營
幕林立。當然成員亦可以在政府轄下的指定營地─西灣
營地紮營，該處有多個營位、公共廁所和燒烤地點，設備
完善。

沿途美景　時間彷彿停留在某處
　　沿著海邊小徑一直走，會看到不少已荒廢的村落或小
屋，大家可以想像多年前西貢村民生活的風貌。現時部分村
落仍有人居住，主要接待假日訪客，支援行山人士，提供食
宿或水上活動工具，例如：獨木舟、直立板和滑浪板等，各
適其適。

　　是次專題介紹的海灘由於遠離市區，訪客要步行至少三
小時才能到達，遊人相對較少，故此污染亦較少。天氣晴朗
時，天空蔚藍，海水清澈，令人心曠神怡，那種空闊愉悅的
感覺，必須親身體驗才能領會。

　　每當炎炎夏日，訪客都不免想跳到水裡暢泳，但緊記這
幾個海灣並非康文署轄下的泳灘，没有救生員和救生設備，
所以筆者建議大家謹守安全守則，不要在該處游泳，要注意
安全，以免樂極生悲。

鹹田灣的獨木橋
　　士多前的獨木橋是著名地標，不少訪客
會「打咭」留念。由於海水湧入沙灘，形成
一條小河，水深可及腰。鹹田灣的村民為了
方便出入，便架建了簡陋的獨木橋，經多年
風吹雨打，雖然不時重整維修，但經過時也
務必小心為上。

大浪西灣　自然美景
　　西灣曾獲由香港郊野公園之友會、國際獅子總會港澳三零三區及漁
農自然護理署舉辦之「香港十大自然勝景選舉」第一名，可見景觀之美
早已獲肯定。不過，西灣水淺，終年出現暗湧，極不宜游泳。

　　西灣村約有 600 年歷史，早年曾是漁民的避風之地，後漸漸形成西
灣村。1903 年，天主教會在村內以大理石修築教堂──海星聖堂（現名
為海星彌撒中心 )，並於堂內設立小學。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成立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並開始接手管理該堂，於 2020 年 5 月
開始復修，大家路過時不妨到訪這座富歷史意義的建築。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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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每逢假日總是人頭湧湧。
一所男性戒毒所。浪茄風光明媚，灘後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指定營地，
每逢假日總是人頭湧湧。
一所男性戒毒所。浪茄風光明媚，灘後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指定營地，
浪茄位於萬宜水庫以東，從前曾是一條村落，現時唯一的建築物只有
一所男性戒毒所。浪茄風光明媚，灘後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指定營地，一所男性戒毒所。浪茄風光明媚，灘後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指定營地，
浪茄位於萬宜水庫以東，從前曾是一條村落，現時唯一的建築物只有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浪茄位於萬宜水庫以東，從前曾是一條村落，現時唯一的建築物只有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浪茄灣　世外桃源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離開西灣後便可走到浪茄，不過沿途沒有遮蔭處，要慎防中暑。



實用資料
交通：由西貢乘坐九巴 94 號或於西貢碼頭

乘坐 7 號專線小巴到北潭坳站
長度：約 9.4 公里
時間：3 小時

參考資料：
天主教香港教區週報
香港地方網站
漁農自然護理署網站
遠足行山資訊網站

萬宜水壩　麥徑起點 
　　對行山人士或成員而言，萬宜水庫絕不陌生，但每次經過都會讚嘆
它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無怪萬宜水庫是「香港十大自然勝景選舉」第
四名。

　　萬宜水庫最矚目的必定是東、西兩條主壩。由於水庫興建於火成岩
上，所以需要興建兩壩。東壩面向南海，長 1,593 呎，高 348 呎；西壩
面向牛尾海及糧船灣海，長 2,470 呎，高 333 呎。最具特色的是為了對
抗外海海浪侵蝕，東壩防波堤以 2,500 多個「雙 T」形混凝土構件組成。

