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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香港童軍的技能訓練素有質素保證，得力於前線領袖技能的質素，而領袖技能的高水平又得力
於我們擁有一支高質素的領袖訓練隊。2021 年是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繼往開來，本刊

將會連續兩期分享訓練隊 70 周年的點滴。

  今期，多位訓練人員分享多年訓練工作的心得。我們也會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不少從多年
前已投身領袖訓練，為推動童軍運動發光發熱。香港訓練隊也藉此機會介紹兩位智能機械代言人 :

「Woodie」和「Winnie」，象徵香港訓練隊邁向新時代，迎接新挑戰。

  新界地域定期為領袖舉行專題式講座，今次邀請了香港氣象家兼前天文台助理台長梁榮武和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蘇柱榮主講，主題為「由二十四節氣到環境保護」。對成員和領袖來
說，都是極具趣味和意義的課題。

  面對世紀疫情，我們除了抗疫之外，還需支援疫後重建，尤其不少青少年兩年來面對新冠肺炎
疫情，已出現抗疫疲勞，以至出現極大的精神壓力。青少年活動署舉辦的「精神健康章 ( 服務組 )
訓練班」，報名情況極為踴躍，正可反映成員漸漸關注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總部動態
1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	2021

2	 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			

4	 訓練點滴 ( 上 )

9	 2021 年度模範童軍選舉

10	 香港童軍 110 周年暨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	

	  領袖及訓練人員聚會 「回顧七十、展望將來」

12	 幫到手：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

14	 童軍精神健康章（服務組）訓練班

16	 新界地域聚龍匯：天文講座

18	 「童心同恆˙服務社群」─	童心月餅暖耆心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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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
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 2021

文：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媒體製作）趙佩詩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
已於 9 月 19 日在大埔羅定邦童軍中心順利舉

行。 經過籌備人員努力宣傳，共有超過 100 人參與活
動， 步操比賽及小童軍快樂傘比賽各有四隊參加；升
旗比賽則有八隊參與，足見疫情並沒有減退成員對步操
活動的熱情。

  比賽當日陽光明媚，清風送爽，各隊員英姿颯
爽，盡展所長。雖然在疫情下，參賽者必須戴上口
罩作賽，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臨場表現及爭勝決
心，數月來付出的努力終換來各評判高度讚賞。各
項比賽完成後，大會隨即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典
禮，由新界東地域主席朱俊豪博士擔任主禮人，並
由助理香港總監（新界東地域）黃燁堂、副地域總監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雷智遜及組織總監鍾文龍一
同頒發各個獎項。各獲奬隊伍都懷著興奮的心情接
過獎盃及獎牌，典禮在歡愉的氣氛及熱烈的掌聲下
圓滿結束。

  是次比賽能夠成功舉行，實有賴各組別工作人
員數月來精心策劃、靈活變通及互相配合，面對疫
情的環境及有限的空間下仍能竭盡所能地籌備比賽，
最終展現成果。同時要感謝各參賽隊伍領袖及參加
者對比賽的大力支持及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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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副訓練總監（支援）  何沛霖

換領紀念章
  大家只要完成「HASHTAG 大挑戰」，
便可以換領 Woodie 及 Winnie 首個紀念
章。只要於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公開
發布「HASHTAG 大挑戰」的完整內容，然
後上載有關出席童軍領袖訓練的的相片或
影片，以少於70字簡介該活動或個人感受，
最後標籤三位朋友，便可在辦公時間內於
總會訓練署或地域總部換領 70 周年紀念章
一枚。第二枚紀念章的換領方法稍後會在
訓練署的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公布，
大家不要錯過！

2021年適逢香港童軍 110 周年，同時亦是香港訓練隊70周年。香港訓練隊
成立於 1951 年，至今已經 70 年，多年
來培育出眾多優秀的領袖，現時訓練隊共
有300多名隊員，熱心地投入童軍運動，
不計回報地付出，為領袖帶來了無數的寶
貴經驗分享。為慶祝 70 周年，訓練署舉
行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如「香港童軍
110 周年暨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領袖
及訓練人員聚會」，向訓練人員致意，亦
同時設計了兩個吉祥物—Woodie 及
Winnie! 他們均是智能機械人，代表訓練
隊與時並進，以先進和切合現代的教學方
法訓練領袖，推動童軍運動。

