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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貝登堡聯誼會活動剪影
5	 關愛社區支援計劃	(2021/2022) ─	童軍生活初體驗
6	 天文組 10 周年特別企劃：Astroboree 虛擬時空之旅
8	 「童你啟航	─	離校生個人升學和
	  就業支援服務計劃」正式啟航
10	 承先啟後 薪火相傳
	  2019 及 2020 年度模範童軍頒獎典禮
12	 模範童軍會第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
13	 亞太區傳訊與媒體工作坊 2021

專欄
14	 乘風破浪	─	機動艇
15	 卡通童軍	─	Casper
16	 Safe	From	HARM ─	世界童軍組織的角色
17	 IT 專欄	─	關於在家工作的資訊保安
18	 奇妙的植物	──	酸甜可口的菠蘿
19	 童軍營地巡禮	──	沙田童軍中心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前言

前助理香港總監 (國際 ) 何恩民於 1971 年加入港島第 90 旅
成為深資童軍，並於數年後成為該旅領袖，展開其數十年

的領袖生活，期間出任過多個職守，包括旅長及副國際總監，
至今年 8月榮休，相識滿天下。

說不完的童軍故事
前助理香港總監 ( 國際 )
何恩民榮休專訪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總 部
動 態

編者的話

我們今期將訴說另一個「說不完的童軍故事」，這次的主角是前助理香港總監 ( 國際 ) 何恩民，
他將會為我們道出自己的童軍故事。原來他頗為「長情」，在港島第 90 旅的服務從一而終。

此外，他的嗜好也頗多，身為國際總監，除了常常出國代表香港童軍參與國際會議外，他也熱愛
大海，甚至擁有自己的遊艇，喜歡假日揚帆出海。這樣的精彩人生，實在值得我們效法。

  我們除了為所有成員服務外，更為所有對童軍活動有興趣，但現時尚未加入成為童軍的小孩
子，提供接觸童軍活動的機會。由九龍地域主辦的「關愛社區支援計劃」，共吸引超過 100 位青
少年參與。疫情下，大家都減少了出外，這次難得的機會正好讓賦閒在家的孩子舒展身心。我們
更植下童軍運動的種子，期望這群參加者日後都能成為童軍運動的新血。

  虛擬實境也可創造無限可能，由青少年活動署天文組主辦的「Astroboree 虛擬時空之旅」，
為參加者創造了一次神奇之旅，由暢遊八大行星到回顧恐龍滅絕一刻，超越時空，精彩絕倫。期
望大家繼續善用資訊科技的優勢，在網上建構新的互動模式，推動全新的童軍運動。

  一年一度的模範童軍選舉，由於疫情關係，延至本年 8月舉行 2019 及 2020 年度頒獎典禮。
兩年共有七位模範童軍誕生。本組謹此恭賀，更期望各位模範童軍肩負未來社會棟樑的責任，服
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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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回饋旅團
  何總監的辦公室桌上放著港島第 90 旅的紙鎮，「90 旅是
我童軍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很珍惜那段時光。旅團是我
們的根，也是童軍運動最重要的部分。」何總監整個童軍生涯
都沒有離開過港島第 90 旅，先後擔任該旅不同崗位，2001 年
更接任成為第二任旅長直至榮休。雖然總會事務繁忙，但
何總監仍會抽空回旅部參加集會，更會在宣誓儀式親手為新
成員戴上旅巾。因為各種原因，很多領袖都會服務不同童軍
旅，但何總監一輩子只專注服務一個童軍旅，實在難能可貴。
何總監榮休後仍會在該旅旅務委員會服務，繼續回饋旅團。

擔任多個崗位
  除了擔任前線領袖，何總監亦積極參與會務委員的工作， 
1995 年加入了港島第 90 旅所屬的筲箕灣區，出任副會長一
職，並於 2002 年起出任名譽會長。2004 年，何總監統籌籌
募活動，籌得數 10 萬元翻新區總部，他亦捐贈了部分傢具和
物資，並邀請到時任香港總監鮑紹雄主持啟用儀式，他更因
此獲頒香港總監感謝章。現時他除了是筲箕灣區副會長，同
時擔任總會航空活動發展基金委員會委員和港島地域海上活
動組的委員。何總監熱愛大海，擁有小型遊艇，不時和三五
知己出海暢遊，擔任海上活動小組委員實在是適合不過。
何總監曾分別擔任亞太區童軍管理小組委員會委員和童軍形
象委員會委員達九年之久，交遊廣闊。他也是世界童軍基金
會、亞太區及非洲區等基金會的會員，多方面支持世界童軍
運動。

  何總監先後獲總會頒發銅獅勳章及香港總監高級嘉許等
嘉許。他在國際舞台上活躍的表現，亦獲亞太區童軍會頒發
主席獎章及其他國家童軍會的獎勵，對童軍運動貢獻良多。
雖說是榮休，但何總監仍然心繫童軍運動，活出「一日童軍、
一世童軍」的精神。在此謹祝何總監榮休快樂，生活愉快！