　　另外，昔日的萬宜船民羈留中心多年前已改建為創興水上活動中
心，可進行多項水上活動，該中心也曾借予總會舉辦「慶祝童軍百周年
世界同步大露營」。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炎炎夏日，加上全球疫情反覆，香港的情況雖然漸見穩定，但仍未
能到海外旅遊，故假日到郊外或山嶺旅遊仍是常見。筆者沿途看到不少
有欠公德的市民，隨處丟棄廢物，尤其是口罩，容易傳播病毒。所以大
家除了奉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外，亦可自發清除山野垃圾，愛護我們
的家。

挑戰三尖之首  一覽山水環抱
蚺蛇尖

文 : 月刊記者　文懿

實用資料
交通：由西貢乘坐九巴 94 號或於西貢碼頭

乘坐 7 號專線小巴到北潭坳站
長度：約 12.5 公里
時間：5 小時

美景盡收眼底
　　要登上蚺蛇尖通常由北潭坳出發，途經赤徑到
蚺蛇坳，再由小徑登上蚺蛇尖。其實由蚺蛇坳到蚺
蛇尖的路程不長，約 1.3 公里，雖然山徑陡峭，但
當中有兩處地方相對平坦。筆者與友人花了半小時
左右，途中休息兩次，順利登頂。山頂在群山中卓
然特立，可以環迴遠眺西貢群山和海景，東灣、大
灣、鹹田灣及西灣等盡收眼底。向東面遠望，可以
欣賞到無邊的南中國海；向西面則可看見西貢群山
環抱，置身其中，登山時氣喘如牛的艱辛感覺及倦
意頓時一掃而空。

手腳並用　登上三尖之首
　　如果體能許可，可以選擇米粉頂路線。米
粉頂鄰近長嘴和短嘴，但路段崎嶇不平，滿佈
碎石，不建議新手前往，大家可以選擇原路回
程。原路山徑有不少已深入泥土的小石，可當
作下坡的踏腳石，相對安全。不過大家行走時，
緊記手腳並用，先讓腳找到落腳點，再用手抓
住穩固的石頭，便可安全回到蚺蛇坳。

體能要求大　量力而後行
　　大家可以把蚺蛇尖作為單一行程，然後回
到蚺蛇坳，前往赤徑，再回到北潭坳，約 5 小
時便可完成，對體力的要求也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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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亦没有任何店鋪或飲料補給，必須做足準備才可出發。遮蔽亦没有任何店鋪或飲料補給，必須做足準備才可出發。

談起蚺蛇尖，不少登山愛好者都會肅然起敬。由於該處地勢
陡峭，加上山徑佈滿碎石，倍添難度，而且沿途全無樹木陡峭，加上山徑佈滿碎石，倍添難度，而且沿途全無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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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結語

對於不少富經驗的領袖和登山人士來說，
麥理浩徑第一及二段是常走的路徑。然

而，對於青少年成員而言，仍是有一定的難度，
故此，大家在參與登山活動時必須做足準備。

　　西貢被稱為香港的後花園，蚺蛇尖還被稱「香港富
士山」，週邊風光如畫，也有被稱為「東方夏威夷」。每
當我到訪我們的後花園時，除了注意安全外，還要好好
保護我們的天然資源，還要保持山野潔淨，讓所有香港
人都能共享上天賜給大家的寶藏。

延伸閱讀
《攝水行山 香港的另一面》
薛永興攝．文
中華書局

　　作者既寫作又攝影，以優美的圖文介紹香港山水
之美。而且作者描寫的範疇遍及港島、九龍、新界及
離島，也讓所有香港人明白，我們的家是世上罕有金
融中心與天然美景兼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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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月刊記者  曾永昌 文：月刊記者  曾永昌

總會每年均會頒發多項獎勵予對香港童軍運動有傑出貢獻的成員、
領袖及會務委員，以表揚他們對童軍運動的無私奉獻。

嘉許獲獎者的努力和貢獻
　　總會於 7 月 23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胡應湘宴會廳舉行童軍獎勵頒授儀式，邀請到總
會副贊助人、前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擔任主禮人，並由總會會長、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潘兆初、香港總監劉彥樑、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葉永成及活動協調人容建
文陪同主持儀式。2020 年度共有 36 位會務委員及童軍領袖獲頒功績榮譽獎章、21 位
獲頒功績榮譽十字章、兩位獲頒銅獅勳章、兩位獲頒青龍勳章、三位獲頒銀獅勳章、
一位獲頒銀龍勳章及一位獲頒金龍勳章。此外，亦頒發了 2021 年童軍運動創辦人紀念
日獎勵、香港總監高級嘉許、香港總監嘉許、長期服務獎及感謝狀，以及多個青少年
獎勵，包括：各支部最高獎章、2018 年度模範童軍及 2019 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冠軍。