兩位香港訓練隊新隊員早前悄悄登上了總會地下大堂的電子展示板

帽上的迷你玫瑰花代表對香港童軍
訓練隊 70 周年的愛與支持 。

機械人造型表達訓練隊以嶄新
科技及技術，迎接數碼時代下
的童軍運動發展，邁向未來。

設計概念
領巾的顏色代表訓練隊
常用的基維爾巾。

「迷你阿爺帽」是向童軍
創辦人貝登堡勳爵致敬 。

身體以卡其及綠色為主，
代表童軍制服。

肚子的圖案以 3D立體軸對齊方向，代表基維
爾巾Maclaren 家族的方格徽號，比喻為一顆
感恩的心。

Woodbadge Warrior We 70 
Hong Kong 的縮寫。

 Woodie 及 Winnie 大解構
  領袖訓練的代表標誌是「斧砍木」，
木塊順理成章成為訓練隊的象徵。每年
嘉許各訓練隊隊員時，多以木塊作為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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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紀念章亦以木塊為背景。

  Woodie 和 Winnie 雖然沒有配戴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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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領袖訓練隊的標誌別具意義，藉著 70 周年介紹其由來。標誌沿用英國基維爾營地內的「斧砍木」
標誌，並加上中文「香港」兩字作區別。所有訓練隊隊員均佩戴這個金屬「斧砍木」標誌於基維爾巾圈上作
為識認。

  「斧砍木」標誌由首位基維爾營地主任聶禮 (Captain Francis Gidney）設計。1920 年代初，聶禮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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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聶禮都會把它砍進粗大木頭，保護斧鋒及避免他人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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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香港童軍總會出版的《WHO'S WHO》「與木章訓練相關的文物」

香 港 訓 練 隊    

訓練署 Instagram專頁訓練署 Facebook 專頁

 周 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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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導主任 譚國權 
  小時候在童軍學習了很多多元化及富趣味性的知識和技能，令我一生
受用。升任領袖後，我決心把所學傳授予青少年成員，以報答曾教授我們
的領袖和前輩。

  因工作關係，一直有機會參與培訓事務，因利成便加入了領袖訓練工
作。施訓和教導都需要付出，是一種給予和犧牲。我在教導中亦不停學習
和增益，在個人成長、知識及待人接物方面都在無形中不停地進步，收穫
比付出的更多。感恩當初能加入訓練隊，賜我一個寶貴的課室。

領袖訓練主任 殷斯偉
  童軍運動的目的旨在成年人領導下，以誓詞與規律為本，給
予歡愉而富吸引力之有進度性訓練，促進青少年身心精神的陶冶
與啟發，使能成為良好公民。成年領袖的參與是整個童軍運動的
中流砥柱，香港訓練隊成立 70周年，悠悠的歲月裡為總會培訓出
很多優秀的領袖，為童軍運動的發展不斷提供人才。在未來的日
子，期望訓練隊秉承過去的努力，訓練領袖之餘，與時並進，汲
取新經驗和知識，以應付日後的發展和挑戰！

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期間培養出很多優秀領袖，
以培育青少年為己任。月刊將會一連兩期邀請訓練

人員與大家分享訓練工作的苦樂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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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訓練員 (領袖訓練主任 ) 黃基安
  我於 1976 年加入訓練隊，1990 年得到時任助理香港總監 ( 九龍地域 ) 李家山委任為副九龍
地域總監 ( 訓練 )。到任初期，大部分同袍陸續退休，大有舉步為艱的感覺，惟有廖化作先鋒，硬
着頭皮，盡力而為之。加入訓練隊後，從出任訓練助務員至領袖訓練主任，受到多位前輩教導，如：
古匡昌、吳鉅源、郭錫棠、陳健磐、盧偉誠及浦炳榮等，給予我機會，亦非常感謝時任港島地域副
地域總監 ( 訓練 ) 黃紹光給予我莫大鼓勵，他說：「基安，你努力接受此項艱鉅工作，我全力支持
你。」。

  秉承傳統和薪火相傳的信念，我努力發掘對訓練工作有熱誠，且具潛質的青年領袖，給予他們
進修及實踐的機會。跟我共事的多位青年訓練人員，正在逐漸成長，延續薪火相傳的精神，令我感
到非常自豪。

  適逢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謹此向投身童軍訓練的兄弟姐妹致敬。我認為訓練工作是推動
整個童軍運動前進的主力，所以我要以前賢為典範，為童軍運動出一分力，更希望參與訓練工作的
一群領袖能獲更多肯定和認同。

專科訓練員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 區卓英
  能夠參與領袖訓練工作令人既興奮又煩惱，興奮的是
可以和有共同興趣的領袖們一起成長和交流，從各方面
互動學習，汲收更多知識。煩惱的是要事前了解學員的需
要、童軍經驗和歷練，從而提供適當指引。作為領袖訓練
員，提供知識不難，但理論及管理的課題需要搜集很多資
料，並要配合學員水平。參與領袖訓練工作是賞心樂事，
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不少知識。