鼓勵青少年放眼國際
  何總監於 2009 年加入國際及內聯署成為總部總監，
並於 2012 年升任副國際總監，及後於 2015 年擔任助理香
港總監（國際）（下稱國際總監）。國際總監是總會對外的代
表，需要經常與海外成員聯絡，代表總會出席海外童軍會
議，必須擁有國際視野。筆者曾誤以為何總監從小便參與
海外活動，但原來何總監在擔任了多年領袖後才開始參與
海外活動。「在我仍是深資童軍的年代，能參與國際活動
的機會並不多。」或許是為了彌補年少時未能參加國際活
動的遺憾，何總監一直很鼓勵年青人多到海外交流。現時
總會已有多個基金資助青少年成員及年輕領袖參加國際活
動，何總監希望大家善用這些資源。「無論是海外的大露
營、青年論壇或童軍會議，都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去參加，
擴闊視野。」

  世界童軍組織現時有 172 個會員國 (NSO)，是世界
最大的青少年組織之一，參加國際活動時可以認識海外成
員，學習他們的風俗文化。除了出外參與活動，近年也有
不少外國成員到訪香港，參與總會舉辦的國際活動和工作
坊。2013 年，總會首次舉辦世界性童軍活動「第一屆世界
童軍教育會議」，時任副國際總監何恩民與民航處和機場
管理局商討，容許總會在禁區內設置櫃檯，讓本地領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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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態動



HK SCOUTING 450

04

新冠病毒為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貝登堡聯誼會上下
一心，在遵守防疫規定下讓會務靈活有序地進行，除了

持續參與社會服務外，亦開始恢復會員服務和活動。

貝登堡聯誼會活動剪影
文：貝登堡聯誼會總部總監（拓展）　陳景禧

興趣班學員感想
永生苔蘚裝飾工作坊—林泳彤
  天然生長的苔蘚經過複雜的工序，加工成永生苔
蘚。製作永生苔蘚裝飾畫易學難精，不但要懂得運用苔
蘚顏色配搭，也要兼顧厚薄度和層次，令我感受到永生
苔蘚的魅力。

手作工藝壓花班—李頌賢
  手作工藝壓花班邀請到從事相關行業超過 20 年的
陳俊文指導，我們有幸接觸到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産，製
作了美觀且實用的紙扇作為紀念。

皮革工作坊（初階）—江淋君
  三位導師從基本開始教授，並詳細講解各種工具的
使用方法。雖然部分材料已預先裁好及燙上童軍之父貝
登堡勳爵的模樣，但部分仍需要我們動手依照模紙剪
裁。短短一天的工作坊，我們能親自製作了數個成品，
大家都十分滿足，熱切期待中高階段的延伸課程。

皮革工作坊（初階）

永生苔蘚裝飾工作坊

總 部
態動

中國結工作坊

  隨著疫情緩和，本會自 6月下旬開始逐步恢復會員
活動。會所添置了各項防疫物品，並定期進行全面清潔
消毒，前來參與活動的會員亦要遵循相關防疫指引，希
望大家能享受各種活動的歡愉。本會舉辦了中國結工作
坊、永生苔蘚裝飾工作坊、手作工藝壓花班及皮革工作坊
（初階），未來將會舉行本地一日遊、童軍紀念章交換及
銷售活動和疫苗資訊講座等。大家可以瀏覽本會網頁和
Facebook 專頁了解更多活動消息。

手作工藝壓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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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分別於 7 月 18 日及
8 月 15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年

紀念大樓舉行「關愛社區支援計劃
（2021/2022）─童軍生活初體驗」，
讓青少年體驗童軍生活，並以童軍訓
練模式推廣童軍運動。

關愛社區支援計劃 (2021/2022)
─ 童 軍 生 活 初 體 驗

文：活動負責人  朱均偉

多采多姿自由參與
  是次活動充分利用大樓的各項設施進行多個活動，包括：簡介童軍運
動、錄像製作、STEM 手工藝、攀爬活動、航空活動及領導才訓練等，讓
參加者認識多姿多彩的童軍活動，從而提升興趣。

  參加者簡單了解大樓設施後，分成四組到不同地點進行事工，包括：
在影音製作室學習色調鍵 (Chroma Key) 的原理及影視製作的運作；利用
簡單的電線、燈泡及螺絲製作 STEM 小手工，認識電流的原理；在航空訓
練中心學習簡單的飛行原理，並以紙飛機實踐，期望參加者接觸更多航空
知識；在攀爬牆嘗試攀登運動，適逢東京奧運新增了攀登項目，參加者紛
紛表示希望可以繼續參與，或許將來他們有機會成為奧運選手也說不定呢 ! 