　　儀式簡單而隆重，大家都對獲獎者報以熱烈的歡呼聲，感謝他們對童軍運動作出
的貢獻及努力。

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童 軍 獎 勵 頒 授 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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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暖 在 心 資 源 共 享 計 劃
文：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羅保林

童軍知友社社工   廖志文及周雯影

兼善里街坊介紹他們的社區

「平等大使」及小組導師隨明愛工作人員探訪兼善里的街坊，送上防疫物資並了解住戶的生活日常和他們的故事

心意卡

製作實用「馬桶清潔球」和準備心意咭，向兼善里的街坊表示謝意

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童軍知友社特別籌備了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認可慶祝
活動，分別為：「齊步 110，分享你我他」、「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及以下為

大家介紹的「110 暖在心資源共享計劃」。 

平等大使招募超額完成
　　資源共享計劃希望透過訓練、體驗活動
及義工服務，讓參與的青少年認識何謂平等
分享、身體力行於社區推廣、學習關心社區
及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計劃目標招募 60 名
參加者成為「平等大使」，我們曾經擔心疫情
及學校有限度授課會影響招募情況，但結果
讓人喜出望外，成功招募 66 名「平等大使」及
16 名有豐富經驗的青年義工擔任小組導師，
與一眾「平等大使」攜手同行。 

　　大家可以瀏覽活動的社交平台獲取最新資訊及重溫
「110 暖在心資源共享計劃啟動禮」。

認識概念後自辦活動
　　小組導師簡介會於 6 月 26 日舉行，讓導師們了解他
們的角色，以及如何帶動「平等大使」投入參與計劃及指導
他們籌備活動。首次訓練已於 7 月 10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
年紀念大樓舉行，小組導師及「平等大使」互相認識後，導
師向他們簡介計劃內容，加深「平等分享」的概念。隨後的
小組訓練會進一步讓他們認識「平等分享」的理念，以及了
解少數族裔、劏房戶和低收入家庭的需要，亦會教導興趣
技能及籌備活動的技巧，為日後活動作準備。 

　　為讓「平等大使」更了解服務對象，將會舉行一系列接
觸社區的活動，包括聯同合作伙伴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的「明
愛職工發展計劃」同工和街坊義工探訪兼善里，了解社區
資源、樓層衛生及街坊的生活環境和狀況。第一次探訪已
於 7 月 29 日進行，共有 10 名「平等大使」及三名小組導
師出席。明愛職員簡介後，兼善里的街坊便帶大家認識周
邊環境，然後分組探訪鄰里，將自製的馬桶清潔球送贈予
街坊，以感謝他們的分享。「平等大使」們均表示此行獲得
不少劏房戶及低收入家庭的額外資訊，獲益良多。

如何實踐資源共享？
　　「平等大使」稍後將於社區設立「共享街站」，
藉此宣傳「平等分享」的概念，同時向地區人士收
集物資，於日後舉行的「小型地區共享日」實踐資
源共享。計劃將於最後階段由「平等大使」策劃、
籌備及推行「平等分享藝墟日」。除了分享物資，
他們亦會與社區人士分享早前於小組學習的技能，
以凝聚社區互助和共享的力量。 

　　童軍知友社期望藉着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
紀念構建資源共享平台，與香港童軍運動一起跨越
110 周年，繼續竭盡所能、服務社群，為社會不同
階層服務！

小組導師訓練小組導師訓練

負責總監講解活動詳情
負責總監講解活動詳情

社工向「平等大使」們講解計劃詳情

「平等大使」分享

「平等大使」互相認識

龍東領袖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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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暖 在 心 資 源 共 享 計 劃 
文：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羅保林