領袖訓練主任 李寶琼
  加入領袖訓練行列 20 多個年頭。回想當初，對領袖訓練一
竅不通，有幸得到前輩細心教導及報讀不同訓練班才有今天的
成果。

  我十分關注訓練班的每個崗位，每個細節都會影響到訓練
班能否順利完成。為培育更多青少年成員，我堅持不放棄前線
領袖崗位，也深深明白成員及前線領袖的需要，有助籌備訓練
班內容時與時並進。疫情下，雖然困難重重，但正好給我們契
機，開發網上教學平台。適逢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我深信
我們團隊會更進一步，為童軍運動繼續努力。

文： 訓練人員



領袖訓練員 陳國光
  不知不覺已在訓練路上 10 多年，還記得領
袖訓練員基本訓練班的講師說：「訓練工作的道
路是漫長的，不要想可獲得什麼獎勵。」多年來，
我、同輩和前輩都深刻地感受到道路的確漫長，
而且要不斷學習。雖然如此，每次授課時見到
似曾相識的面孔，便知道這旅程有著很多夥伴。
不過，能夠結識到多位同袍已是我最大的獎勵，
帶來無形的滿足。70 年看似很長，但其實只是
訓練道路的初段，仍有很多工作等著大家改善
及完成。祝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快樂。

訓練助務員 陳玼珣
  許多領袖都說疫情下，不論是集會或訓練班都有很大改變，恍如 30 年前剛開始
利用電腦協助訓練班，訓練人員都需要重新適應。由實體走到線上，我期望汲取更
多線上集會經驗，透過訓練隊技能發展工作坊，學習網上支援技術，學以致用，協
助訓練班。我是訓練隊的「初哥」，希望可以像海綿般從各位前輩身上吸收和學習，
請大家多多指教！

訓練助務員 施亞朗
  參與領袖訓練工作已有四年多。協助訓練
班時，會有不同機會接觸訓練班不同崗位。感
謝隊內的前輩分享經驗及從旁指導，令我可以
不斷成長和學習。疫情下，戶外實體訓練班變
得珍貴。8月有幸協助輕便炊事訓練班，大家
都不敢怠慢，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時亦保持訓練
質素，讓我明白到童軍的靈活變通，創新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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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員 蔡一心
  我很喜歡訓練隊的工作，因為每次訓練班都
是新的組合及挑戰。過程中，我和團隊總能愉快
地合作，擦出火花。我們的目標一致，沒有其他
懸念！我在很多前輩身上看到他們以言、以行及
以身作則、展現訓練人員應有的質素和態度，成
為最好的榜樣！與他們共事，我深感榮幸，也感
責任重大。在此要感謝我的恩師，已故助理領袖
訓練主任李榮斌帶我進入訓練隊。進入數碼時代，
我樂見訓練隊變革，以創新的訓練和服務質素，
培育新世代人才，承傳我們的使命！

訓練助務員 李偉傑
  加入訓練隊第二年，和其他隊員不同
的是第一年因疫情無法參與任何訓練，直
至第二年才正式協助訓練班。最難忘莫過
於班務行政工作因疫情下之新安排，另一
難忘的是在訓練班中可以見到老朋友，再
次聽他們講學。不同的是，訓練班加入了
新的朋友一起學習童軍技能，雖然辛苦但
也是重新學習的機會。

訓練助務員 賴文豐
  小時侯聽前輩說 : 「童軍運動是一群傻人，
不顧金錢、時間、汗水和心機去成就青年人，引
導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多年後的今天，我成為
了訓練隊的一份子。不同的訓練課程，令我發現
自己的不足，有賴前輩們的提點和鼓勵，引導我
進步。訓練班中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光景，遇到
不如意時，師父教導我們：「前腳走、後腳放。」
只要修改自己的不足，才可成就他人，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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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歲月悄然轉動不息，太陽的熱情點燃不熄的火焰，當鳳凰樹開出了艷麗的花朵，香港
訓練隊迎來了70歲生日。轉眼間，我已經踏入訓練隊八年。我眼中的訓練隊生活充滿了快樂，
每一次訓練班都是多姿多彩的一天。70年彈指而過，時日如飛，歲月留痕。70年的耕耘，收
穫碩果纍纍。耕耘時的甜酸苦辣，非親歷者難以體會，收穫的喜悅卻是局外人可以分享。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人才的道路，70 年是短暫的。訓練隊依然邁著矯健的步伐，
譜寫著更璀璨輝煌的未來。祝香港訓練隊生日快樂 !