  最後，所有參加者一起參與領導才活動，帶著歡愉的心情解散，踏上
歸途。希望大家都能享受這次的童軍體驗，加入成為童軍的一份子！

貝登堡聯誼會
電話：2957 6322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bp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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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組 10 周年特別企劃：Astroboree 虛擬時空之旅
文：副艦長   譚俊裕

青少年活動署天文組於 8月 14 日舉辦
「Astroboree 虛擬時空之旅」，近

300 名成員跟隨天文組乘坐「時光流星號」
衝出大氣層，一同回望地球，探索極光及
窺探宇宙星體；同時展開時光旅程，由回
到恐龍時代開始，到見證青少年活動署天
文組在過去 10年豐富多彩的歷程。

乘坐時光流星號 學習天文知識 
  活動當天場面壯觀，多位乘客置身於「時光流星號」
的候機室，聆聽艦長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天文)
蘇柱榮簡介後，手持登機證步入飛船，並在升空前了
解火箭的升空原理。在太空低軌道航行時，乘客除了
看到極光外，也能觀察到地球表面布滿了光點。這些
光點是地面的人為燈光，發散到太空變成光污染。接
著飛船飛到地球的天然衛星─月球，領航員利用超
高清的月球相片向乘客介紹月球、月相及月食等。當
飛船漫遊太陽系時，領航員亦介紹了八大行星。

穿越時光隧道 回顧天文組活動
  及後，飛船回到 6,600 萬年前的地球，看看恐龍稱霸地球的時
期。突然殞石墜落地面，乘客見證大部分恐龍滅絕的一刻後，飛船
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 2011 年 8 月 14 日天文組成立的大日子。當日
天氣晴朗，領航員向乘客講解太陽的基本知識後，便回顧天文組在
過去 10 年曾舉辦的活動及訓練班。最後一站我們回到啟航的晚上，
領航員與乘客在虛擬的天空欣賞四季的星座，星光一閃一閃，為是
次旅程畫上完美句號。

  以往天文組的 Astroboree（意即 Jamboree On Astronomy）均
為實體活動，今年因應防疫需要，活動改為網上進行。活動得以成
功舉行，全賴一班粉墨登場的成員、綠幕後的工作人員和參加者的
投入參與。我們期待在下一個天文組的活動再見到大家，繼續支持
天文組邁向下一個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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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你啟航 — 
離校生個人升學和
就業支援服務計劃」
正式啟航

  如欲了解更多計劃內容，可瀏覽
及讚好童軍知友社的社交平台。

計劃意義重大 提供針對性支援
  徐局長在致辭表示計劃很有意義，既幫助中學離校生走
出迷茫，認識自己，又緊貼他們所需，提供適切的支援，讓
離校生明白身邊有關愛他們的同行者與他們一起規劃未來，
更寄語參加的青少年把握機會，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徐局
長更表示計劃充分展現民商合作的成果，感謝相關行業代表
支持香港青年的發展。

  徐總監表示童軍知友社自 2015 年為在校學生推行生涯規
劃，至今有約三萬名學生受惠。是次計劃的對象為離校生，
當中部分未有繼續讀書或未能找到合適工作，希望計劃能為
他們提供針對性支援，照顧他們所需。此外，大會安排了大
舞臺製作及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兼主席朱仲賢與青年人對談，
分享職場對新進青年的期望。

建立支援網絡 協助參加者由校園過渡至職場
  計劃將為 30 名離校青少年提供生涯規劃服務，有超過
20 間公司提供實習職位，讓參加者了解僱主對青少年的期望
及要求，加強他們的職場基本技巧及知識，讓他們完成計劃
後更容易投入職場。同時，計劃透過輔導及小組訓練，為參
加者提供支援網絡，協助他們由校園過渡至職場。計劃按生
涯規劃金三角理論：自我認識、教育或行業資訊及個人面對
的助力或阻力間作出協調，建立切合他們個人志向的發展方
向，全面照顧不同青少年的生涯規劃需要。

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致詞

香港青年交流
促進聯會永遠會長
龍子明致詞

自我認識工作坊

職場訓練 - 如何填寫求職信

職場訓練 - 面試表達技巧

文：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羅保林

童軍知友社及香港青年
交流促進聯會合辦的

「童你啟航——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支
援服務計劃」，協助離校的青少年釐清離校後的

計劃，有效地作生涯規劃，內容包括：自我認識、行業
參觀、模擬職場面試及工作體驗等。開幕禮已於 9月 11 日
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舉行，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擔任主禮嘉賓，與香港青年交流促進
聯會永遠會長龍子明及助理香港總監
( 童軍知友社 ) 徐小龍一同
主持啟航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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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先 啟 後  薪 火 相 傳

2019 及 2020 年度模範童軍頒獎典禮已於8 月 21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周湛燊集會堂順
利舉行，並邀請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擔任
主禮嘉賓，為五名 2019 年度及兩名 2020 年度
模範童軍繫上模範童軍肩帶，以表揚他們。