童軍知友社社工   廖志文及周雯影

兼善里街坊介紹他們的社區

「平等大使」及小組導師隨明愛工作人員探訪兼善里的街坊，送上防疫物資並了解住戶的生活日常和他們的故事

心意卡

製作實用「馬桶清潔球」和準備心意咭，向兼善里的街坊表示謝意

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童軍知友社特別籌備了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認可慶祝
活動，分別為：「齊步 110，分享你我他」、「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及以下為

大家介紹的「110 暖在心資源共享計劃」。 

平等大使招募超額完成
　　資源共享計劃希望透過訓練、體驗活動
及義工服務，讓參與的青少年認識何謂平等
分享、身體力行於社區推廣、學習關心社區
及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計劃目標招募 60 名
參加者成為「平等大使」，我們曾經擔心疫情
及學校有限度授課會影響招募情況，但結果
讓人喜出望外，成功招募 66 名「平等大使」及
16 名有豐富經驗的青年義工擔任小組導師，
與一眾「平等大使」攜手同行。 

　　大家可以瀏覽活動的社交平台獲取最新資訊及重溫
「110 暖在心資源共享計劃啟動禮」。

認識概念後自辦活動
　　小組導師簡介會於 6 月 26 日舉行，讓導師們了解他
們的角色，以及如何帶動「平等大使」投入參與計劃及指導
他們籌備活動。首次訓練已於 7 月 10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
年紀念大樓舉行，小組導師及「平等大使」互相認識後，導
師向他們簡介計劃內容，加深「平等分享」的概念。隨後的
小組訓練會進一步讓他們認識「平等分享」的理念，以及了
解少數族裔、劏房戶和低收入家庭的需要，亦會教導興趣
技能及籌備活動的技巧，為日後活動作準備。 

　　為讓「平等大使」更了解服務對象，將會舉行一系列接
觸社區的活動，包括聯同合作伙伴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的「明
愛職工發展計劃」同工和街坊義工探訪兼善里，了解社區
資源、樓層衛生及街坊的生活環境和狀況。第一次探訪已
於 7 月 29 日進行，共有 10 名「平等大使」及三名小組導
師出席。明愛職員簡介後，兼善里的街坊便帶大家認識周
邊環境，然後分組探訪鄰里，將自製的馬桶清潔球送贈予
街坊，以感謝他們的分享。「平等大使」們均表示此行獲得
不少劏房戶及低收入家庭的額外資訊，獲益良多。

如何實踐資源共享？
　　「平等大使」稍後將於社區設立「共享街站」，
藉此宣傳「平等分享」的概念，同時向地區人士收
集物資，於日後舉行的「小型地區共享日」實踐資
源共享。計劃將於最後階段由「平等大使」策劃、
籌備及推行「平等分享藝墟日」。除了分享物資，
他們亦會與社區人士分享早前於小組學習的技能，
以凝聚社區互助和共享的力量。 

　　童軍知友社期望藉着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
紀念構建資源共享平台，與香港童軍運動一起跨越
110 周年，繼續竭盡所能、服務社群，為社會不同
階層服務！

小組導師訓練

負責總監講解活動詳情

社工向「平等大使」們講解計劃詳情

「平等大使」分享

「平等大使」互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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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軍 成 年 成 員 政 策 工 作 坊
文：助理發展及領袖資源總監（領袖資源）  黃一平

為貫徹童軍運動的基本原則及配合發展需要，
總會以《世界童軍成年成員政策》為基礎，

制訂《童軍成年成員政策》(下稱政策 )，並已於
2021 年 1月 1日生效。政策旨在透過有效的支援
及管理，提升成年成員的質素，協助他們更有效
地實踐和發揮其角色和職能，從而為青少年成員
提供更佳的活動及訓練，以達至童軍運動的使命。
政策制訂及執行由發展及領袖資源署負責統籌，
並由各單位協助推行。

童軍成年成員政策工作坊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於 7 月 18 日舉行「童軍成年成員政策
工作坊」，加深署內各級總監對政策內容的了解，為日後與其
他單位開展推行政策的工作作好準備。工作坊上午時段由助
理香港總監（發展及領袖資源）劉富成簡介政策內容，另邀請
副香港總監（常務）黎偉生介紹《世界童軍成年成員政策》的發
展，以及副香港總監（活動與訓練）吳家亮分享總會對於推行
政策的期望。下午時段則讓參加者探討如何推行政策，為日
後工作定立方向。