  想了解多一點有關領袖訓練工作和其他訓練隊隊員盡吐心聲，
敬請留意下一期《香港童軍》。

訓練助務員 彭新華
  加入成為訓練助務員就如進入「木人巷」，面
對不同考驗及挑戰，透過行政工作、物資管理、講
授及導修等不同崗位，打通訓練經脈的途徑。近年
遇上由實體轉為網上授課，需要學習使用各種授課
用具，全賴職員及學員之間的支持。雖然面對不同
挑戰及不時帶著疲倦的身軀離開，但見到學員滿載
而歸及班職員互相合作的成果，這經歷實在是難能
可貴。修煉過程中，感謝很多高人的啟發，讓我自
我了解、檢討、修正及肯定，以預備下次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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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模範童軍會主席 李海權

模範童軍選舉於 1987 年首次舉行，至今共有 197 名童軍成員獲選為「模範童軍」。獲選成員除
了可以獲得嘉許肩帶及證書外，更有機會代表總會出席國際童軍活動和協辦總會大型活動。

如各位有意參選，請細閱下文，了解參選過程，做好準備。 

2021 年 度 模 範 童 軍 選 舉

第一步：填寫提名表格
參選「模範童軍」的成員必須是幼童軍或以上支部成員，
提名表格可於總會網頁 https://www.scout.org.hk/tc/
circulars-forms/circulars/index.html 下 載 或 到 公 共 關
係署及各地域總部索取。提交表格時請檢查是否齊備所
有所需文件，並在截止日期前遞交到總會公共關係署。
 
第二步：初選
由評審委員會核實候選人所提交的資料，選出進入複選
的候選人。
 

第三步：複選
通過初選之候選人必須出席複選，複選以活動事工形
式進行，候選人或會分成若干小隊，完成各項事工。
過程將考核候選人的團隊合作、解難能力、溝通技巧
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能力，表現卓越的候選人將會進
入最後評選。
 
第四步：最後評選
進入最後評選之候選人將與由社會知名人士、青少年 /
社區組織代表及 / 或贊助單位代表組成的外界評審委
員會面見，從而選出「模範童軍」。

參選資格
  於遞交提名表格當天，參選人年齡必須介乎足 11 歲至 26 歲止，提名表格的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5時正）。請大家鼓勵身邊優秀的童軍成員參選，一同推動香港童軍運動的發展。

  請注意：候選人的年齡以「遞交提名表格當天」計算，而非「截止遞交日期當天」。



HK SCOUTING 451

08
總 部
態動 訓練助務員 麥婉晶

  當歲月悄然轉動不息，太陽的熱情點燃不熄的火焰，當鳳凰樹開出了艷麗的花朵，香港
訓練隊迎來了70歲生日。轉眼間，我已經踏入訓練隊八年。我眼中的訓練隊生活充滿了快樂，
每一次訓練班都是多姿多彩的一天。70年彈指而過，時日如飛，歲月留痕。70年的耕耘，收
穫碩果纍纍。耕耘時的甜酸苦辣，非親歷者難以體會，收穫的喜悅卻是局外人可以分享。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人才的道路，70 年是短暫的。訓練隊依然邁著矯健的步伐，
譜寫著更璀璨輝煌的未來。祝香港訓練隊生日快樂 !

  想了解多一點有關領袖訓練工作和其他訓練隊隊員盡吐心聲，
敬請留意下一期《香港童軍》。

訓練助務員 彭新華
  加入成為訓練助務員就如進入「木人巷」，面
對不同考驗及挑戰，透過行政工作、物資管理、講
授及導修等不同崗位，打通訓練經脈的途徑。近年
遇上由實體轉為網上授課，需要學習使用各種授課
用具，全賴職員及學員之間的支持。雖然面對不同
挑戰及不時帶著疲倦的身軀離開，但見到學員滿載
而歸及班職員互相合作的成果，這經歷實在是難能
可貴。修煉過程中，感謝很多高人的啟發，讓我自
我了解、檢討、修正及肯定，以預備下次的挑戰。

09
HK SCOUTING 451

總 部
動 態

文：模範童軍會主席 李海權

模範童軍選舉於 1987 年首次舉行，至今共有 197 名童軍成員獲選為「模範童軍」。獲選成員除
了可以獲得嘉許肩帶及證書外，更有機會代表總會出席國際童軍活動和協辦總會大型活動。