文：2017 年度模範童軍  馮曉琳

2019 年度模範童軍感想
新界東第 1681 旅 童軍 袁溢懿
  在參與模範童軍考核時，我遇到了不同
難度的挑戰，但只要冷靜處理都可以用自己
的知識去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工。雖然碰到了
挫折，但這些就是用來磨鍊意志的靈藥。獲
頒發肩帶的一刻，回憶起過往的努力，十分
感動，我在未來會繼續在童軍路上發光發亮。

大埔北第 18 旅 童軍 黃樂晴
   我 要 多 謝 大 埔 北 第 18 旅 的 領 袖 陸 靜
華，幫助我在參選期間晉團，我更要特別多
謝大埔北第 17 旅的薛偉業老師，從我一年級
開始，他便一路帶領我在童軍路的成長。我
將來會繼續努力，積極參與童軍活動，回饋
社會。

2020 年度模範童軍感想
港島第 1 旅 深資童軍 潘韋翰
  首先要感謝我的家人一直支持及鼓勵我參
加童軍運動。接著要感謝港島第 1 旅的領袖給
予我很多不同的機會，讓我體驗童軍運動的多
元化。特別感謝你們對我的肯定，提名我參加模範童軍選舉，同
時不斷啟發我，令我對自己及童軍運動都有更深的認識。最後要
感謝童軍生活中與我經歷過大小事的兄弟，帶給我多姿多彩的童
軍生活，希望我未來也能夠將這份快樂分享給更多的人。

九龍第 126 旅 深資童軍 謝柏宇
  能夠獲選模範童軍要感謝家人及多位培育
自己的同行者，他們在不同時段與我相遇，留
下各有特色的祝福，包括：九龍第 126 旅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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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致詞



龍東領袖學園
HK SCOUTING 450

12
總 部
態動 模 範 童 軍 會 第 十 一 屆
周 年 會 員 大 會

「模範童軍會第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8月21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舉行。
2019及 2020年度的七位模範童軍亦加入我們，為推廣童運動再添新力量。

會上各會員以投票方式選出 10名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過去一屆，本會除了協助籌辦模範童軍選舉簡介會、複選及頒獎典禮外，亦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1 日舉辦港澳模範童軍交流之旅，與澳門模範童軍交流。為了推廣模範童軍選舉，本會在不同
支部成員及領袖的訓練班中作介紹及分享。展望將來，本會將會加強與各區及地域的聯繫，在各地域的
獲獎人士聚會及不同活動中，向大家介紹模範童軍選舉，推動童軍運動，薪火相傳。

文：2014 年度模範童軍  李海權

模範童軍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姓名 獲選年度

主席 李海權 2014
副主席 司徒卓諾 2014

司庫 張文龍 2011
秘書 任子淳 2013

委員

陳樂婷 2016
曹瓊月 2017
馮曉琳 2017
羅晞彤 2018
黃嘉欣 2019
馮潤林 2019
潘韋翰 2020
謝柏宇 2020

顧問 歐陽浩榮 1988
當然顧問 助理香港總監 ( 公共關係 ) 何蘭生

亞太區傳訊與媒體工作坊 2021
亞太區童軍會於 7 月 29 至 31 日於線上舉辦

「亞太區傳訊與媒體工作坊 2021」(APR 
Workshop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21)， 由 亞 太 區 童 軍 傳 訊 及 協 作 小 組 委 員 會
(Communications & Partnership) 主 持。 工 作
坊旨在讓區內負責媒體和推廣的領袖參與，概述
疫情下，領袖應如何改變溝通方式，讓成員間保
持聯繫及讓他們在疫情下參與活動。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大家可到以下亞太區童軍會 Facebook 專頁重溫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com/Scoutingin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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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態

課節教授 交流經驗
  工作坊邀請到世界童軍組織秘書處職員和亞太區內的領袖講授課節，教授「講故事」的技巧及如何在社交媒體上作
分享及宣傳，總會副公共關係總監曾永康亦以小組委員會成員身份擔任其中一個課節的講者。此外，孟加拉、印尼、台灣、
印度及馬來西亞等童軍會亦分享了在疫情期間舉辦線上活動及利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成功推廣活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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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繁多 用途廣泛
  一般用摩打推進的船隻都可界定為機動艇，摩打的安裝位置分
為舷內機和舷外機。海上旅程時，童軍標準艇可以於船尾安裝舷外
機充當機動艇使用。機動艇用途廣泛，除了充當救生艇；訓練時可
以讓教練迅速協助學員；比賽時可以充當司令船或工作艇，用以擺
放浮泡或拍照；進行海上旅程時，亦可用作護航。

  在香港，駕駛機動艇或遊艇需要考獲海事處遊樂船隻二級操作
人證明書或以上資格。持有二級證明書的人士可以駕駛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遊樂船隻，一級證明書則可駕駛任何長度的遊樂船隻。遊樂
船隻二級操作人證明書的考試為筆試，分為甲乙兩卷—甲部為航
駛、船藝及安全；乙部為輪機知識。總會和地域的海上活動組不時
舉辦相關課程，不過海上活動中心的機動艇種類略有不同，個別中
心會要求使用者參加指定訓練班後才可使用特定的機動艇。