　　有賴成年成員的良好質素和積極參與，總會才能持續為
青少年成員提供優質活動及訓練。我們日後將透過不同渠道
向成員介紹政策內容和其他相關工作，加深大家的認知。如
對政策有疑問或意見，歡迎與發展及領袖資源署聯絡。



「2021 至 2022 年度新界地域紅帽議會及騎士
議會就職典禮」已於 8 月 6 日在香港童軍中

心周湛燊集會堂舉行，大會邀請到助理香港總監
( 青少年活動 ) 羅紹衡蒞臨主禮。羅總監以童軍規
律「童軍勇敢不怕難」勉勵議會委員，即使在童軍
生活上遇到挫折也不要氣餒，期望大家青出於藍，
堅守信念，努力向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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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至 2022 年 度 新 界 地 域
紅 帽 議 會 及 騎 士 議 會 就 職 典 禮

文字：紅帽議會主席　雷誠謙及騎士議會主席　吳偉犖
相片：新界地域領袖　蘇國亮及新界地域領袖　趙良金

騎士議會的由來
　　騎士議會希望各樂行童軍如騎士一樣，遵守

「騎士規律」，為人忠義、勇敢，且具備鋤強扶
弱的俠義精神，以幫助他人為己任，服務社會。

紅帽議會及騎士議會之成立
　　為響應世界童軍組織倡議的「青少年參與決策」，
新界地域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於 2018 年 12 月成立
紅帽議會（深資童軍議會）及騎士議會（樂行童軍議會），
積極推行關懷社區的活動及服務，為社區作出貢獻，並
協助地域加強童軍區及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的聯繫。

紅帽議會的由來
　　紅色貝雷帽是深資童軍的標誌，象徵探險精神
及火熱之心，在古時比喻為精銳隊伍。紅帽議會代
表深資童軍是童軍的精英，憑住火熱的赤子之心，
服務社會回饋他人，為薪火相傳作出準備。

議會主席之言
　　騎士議會主席吳偉犖致歡迎辭時，感謝地域給予他參與
議會的寶貴機會，希望各級總監及領袖多給意見及指導，他
會努力提升自我，盡所能服務他人。紅帽議會主席雷誠謙感
謝一眾嘉賓撥冗出席，他把典禮比喻成故事書的序言，承諾
與各委員繼續創作更多精彩故事，延續童軍運動，貢獻社會。

信物交付儀式 
　　助理香港總監 ( 新界地域 ) 陳秋玉及助理香港總監
( 青少年活動 ) 羅紹衡分別向紅帽議會及騎士議會各委員
交付信物和頒發委任狀。紅帽議會的信物是火炬，象徵
紅帽議會薪火相傳，突顯深資童軍支部對童軍運動發展
的重要性；騎士議會的信物是騎士劍，代表騎士精神及
模擬騎士冊封儀式，提醒宣誓者信守承諾，履行童軍的
誓詞和規律。

紅帽議會的展望
　　本屆紅帽議會將重點發展「國際視野」及「個人成長」，
積極推動深資童軍與外國成員透過社交平台進行交流。議
會早前與韓國童軍 Tiger Scout Award 獲獎人士進行網上
會議，了解兩地最高支部獎章的特色，擴展國際視野，連
結各地成員。議會亦計劃組織各類具有歷奇教育及正向心
理元素的活動和訓練，以創新思維推動深資童軍支部的發
展，優化活動及訓練，回饋新界地域，並為地域及世界童
軍組織建立溝通平台。

騎士議會的展望
　　未來一年，騎士議會將策劃各類型社區活動，並與不
同單位合作，推廣社區抗疫、環境保育及宣傳健康心態等
正面訊息。樂行童軍以自務自治為基礎，需具備洞察力及
遠見，策劃及推行各項社區服務，並留意社會議題，關心
社區，以同理心及創意切合服務對象的需要，舉辦多元化
的活動，傳承樂行童軍的信念及使命，以生命影響生命。
期望準備成為領袖的青少年成員都能憑著魄力及創造力實
踐目標，透過不同形式的服務和關懷社區，幫助他人，作
出貢獻，達至議會成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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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是指將資訊、圖像、物件及影音等內容，以虛
擬的方式疊加在現實中呈現，利用虛實並存的方式豐富現實環境，獲取更多實體物