如各位有意參選，請細閱下文，了解參選過程，做好準備。 

2021 年 度 模 範 童 軍 選 舉

第一步：填寫提名表格
參選「模範童軍」的成員必須是幼童軍或以上支部成員，
提名表格可於總會網頁 https://www.scout.org.hk/tc/
circulars-forms/circulars/index.html 下 載 或 到 公 共 關
係署及各地域總部索取。提交表格時請檢查是否齊備所
有所需文件，並在截止日期前遞交到總會公共關係署。
 
第二步：初選
由評審委員會核實候選人所提交的資料，選出進入複選
的候選人。
 

第三步：複選
通過初選之候選人必須出席複選，複選以活動事工形
式進行，候選人或會分成若干小隊，完成各項事工。
過程將考核候選人的團隊合作、解難能力、溝通技巧
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能力，表現卓越的候選人將會進
入最後評選。
 
第四步：最後評選
進入最後評選之候選人將與由社會知名人士、青少年 /
社區組織代表及 / 或贊助單位代表組成的外界評審委
員會面見，從而選出「模範童軍」。

參選資格
  於遞交提名表格當天，參選人年齡必須介乎足 11 歲至 26 歲止，提名表格的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5時正）。請大家鼓勵身邊優秀的童軍成員參選，一同推動香港童軍運動的發展。

  請注意：候選人的年齡以「遞交提名表格當天」計算，而非「截止遞交日期當天」。



HK SCOUTING 451HK SCOUTING 451

10
總 部
態動

「香港童軍110 周年暨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
領袖及訓練人員聚會」於 9月 18 日在大潭

童軍中心舉行，超過 250 人參加。這是難得的機會讓
童軍兄弟姊妹聚首一堂。為紀念這兩個特別時刻，訓
練署以「回顧七十、展望將來」為題，讓成員明白香港
訓練隊是香港童軍運動發展的重要部分。

香港童軍 110 周年暨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領袖及訓練人員聚會

「回顧七十、展望將來」
文：領袖訓練組
圖：潘耀榮／鄭灝東

傳統和新興玩意
  活動當天，訓練隊 70 周年的兩個智能機械代言人
Winnie 和 Woodie 出席與參加者拍照及贈送紀念章。大會
亦舉辦多個活動，包括：令人回味的皮工製作、戶外生火及
營燈會；近年新興的微型模型製作、芬蘭木柱及自製驅蚊膏，
讓各位參加者有不同體驗。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為表揚及鼓勵表現出色的訓練人
員，除了頒發傑出服務獎勵給服務時數達 30 日或以上的隊
員外，訓練總監頒發了訓練總監嘉許予一眾訓練人員，以嘉
許在疫情期間特別出色的訓練人員。疫情較不穩定時，訓練
人員均緊守崗位，努力履行責任，提供不同線上或實體訓練
班予領袖，使領袖訓練工作得以繼續進行，實在值得予以肯
定。

  聚會在一片和諧氣氛
中結束，感謝各訓練前輩
抽空出席，期望各位領袖
努力裝備自己，在疫情下
讓童軍運動繼續薪火相
傳。

11

一眾前輩聚首一堂

介紹不同學習模式及課節的教學方法

介紹支援領袖訓練工具

回顧七十展覽

為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揭開序幕

香港總監致辭

參加者與智能機械代言人 Winnie 與 Woodie

拍照及派發紀念章

攤位活動紀念品

回顧七十 展望將來
  「回顧七十」展覽介紹了香港訓練隊的發展歷
史、架構及具珍貴意義的物品等，非常榮幸邀請
到多位前訓練總監拍攝短片及撰寫祝賀詞細說香
港訓練隊的種種故事，為此誌慶。展覽同時展示
不同學習模式及課節的教學方法，介紹支援領袖
的訓練工具，為未來的訓練模式作好準備。

木章架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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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分享
受惠者 李俊浩
  我在爸爸的建議下參加網上問功課計劃。過程中，負責導師十分用心教導我做功
課，引導我思考，用淺白的言語讓我明白題目的意思。透過參加這項服務，我的英文能
力提升了，在測驗獲得理想的分數，十分感謝此計劃以及教導我的導師。

義工  劉俊霆
  我參與了數次派發電腦的服務，除了增進了自己的電腦知識外，也可以鍛鍊體力。
透過這項有意義的計劃，接觸到不少受惠家庭，發現活動對低收入的家庭來說是及時
雨，使他們有機會在家中使用電腦學習。我也很開心有機會教導這些小朋友，讓他們健
康成長，我感到很滿足。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社工 郭雪梅姑娘
  去年新冠肺炎肆虐，學生對於應用電腦在家學習的需要尤其殷切。本校有不少學
生，因家中未有能力添置任何電子學習產品而影響學習。欣喜童軍知友社推出的「學童
電腦 110 支援計劃」，在政府當局未推出電腦資助計劃前，為我校學生提供免費重用電
腦及上網支援，解他們燃眉之急，同學因此受惠。同時，他們亦可透過童軍知友社提供
的網上功課支援，在疫情期間在家學習，獲益良多，感謝童軍知友社提供積極快速的服
務，以回應社會需要。