文：舵手

乘風破浪專
欄

機動艇

總會轄下的海上活動中心有多艘機動艇，雖然部分
人認為駕駛機動艇不算海上活動，但機動艇在整

個海上活動中是不可或缺的。

經典卡通人物 Casper 最早出現在 1939 年出版
的鬼馬小精靈（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漫畫中，並於 1945 年推出卡通片，後來更推出電影。
Casper 是一位非常友善、可愛和喜歡交朋友的小鬼
魂，他與三名喜愛惡作劇的鬼魂叔叔編出多個人類
與鬼魂互動的故事。

專
欄

卡 通 童 軍

文：舵手

排除萬難 加入童軍
  1951 年，卡通片 Boo Scout 講述 Casper 在家中閱讀有關童軍的書籍，
看到其中一條童軍規律「童軍是友善的」，便希望加入童軍。Casper 在森林
中找到正在露營的成員，但成員都被他嚇跑。Casper 回到市區後，碰見一
位小朋友，他因為年紀太少未能加入童軍，便在家中利用棉被搭成帳篷扮作
露營，Casper 見狀便加入其中。有一次，Casper 在森林中拯救了被熊追趕
的童軍成員，團長便為他戴上童軍帽，讓他加入童軍。

  1970 年代，Casper 成為美國童軍會吉祥物，戴上幼童軍帽的 Casper
除了數度成為漫畫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的封面故事，更出現在紐約的
哥倫布日巡遊宣傳童軍運動。當時不同單位舉行幼童軍活動時，都會以戴上
幼童軍帽的 Casper 造型制作紀念章，有趣的是大部分紀念章的設計均雷同，
只是配上不同的活動名稱。

   在 2009 年 播 出 的 卡 通 片 Casper's Scare School 第 一 季 中 的 Scare 
Scouts 單元中， Casper 和他的朋友一同戴上「大帽」和領巾參加童軍集會。
自他在 Boo Scout 初次以童軍帽造型登場時相比，足足相隔了 58 年才戴上
領巾，可說是遲來的驚喜。

Ca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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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Safe From HARM
世界童軍組織的角色

文 /資料整理：優梓

經過五期介紹後，相信大家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都有初步了解。最後一期我們會從三個
層面探討世界童軍組織於推行政策時的角色及責任。

國家／地區層面
‧配合世界童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為推行及監察政策制訂相關制度及程序，並製作教育配套或訓練教材。
‧設立委員會負責匯報情況並與各地童軍組織建立共同聯網。

區域層面
‧推廣世界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建立區域聯網或委員會等，負責協調及聯絡工作。
‧組織區域性活動（訓練班、大露營及活動等），凝聚成員。

世界層面
‧設立世界性的聯網或委員會等，以促進機關的接觸渠道。
‧就各項工作範疇，開發工具及提供培訓及支援。
‧確保各方在青少年活動的經驗及資料得以交流。
‧在世界層面上，進行政策的研究、數據收集及分析。
‧與其他組織進行多邊的經驗交流。
‧更新世界童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I T 專欄
關於在家工作的資訊保安

文 /資料整理：曾永昌及冼聆丰

1. 切勿與他人共用工作裝置帳戶
  不少人會與家人共用電子裝置，但工作時用戶應開設
全新和獨立的帳戶，並使用高強度的密碼（最少有八個位
包含英文大小寫、數字和符號），確保其他用戶不能存取
帳戶內的文件。完成工作後亦務必登出帳戶。

2. 確保工作環境的私隱
  輸入密碼或查看機密文件時，必須保持警惕，避免資
料外洩。

3. 確保工作環境的資訊安全
  若使用私人電腦工作時，要先做好保安工作，包括：
安裝防火牆或使用路由器代替，避免直接連接到互聯網； 
安裝反惡意軟件工具並進行安全掃瞄；定期進行系統更新
及安裝修補程式。

「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已經在外國流行一段時間，但

對於香港大部分企業和員工仍是新的嘗
試和挑戰。隨著流動和雲端科技越趨成
熟，令遙距工作更為可行，但亦帶來新
的資訊保安風險，以下會介紹一些保障
資訊安全的方法。

4. 確保連接 Wi-Fi 的安全
  使用網絡前，應更改路由器預設登入名稱和密碼，升級硬
件到最新版本，確認沒有可疑的設備，並應使用最新的安全協
議WPA3。如需外出工作，應避免連接至公共無線網絡。

5. 保護數據
  員工應備份數據到公司的伺服器或雲端，如要儲存數據於
個人電腦，應加密敏感數據進行，避免外洩。

6. 遵守公司資訊保安指引
  員工應嚴格遵守公司的資訊保安準則，如果在電腦上發現
任何可疑活動，應立即終止連接公司網絡，並向資訊科技部門
報告和求助。

文章轉載：
https://www.hkpc.org /zh-HK/our-services/digital-
transformation/latest-information/wfh-6tips