件無法提供的資訊，加強視覺效果和互動體驗。

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
　　AR 會透過結合處理器、顯示器、感測器以及輸入裝置載具的「硬件設備」，呈現在我們眼前。目前常見的
硬件設備包括：行動裝置、頭戴式顯示器、抬頭顯示器、光學投影系統及監視器等。這些設備會因應不同的場
景及內容來應用，例如 AR 展覽會會使用行動設備，讓一般人都能夠體驗。假如是針對工業或醫療等訓練目的，
則適合使用毋須用手操縱的頭戴式顯示器。

　　最常使用的莫過於各種社交平台上的特效濾鏡，透過手機鏡頭和 AI 演算法，辨識使用者臉部後疊加特效，
可說是最常接觸的 AR 應用。

參考資料和延伸閱讀：https://arplaza.co/article/ar-intro/

Safe From HARM
童 軍 活 動

1. 向所有成年成員及青少年參加者提供有關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的必要資料，包括專業守則以及如何提供
關注，並向成年成員提供相關訓練，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

2. 按當地 / 國際法規制定保護青少年的計劃。

3. 在整個活動期間實施及監控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計劃。

4. 建立制度識別有關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的資料，並須知會所有持份者。

　　世界童軍協會及任何其他相關世界及區域架構會與當地組織攜手合作，確保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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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 專 欄
淺 談 AR

文 / 資料整理：曾永昌及冼聆丰文 / 資料整理：曾永昌及冼聆丰

資料整理：優梓

童 軍 活 動童 軍 活 動
早前已介紹 Safe from HARM 的三大政策方向，今期會介紹最後的政策方向⸺ 童軍活動。童軍

運動需在活動的規劃、實施及後續行動過程中，推展政策到不同層面。以下會簡述一些方法如
何達到在童軍活動中保護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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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文：祈岱然

秋葵，又稱黃秋葵、羊角椒或潺茄，
於熱帶、亞熱帶和暖溫帶地區廣

泛種植，喜溫暖，耐高溫和乾旱。

種植方法簡單　營養成分豐富
　　一根成熟的秋葵可採收近 20 顆種子，故
種植前可精挑細選圓熟飽滿的種子，然後選用
疏鬆透氣的泥土，先施加基肥增加泥土養份，
並在春季以點播的方式，先澆濕土壤才下種。
播種時每個洞穴的距離宜保持 25 至 30 厘米，
播種後再覆蓋一層土壤便可。若以盆種，可選
擇較大的花盆種植。

　　雖然秋葵耐乾旱，但充足的水分有助增加
收成，特別在炎夏種植時應適時補水及注意排
水，亦要注意除草鬆土，鬆土時要避免弄傷根
部。當秋葵長高到 30 厘米後，可用支柱固定，
以免被風吹倒，通常播種後約 60 天便會看到
秋葵開花，在花謝後兩三天就可以採收。成熟
後的秋葵很容易變老，質地變硬，影響口感。

　　在秋葵生長時還要注意摘除繁多的枝葉，
有助減少養分消耗，可提高秋葵的整體質量，
亦有助通風透氣、增加採光度及減少蟲害。

　　秋葵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維他命 C、鐵質
及鈣質，當中特有的粘狀物質有助降低膽固
醇，促進腸胃蠕動，幫助排出宿便。

一根秋葵可以收到 20 多顆種子 有指秋葵優雅得像女士的手指，因而
稱為 Ladies  fi ngers

奇妙的植物
秋葵秋葵

通常播種後約 60 天便會看到秋葵開花，花謝後兩三天就可以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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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特別貢獻金章
吳彩華 東九龍地域會長 27.07.2021
何炳恩 觀塘區副會長 27.07.2021
李耀輝 西貢區副會長 27.07.2021