幫到手：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
文：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馮志豪

疫情令網上學習成為了常態，可是並不是每個家庭都
有足夠設備供學童上網學習。為解決「數碼障礙」，

童軍知友社推行「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從企業和公
眾人士收集了數以百部可重用的電腦供學童使用，並提供
流動上網服務予沒有安裝寬頻的家庭。童軍知友社亦招募
了義工為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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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職員的話
班領導人 港島第 15 旅 童軍團長 鄺廸軒
  「照顧自己•關心別人」是這個訓練班的核心思想。
「照顧自己」就是要察覺自己的情緒，了解自己的需要，
在適當時向他人尋求幫助。「關心別人」的首要條件就
是不要讓自己成爲加害者，不要成爲他人的壓力來源，
要有同理心，關懷身邊的人。訓練班鼓勵成員設身處
地為他人着想及了解被照顧者的需要；同時介紹多個
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以及危機處理時需要注意的事
項。

助理班領導人 北葵涌第 13旅 童軍副團長 趙良駿
  大眾對精神病的了解遠不及對生理疾病的認識。
青少年面對身心的巨大轉變、學業和課外活動的壓力，
更需要維持精神健康和認識有關的健康問題。
	
  精神健康章的設立能讓成員掌握維持精神健康的
方法，明白其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令成員更能
面對日後各樣的壓力和挑戰。此外，訓練班鼓勵成員
在年少時建立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減少對精神病患者
的誤解，普及精神病知識。作為服務組專章，考核要
求成員關注他人，學會體諒和支持身邊有精神困擾的
人，例如家中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和身邊有情緒困
難的同學等。

童軍精神健康章（服務組）訓練班
文：班領導人 鄺廸軒

學員感想
港島第 15 旅 童軍團隊長 林朗毅
  之前看過不少以精神疾病為題材的小說和
電影，因此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是次訓練班。
這是我參與過最具資訊性的訓練班，了解到常
見的精神疾病，還學會了其他求助和聆聽別人
的方法。此外，Mood Journals 的事工也令我
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感，增廣見聞，受益匪淺！

港島第 36 旅 童軍副隊長 施品妍
  I have learned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mental health”, the common causes that 
lead to potential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how 
can we manage stress, care for ourselves, and 
help people around us keep a positive mindset. 
We also did“Mood Journals”, recording 
three weeks of our emotions. This task helped 
me relieve stress, reflect on my actions,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day. We engaged 
in some mindfulness activities as well, such 
as learning how to relax and care ourselves 
through meditation. I believe this course has 
greatly improved my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about mental health. I've also 
learned how to recognize indicators of common 
mental health issues.

童軍支部活動旨在促進成員的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總會定期檢討
及修訂支部政策，以配合成員德、智、體、群、美、靈的發展。近年，

社會壓力及抗疫疲勞令青少年壓力大增，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問題。作為
輔助教育工作者，青少年活動署推出精神健康章，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鼓勵成員留意自己及身邊人的情緒，並在需要時懂得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青少年活動署於 8月舉行童軍「精神健康章（服務組）訓練班」，報名
人數之踴躍，令我們感受到其逼切性。透過準備訓練班教材及試行教學模
式，期望盡快為前線領袖提供訓練素材。

東九龍第 184 旅 童軍隊長 謝梓浩
  報讀訓練班時，只是抱著好奇的心態，沒想到令
我獲益良多。訓練班詳細講述了不同精神病的症狀和
成因。我原以爲很熟悉的議題，其實不然。訓練班讓
我明白自己對精神疾病的不熟悉，更發現自己經常忽
視精神健康對身邊人甚或自己的影響，讓我意識到經
常關心別人心理狀況的聆聽者，也會忽視自己的精神
健康狀況。希望能夠將是次所學帶給身邊的人，時刻
密切關注自己和別人的精神健康狀況！

東九龍第 184 旅 童軍隊長 吳燦
  不同的講師利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令我能夠完全
專注於課堂。班領導人於課節期間，安排了減壓的小
活動及遊戲，提高我們的專注力。訓練班加深了我對
精神病的認識，從前只認識抑鬱和阿茲海默症，只懂
得叫人「有病睇醫生」，現在學會了珍貴的知識和與患
者的相處技巧。我一定會善用所學，服務身邊的人和
社區，以及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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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動 新界地域聚龍匯：天文講座 文：新界地域地域領袖 袁鈞揚