圖片來源：freep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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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保護童軍成員免受傷害政策》
的推行，所有領袖及專業領袖必須接
受「保護童軍成員免受傷害」的訓練。
詳情請參閱訓練通告第 65/20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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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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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From HARM
世界童軍組織的角色

文 /資料整理：優梓

經過五期介紹後，相信大家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都有初步了解。最後一期我們會從三個
層面探討世界童軍組織於推行政策時的角色及責任。

國家／地區層面
‧配合世界童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為推行及監察政策制訂相關制度及程序，並製作教育配套或訓練教材。
‧設立委員會負責匯報情況並與各地童軍組織建立共同聯網。

區域層面
‧推廣世界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建立區域聯網或委員會等，負責協調及聯絡工作。
‧組織區域性活動（訓練班、大露營及活動等），凝聚成員。

世界層面
‧設立世界性的聯網或委員會等，以促進機關的接觸渠道。
‧就各項工作範疇，開發工具及提供培訓及支援。
‧確保各方在青少年活動的經驗及資料得以交流。
‧在世界層面上，進行政策的研究、數據收集及分析。
‧與其他組織進行多邊的經驗交流。
‧更新世界童軍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政策。

I T 專欄
關於在家工作的資訊保安

文 /資料整理：曾永昌及冼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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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植物

種植方法
  購買生長健康及帶有葉片的菠蘿，把頂部切下，加以處理便可種植。處理方法可分為兩種，一是把「菠蘿頭」連
同約 0.5 厘米的果肉切下，輕輕沖洗果肉及印乾水分，於通風良好的環境下晾曬。風乾後於果肉口灑上草木灰，便
可放於泥土中栽種；二是用「擰」的方式取下菠蘿頂部，再拔下十數片底葉，將菠蘿頭的根部放於水中，約兩星期後
便會看到主根生長，這時便可放於泥土中種植。

  種植菠蘿應選擇排水能力強且鬆軟的土壤，若以花盆種植，宜選擇 1.5 呎寛的盆。由於菠蘿需要充足的養分，
故定植前須在土壤中加入基肥，約三個月追肥一次，並注意澆水，放置於陽光充裕的地方生長。若光照不足會令菠
蘿生長緩慢，果實的質量也會較差。種植約兩至三年，便會看到花蕾。由花蕾冒出一刻至菠蘿成長需時四個多月，
長成後需要多等一個半至兩個月才會變成熟透的黃色。

  採摘成熟的菠蘿後，只需清理枯葉，很快便會長出新一株菠蘿。如果注意施肥及澆水，給予充足的養分，一般
隔年便會再次結出果實。

菠蘿原產於南美
洲，為熱帶水

果，屬

多年生常綠植
物，因多汁酸

甜及有

解暑之效而廣
受歡迎。種植

期間除澆水

外，幾乎不需
要特別打理，

很適合於香

港種植。種植
菠蘿需要耐性

，由栽種一

刻到結出果實，
大約需時兩至三

年。

酸甜可口的菠蘿
文 /資料整理：優梓

沙田童軍中心位於沙田博康村後山的作壆坑，
有小巴直達，交通方便，環境清優雅靜，

適合舉行露營活動。適合團體、學校、教會或工
商機構舉辦領袖才訓練營及聯誼活動等。

  雖然中心沒有餐廳，但設有廚區供營友煮食和舉辦烹
飪等活動。中心亦鄰近水泉澳村，方便購買食材。中心特
別提供童軍單位優惠營費予 13 個青少年制服團體租用設
施，方便青少年使用。

童 軍 營 地 巡 禮

沙田童軍中心

實用資料：
地址：沙田作壆坑水泉坳街 63 號
交通：乘坐地鐵到沙田站，然後轉乘小巴

809K 到女童軍博康營地，沿斜路向
上步行約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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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祈岱然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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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徽章徽扣
吳家麗	 港島地域會長	 25.08.2021

香港總監嘉許
李子佳	 產業署助理總部總監（建築設計）	 19.08.2021
蔡志輝	 北葵涌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6.09.2021
王賡哲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07.09.2021

長期服務五星獎章
楊啟彬	 港島第一七五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3.08.2021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彭開發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陳文翰	 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大潭童軍中心）	23.08.2021
羅爵勇	 九龍第三十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23.08.2021
彭錦輝	 東九龍地域副會長	 23.08.2021
鍾卓峰	 雙魚第四旅旅長	 23.08.2021
楊曉光	 大埔南第二十七旅旅長	 23.08.2021
李志雄	 沙田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8.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羅烈宏	 九龍城區副主席	 19.08.2021
劉添壽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麥麗霞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王馥馨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黃樹輝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陳永祥	 童軍知友社副社長	 19.08.2021
梁顯裕	 童軍知友社總部領袖	 19.08.2021
陳美玲	 九龍第三十五旅小童軍團長	 23.08.2021
董惠明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8.2021
鄧炳榮	 沙田西區法律顧問	 23.08.2021