特殊貢獻徽章徽扣
伍海山 港島地域副會長 27.07.2021

香港總監嘉許
鄧志豪 鯉魚門區樂行童軍區長 04.08.2021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鍾堯昌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8.07.2021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黎桂芳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幼童軍團長 28.07.2021
林勝強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伍步剛 總會名譽會長 04.08.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譚寶文 九龍塘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陶伯明 九龍塘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饒嘉銘 沙田北區副區總監 28.07.2021
張正才 國際署總部總監（國際聯絡） 02.08.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鍾俊傑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28.07.2021
賈安良 九龍塘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顧頌杰 九龍塘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黃芳玲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28.07.2021
程南生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李燕芳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杜啟華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梁智偉 九龍第四十七旅旅長 02.08.2021

長期服務獎章
林德銘 九龍塘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陳尚禮 九龍塘區深資童軍區長 28.07.2021
劉致滔 九龍第六旅幼童軍團長 28.07.2021
伍家媛 九龍第七十三旅幼童軍團長 28.07.2021
蔡美鳯 九龍第一二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28.07.2021

麥志豪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深資童軍團長 28.07.2021
梁裕圻 九龍第四十七旅深資童軍團長 28.07.2021
何慧雯 九龍第四十七旅幼童軍團長 28.07.2021
黃鳳蓮 璧峰區名譽會長 28.07.2021
李嘉輝 璧峰區童軍區長 28.07.2021
劉月好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梁永健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28.07.2021
梁永賢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甄子賢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7.2021
譚奕軒 沙田西第二十旅深資童軍團長 28.07.2021
區家媛 港島第一五九旅童軍副團長 02.08.2021
麥耀光 九龍第一三八旅旅長 02.08.2021
李紹宗 九龍第二一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02.08.2021
廖海玲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2.08.2021
吳婉兒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2.08.2021
孫子軒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2.08.2021
羅信生 大埔南第十一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02.08.2021
馮穎韜 大埔南第十一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2.08.2021
文麗儀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2.08.2021

總監委任書
總會
歐陽浩榮 助理香港總監（國際） 21.08.2021

香港訓練隊
吳漢仲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8.2021
蕭永銘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8.2021

公共關係署
盧韋斯 總部總監（刊物） 01.08.2021
余敏聰 總部總監（童軍文物廊） 01.08.2021

港島地域
唐嘉亮 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 01.08.2021
文幹皓 筲箕灣區副區總監 01.08.2021

東九龍地域
伍靜儀 黃大仙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8.2021

新界地域
李海權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幼童軍） 01.08.2021

新界東地域
符日基 地域總部總監（公關） 01.08.2021
羅恒威 地域總部總監（青年參與） 01.08.2021
謝詠妍 沙田西區副區總監 01.08.2021
萬仲豪 沙田西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08.2021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梁子雲 香港訓練隊 01.08.2021
游柏堅 香港訓練隊 01.08.2021
梁國安 香港訓練隊 01.08.2021

總部領袖
周淑儀 總會訓練署 01.07.2021
羅浩雲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7.2021

地域領袖
梁樂羚 港島地域 01.07.2021
謝耀明 新界東地域 01.07.2021
崔文豪 港島地域 15.07.2021
黃俊強 港島地域 15.07.2021
江學智 東九龍地域 15.07.2021
陳洛甄 新界東地域 15.07.2021

童軍區長
劉楚成 雙魚區 01.07.2021

區領袖
許　俊 九龍塘區 15.07.2021
李青強 屯門西區 15.07.2021

助理區領袖
陳卓然 沙田南區 01.08.2021

旅長
石道暉 東九龍第一旅 01.07.2021
黃灌濠 九龍第一六一旅 15.07.2021
何世孝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翁倩秀 九龍第一三一五旅 01.08.2021

副旅長
蘇潔瑩 東九龍第一旅 01.07.2021
楊沛力 九龍第二○五旅 01.08.2021
鄧洛軒 荃灣第十一旅 01.08.2021

樂行童軍團長
曾麗珊 港島第二三六旅 01.08.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黎偉生 港島第二三六旅 01.08.2021
施亞朗 九龍第十九旅 01.08.2021
江學智 東九龍第一旅 01.08.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黎建威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7.2021
梁卓姸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甄振強 荃灣第十一旅 01.08.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葉朗恩 荃灣第十一旅 01.08.2021
方少佩 沙田西第十九旅 01.08.2021