相片：新界地域地域領袖 蘇國亮

新界地域天文組於 2019 年成立，推廣
天文活動及星空保育概念並提供平台

予對天文有興趣的成員和領袖互相交流，增
加成員學習天文知識的機會。天文組以太陽
系八大行星比喻其八個發展範疇，包括：
舉辦訓練班及活動、支援前線領袖、領袖訓
練、進行內部培訓、跨組別及海外交流等。

創造「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新界地域定期為各級領袖舉行主題性聯誼活動「聚龍匯」，9月的聚會
特別由天文組以天文氣象「太陽天球視運動與二十四節氣關係」為題舉行天
文講座。天文組邀請了兩位重量級嘉賓擔任講者分別是香港氣象學家兼前天
文台助理台長梁榮武及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 ( 天文 ) 蘇柱榮。

  講座開始前，天文組播放了成立至今的活動影片，讓嘉賓及參加者對
天文組有初步的認識。及後，助理香港總監 ( 新界地域 ) 陳秋玉致歡迎辭及
介紹講座內容。陳總監特別提及到童軍活動提倡自然學習，透過天文及氣
象活動為青少年提供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機會，從中學習課堂以外的事物，
加深了解我們身處的地球，並實踐聯合國倡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創造可
持續發展的世界。

由二十四節氣到保護環境
  講座首先介紹二十四節氣的來源，深入淺出講解
二十四節氣與太陽的關係，如不同節氣時太陽的對應位
置及古代人如何透過節氣配合農耕工作，從而了解太陽
照射角度與地球自轉軸傾斜對四季氣候的影響。

  及後，兩位講者帶領參加者進行「太空漫遊」，遊走
太陽系內多個星體，認識它們的生態環境，讓參加者了
解地球的獨特之處及生命的奇蹟 ; 另外講者又解說了近
年各種極端氣候的成因及對人類帶來的威脅。此外，兩
位講者提供了很多保護地球環境的寶貴小貼士，鼓勵參
加者以身作則，向身邊的朋友推廣保護地球的知識及態
度。梁榮武亦寄語在場參加者：「與其尋找移居至其他
星球的可能性，何不立即行動令我們的地球變得更加美
好，更加適合人類居住。」

  講座後，天文組成員向一眾嘉賓及參加者展示天文
組的過往成果的展覽，包括：過往舉辦的活動、天文組
教學用觀測儀器及製作的實物教材及教具，讓參加者親
身體驗各類天文儀器的應用。

天文組的組徽有什麼含意？
  天文組以黑洞能量元素概念設計組徽。橙色幾何圖案
代表黑洞外圍的吸積盤，象徵地域 11 個童軍區充滿能量地
互相扶持。NTAT 即是 New Territories Region Astronomy 
Team 的簡稱，字後的箭咀為噴流，寓意天文組發展蒸蒸
日上。整個設計象徵天文組廣闊探索星空宇宙的故事，關
注可持續發展可能性，提倡星空保育的重要性。

參加者感想
新界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吳樹楓
  燦爛的星空「實在」，但又無法觸及，給人無限的想像
空間。是次講座讓我從多角度了解天文學與氣象學的關係，
反思日常生活對氣候轉變造成的影響。透過講者生動有趣
的講解，具體地了解天文知識， 加上嘉賓生動的互動， 將
宇宙的奧秘及大自然奇妙之處，活生生地呈現於我們眼前。
很榮幸能參與其中， 讓我明白個人微小的力量也能為大自
然作出重大的貢獻。

荃灣第 2 旅副旅長   陳晶
  很慶幸參加了講座。雖然我們一步一步利用科技來取
代二十四節氣來預測天氣，但當中對我們的啟示十分深遠。
講座提及全球氣溫上升，不禁令我反思應怎樣好好保護我
們身處的地球。講座不但加深我的天文及氣象知識，亦讓
我明白這些都是與生活細節息息相關，期望天文組日後舉
辦更多同類型的講座。

新界地域天文組成員   林俊賢
  2019 年天文組成立後，我便一直協助舉辦各類活動。
是次講座讓我了解「天文」與「氣象」兩大學術範疇在解釋同
一科學現象時，不同的關注及切入點。兩個範疇的知識互
相交融，使我更容易掌握當中的理論，並應用到日常生活
當中，獲益良多。期望日後能夠參與更多相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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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領袖資源署聯同九龍地域於 9月
19日舉辦「『童心同恆・服務社群』—