長期服務獎章
梁鉅海	 九龍地域副會長	 19.08.2021
黎家佑	 璧峰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嚴元浩	 童軍知友社法律顧問	 19.08.2021
吳國棟	 童軍知友社青少年服務發展小組委員會委員	 19.08.2021
李凱婷	 童軍知友社總部領袖	 19.08.2021
李子佳	 產業署助理總部總監（建築設計）	 23.08.2021
周恒晉	 港島地域領袖	 23.08.2021
王紹基	 九龍城區名譽會長	 23.08.2021
林彩慧	 大埔北第十二旅旅長	 23.08.2021
梁振邦	 沙田東區副主席	 23.08.2021
梁文傑	 沙田東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23.08.2021
李家健	 沙田東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23.08.2021
黃顯寧	 東九龍地域副會長	 27.08.2021

總監委任書
青少年活動署
王國華	 總部總監（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01.09.2021
陳錦榮	 總部總監（海童軍及海上活動）	 01.09.2021
蕭敬倫	 助理總部總監（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01.09.2021
陳仲賢	 助理總部總監（海童軍及海上活動）	01.09.2021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陳志豪	 總部總監（領袖資源）	 01.09.2021

港島地域
周恒晉	 地域總部總監（青少年活動）	 01.09.2021

九龍地域
楊澄峰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01.09.2021

東九龍地域
黎永強	 地域總部總監（支援）	 01.09.2021
劉仕雲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9.2021

新界地域
蔡煒樂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01.09.2021

新界東地域
杜偉基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01.09.2021
區永豪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活動）	 01.09.2021
馮健成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01.09.2021
胡迪華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01.09.2021
胡志偉	 沙田西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9.2021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深資童軍區長
張文龍	 旺角區	 15.08.2021

幼童軍區長 District Cub Scout Leader
Herve	LIEVORE	 01.09.2021
	 銀禧區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區領袖
林錦桃	 璧峰區	 15.08.2021
李莉莉	 九龍城區	 01.09.2021
周國威	 油尖區	 01.09.2021
郭力維	 油尖區	 01.09.2021
洪嘉華	 黃大仙區	 01.09.2021
蔡偉民	 離島區	 01.09.2021
歐陽肇桃	沙田南區	 01.09.2021
陳潔珊	 沙田南區	 01.09.2021

旅長
馬振強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01.08.2021
黃耀庭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15.08.2021
張俊彥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15.08.2021
陳偉堯	 荃灣第二旅	 01.09.2021

副旅長
黃慕芬	 北葵涌第六旅	 01.09.2021

樂行童軍團長
譚志樂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團長
張文龍	 九龍第二十九旅	 01.09.2021
希佰駿	 九龍第十三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湯文傑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01.09.2021

童軍團長
韓惠卿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01.09.2021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植美寶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7.2021
Mabel	CHIK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方家傑	 九龍第三十五旅	 15.08.2021
黎建德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15.08.2021
羅濠邦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15.08.2021
李袖葦	 大埔南第十一旅	 15.08.2021
袁嘉茵	 九龍第十三旅	 01.09.2021
詹金輝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09.2021

幼童軍副團長
蔡淑芬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01.06.2021

小童軍副團長
吳淑英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01.09.2021
陸藝允	 北葵涌第六旅	 01.09.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助理總部領袖
江嘉明	 領袖訓練學院	 15.08.2021
葉贊邦	 領袖訓練學院	 15.08.2021

區領袖 District Scouter
何汶熹	 九龍塘區	 15.08.2021
盧建豪	 油尖區	 15.08.2021
葉瑞成	 油尖區	 15.08.2021
余家傑	 九龍城區	 01.09.2021
張利珊	 銀禧區	 01.09.2021
CHEUNG	Aris	Lee-shan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邱碧嫩	 東九龍第二十二旅	 15.08.2021
Kathy	BREWIN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黃開明	 東九龍第一四三四旅	 01.09.2021
陳彥青	 新界第一四三八旅	 01.09.2021
吳毓琪	 雙魚第十二旅	 01.09.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容浩恩	 荃灣第八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陳首燃	 九龍第一二六旅	 01.09.2021
吳頴鋒	 九龍第三十五旅	 01.09.2021
葉子明	 新界第一四三八旅	 01.09.2021
鄧羽祥	 北葵涌第十二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李家漢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01.09.2021
馮澤良	 新界第一四三八旅	 01.09.2021
黃靜彤	 荃灣第八旅	 01.09.2021