童軍團長
鄧文軒 東九龍第二六○旅 01.07.2021
羅婉儂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佘添順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01.08.2021
王嘉茵 沙田西第四十六旅 01.08.2021

童軍副團長
黎潔茵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15.07.2021
蔡一瑜 大埔北第五十四旅 15.07.2021

幼童軍團長
陳沅愉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歐陽秀菁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01.08.2021
黃健邦 港島第九十九旅 01.08.2021
李冠山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15.08.2021

幼童軍副團長
侯家宇 沙田西第二十八旅 01.07.2021
彭浩賢 港島第九十九旅 01.08.2021
盧泳思 沙田東第六旅 15.08.2021

小童軍團長
周芷樂 東九龍第一旅 01.07.2021

小童軍副團長
王雪怡 東九龍第一旅 01.07.2021
葉銘健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08.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助理地域領袖
謝梓晞 新界東地域 01.08.2021

區領袖
譚綽愉 沙田西區 15.07.2021
原嘉成 離島區 01.08.2021
呂澤濠 南葵涌區 01.08.2021

助理區領袖
楊朗廷 鯉魚門區 15.07.2021
陳誠業 十八鄉區 01.08.2021

旅長
張小靜 北葵涌第十一旅 15.07.2021
蔡敏茹 九龍第一七七八旅 01.08.2021
王賜麟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01.08.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黃文穎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15.07.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祝天煣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15.07.2021
麥慧敏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蕭文龍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古浩禾 東九龍第四十旅 15.07.2021
梁建森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15.07.2021
何文瀚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01.08.2021

童軍團長
梁康姬 元朗東第十七旅 15.07.2021
蕭煒源 港島第一一八旅 01.08.2021
李建東 沙田東第三十五旅 01.08.2021
張振裕 沙田西第五旅 01.08.2021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李曼琦 港島第一四九旅 01.07.2021
張頌生 九龍第一七七二旅 15.07.2021
崔穎賢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15.07.2021
陳紹基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15.07.2021
黎建德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15.07.2021
王皓泓 九龍第一二六旅 01.08.2021
鄭英傑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01.08.2021
劉曉琪 沙田西第四十六旅 01.08.2021
徐佩琪 沙田西第四十六旅 01.08.2021
Dmytro NADTOCHII 01.08.2021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Nataliia NADTOCHII 01.08.2021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吳敏青 銀禧第二十九旅 01.08.2021
NG Man-ching Vivian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張利珊 銀禧第三十旅 01.08.2021
CHEUNG Aris Lee-shan 
 3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鍾襦輝 銀禧第三十旅 01.08.2021
CHUNG Yu-fai Joanna 
 3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何倩怡 銀禧第三十旅 01.08.2021
HO Sin-yee Sandra 
 3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團長
陳玉兒 九龍第十旅 15.07.2021
吳祖耀 港島第七旅 01.08.2021
梁公輔 青衣第十五旅 01.08.2021

幼童軍副團長
林凱香 東九龍第二四五旅 01.07.2021
施珮君 九龍第十旅 15.07.2021
譚佩琼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7.2021
陸智寧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7.2021
李梓軒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15.07.2021
陳曉琳 港島第十旅 01.08.2021
鄭紀謙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01.08.2021
陳　潔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01.08.2021
呂希昕 屯門西第六旅 01.08.2021
何珮渝 沙田東第六旅 01.08.2021
黃玉茹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8.2021
羅樺謙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15.08.2021
譚彩儀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15.08.2021

小童軍副團長
黃華珊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7.2021
鄭家瑤 港島第一七○四旅 15.07.2021
曾鳳婷 新界第一三七七旅 15.07.2021
陳曉珊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08.2021
黃洛甄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08.2021
傅丹妮 屯門西第六旅 01.08.2021

領袖委任書註銷
幼童軍副團長
陳藹怡 港島第十旅 31.07.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幼童軍副團長
楊啟灝 港島第六十六旅 01.08.2021

小童軍副團長
馬萍萍 港島第一五六三旅 30.06.2021
陳銘恩 港島第一五六三旅 30.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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