童軍團長
鄭蘊琳	 東九龍第一二六七旅	 01.08.2021

馬俊賢	 東九龍第二九四旅	 01.09.2021
沙卓盈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01.09.2021
戚美儀	 新界第一八一七旅	 01.09.2021
曾滙賢	 十八鄉第十八旅	 01.09.2021
蔡馥筠	 屯門西第三十二旅	 01.09.2021
練嘉茹	 北葵涌第十二旅	 01.09.2021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楊璥榛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15.08.2021
麥嘉俊	 大埔南第十一旅	 15.08.2021
鍾襦輝	 銀禧第一八○○旅	 15.08.2021
CHUNG	Yu-fai	Joanna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孫 弢	 九龍第一九二旅 ( 銀禧區 )	 15.08.2021
SUEN	Tow	Sunny	
	 192nd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Ellen	Clare	HOBSON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Piers	McDonald	TOUZEL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陳熙駿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01.09.2021
雷潤鏗	 九龍第十一旅	 01.09.2021
李恒堅	 東九龍第四海童軍旅	 01.09.2021
崔穎賢	 東九龍第一旅	 01.09.2021
陳嘉怡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01.09.2021
陳頌文	 北葵涌第十三旅	 01.09.2021
王君杰	 北葵涌第十三旅	 01.09.2021
高禧彤	 十八鄉第十一旅	 01.09.2021
林仲文	 港島第三十六旅 ( 銀禧區 )	 01.09.2021
LAM	Chung-man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Bruno	Pascal	Shian	Vong	TSANG	OK	SANG	 01.09.2021
	 港島第三十六旅 ( 銀禧區 )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Helga	VANTHOURNOUT	 01.09.2021
	 港島第三十六旅 ( 銀禧區 )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鄧敏姸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9.2021
TANG	Man-yin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熊 羽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15.08.2021
Linsey	IRVINE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馬芷晴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01.08.2021
馬詹承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01.08.2021
鄭貫虹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15.08.2021
蕭詠麟	 港島第六十九旅	 15.08.2021
鄧寳珊	 港島第六十九旅	 15.08.2021
庾佩珊	 九龍第二四九旅	 15.08.2021
甯恩怡	 大埔南第二旅	 15.08.2021

唐芷欣	 大埔南第二旅	 15.08.2021
Catalina	ABEL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Clare	FRENCH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Rebecca	LEI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Paul	Smith	TYSON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余俊傑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15.08.2021
YU	Chun-kit	Eric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吳立勛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01.09.2021
蔡雪雯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01.09.2021
Clare	FISHER	 01.09.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鄧上文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15.08.2021
Shermon	TANG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陳頌祺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9.2021
CHAN	Chung-ki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陳寶倫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8.2021
鄧曼姝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8.2021
DENG	Manshu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Susannah	Faith	HARVEY-JONES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Lucy	NIGHTINGALE	 15.08.2021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徐佳恩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葉聖儀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梁鎧恩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彭慧玲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曾嘉凌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謝曉彤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陳靄芝	 九龍第三十五旅	 01.09.2021
劉芷珊	 沙田南第三十旅	 01.09.2021

領袖委任書註銷
旅長
何永聰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31.07.2021
姜如龍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15.08.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旅長
黎淑儀	 港島第一一二七旅	 07.08.2021
潘海容	 港島第二一五旅	 01.09.2021
溫文寶	 港島第二四二旅	 01.09.2021
溫文寶	 港島第二五五旅	 01.09.2021
許瀚賢	 九龍第一三○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黃志軒	 港島第二四三旅	 01.07.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林麗嘉	 港島第一六一旅	 30.08.2021

童軍副團長
吳世楷	 港島第一一五六旅	 01.07.2021
黃蔭家	 新界東第一八○八旅	 15.09.2021

幼童軍副團長
柯碧華	 港島第一八六旅	 31.05.2021
郭子頌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15.07.2021
黎銘賢	 港島第二○四旅	 01.08.2021
林偉倫	 港島第十七旅	 01.08.2021
陳耀珽	 港島第二二七旅	 01.09.2021

小童軍副團長
余蓮愛	 港島第二四三旅	 01.07.2021
盧珮珮	 港島第一七○四旅	 01.08.2021
袁鎧晴	 港島第一三四三旅	 30.08.2021
蘇佩儀	 港島第一二二八旅	 01.09.2021
黃端意	 港島第一六四七旅	 01.09.2021

新童軍旅註冊
九龍第一八二二旅	 15.06.202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專業書院）
新界東第一八二三旅	 01.09.2021
（麥克萊國際幼稚園）
新界第一八二四旅	 01.09.2021
（明愛聖若瑟中學）

旅團註銷
港島第一五六七旅	 01.07.202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愛之家宿舍）	
港島第一五九○旅	 01.07.2021
（富景花園業主委員會）	
九龍第一五八二旅	 01.07.2021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九龍第一六三一旅	 01.07.2021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新界第一三○九旅	 01.07.2021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新界第一七四四旅	 01.07.2021
（立昇慈善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01.09.2021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東第一八○八旅	 15.09.2021
（新界東童軍演藝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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