童心月餅暖耆心」探訪長者服務，逾 300 名
童軍及家長帶同禮物包到深水埗、何文田、
土瓜灣、九龍城、紅磡及屯門等多區探訪，
在中秋佳節向長者表達關懷並送上祝福。

「 童 心 同 恆 ˙ 服 務 社 群 」 —

文：九龍地域總部總監（區務活動）   郭立熙

童 心 月 餅 暖 耆 心

匯聚力量　祝福各方
  活動當日，參加者齊集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參與啟動儀式及簡介會，儀式由
發展及領袖資源委員會主席劉健華主禮，另安排註冊社工向參加者講解探訪長者的
要點，包括：與長者溝通的方法、身體語言、探訪流程、建議話題及其他注意事項。

  及後，參加者浩浩蕩蕩前往參與是次活動的長者服務機構辦事處，包括：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元州長者鄰舍中心、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香港聖公會樂民
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家庭福利會（九龍城）長者中心、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
中心及國際四方福音會鄰舍長者中心，然後上門探訪約 300 名長者。

疫間送暖　潤澤心田
  參加者以三至四人為一組，探訪三至四名長者。
疫情期間，主辦單位及參加者都格外小心，為長者
送上關懷時亦注意防疫，例如參加者只會在門外與
長者對話，不會進入單位。有不少長者服務機構反
映，疫情期間探訪活動大大減少，是次活動正好為
長者送上關懷。

  幸好，一道門的距離無阻
參加者的熱誠，成員與老友記
仍能打開話題，暢談日常生活，
長者們都非常親切及友善，分
享各種心情和趣事。成員們向
長者送上由童軍敬老基金贊助
的禮物包，當中包括：健康燕
麥片、餅乾、豆奶飲品及日用
品，以及由九龍第 1532 旅旅務
委員會主席馮素娟贊助，印有
童軍徽的愛心月餅，在中秋佳
節向長者送上祝福。

讓愛傳承　施比受更為有福
  是次探訪活動令不少成員有深刻的體驗及感受，了解到
長者的生活狀況，並明白到長者所需要的關懷。只要付出少
許時間與長者傾談，表達關愛，對長者已經是莫大的鼓勵。

  有賴各方的支持及努力，活動圓滿結束。然而這只是一
個開始，活動後有童軍旅主動表示希望再次探訪長者。看見
大家對社區的關愛，實在令人鼓舞。是次探訪活動就像一顆
撒在好土壤的種子，但願這顆真誠服務的種子能繼續發芽、
成長、結出果實，並散播到其他心田，讓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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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嘉許
龎穎邦	 青衣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14.09.2021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區錦滔	 油尖區副會長	 20.09.2021
吳開明	 北葵涌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唐其仁	 九龍第十八旅旅長	 20.09.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李銘賢	 港島第七十六旅童軍團長	 20.09.2021
傅大全	 九龍第十七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陳健文	 九龍第一九九旅童軍團長	 20.09.2021
溫文輝	 北葵涌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21
詹青華	 沙田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21
林惟良	 領袖訓練學院校董會委員	 20.09.2021
劉傑恩	 領袖訓練學院總部領袖	 20.09.2021
譚兆炳	 童軍知友社教育委員會委員	 20.09.2021

長期服務獎章
江惠君	 港島第十旅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利樂微	 港島第十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李卓敏	 港島第十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20.09.2021
胡兆春	 港島第二十二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21
劉芷行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徐珮珊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曾文泰	 新界地域領袖	 20.09.2021
吳德龍	 北葵涌區名譽會長	 20.09.2021
鍾國樑	 北葵涌區副會長	 20.09.2021
尹仲禮	 北葵涌區副會長	 20.09.2021
黃美芬	 北葵涌區區領袖	 20.09.2021
阮嘉頴	 北葵涌第十八旅幼童軍團長	 20.09.2021
陳皓瑜	 北葵涌第十八旅小童軍團長	 20.09.2021
嚴陽明	 北葵涌第二十二旅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朱遠球	 北葵涌第二十三旅旅長	 20.09.2021
宋凱琪	 北葵涌第二十三旅幼童軍團長	 20.09.2021
盧桂霞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幼童軍團長	 20.09.2021
勞子奔	 璧峰區秘書	 20.09.2021
楊嘉儀	 新界東第一六○九旅旅長	 20.09.2021
陳貝瑜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小童軍副團長	 20.09.2021
李嘉雯	 沙田北第十九旅深資童軍團長	 20.09.2021

總監委任書
國際署
伍頴珊	 助理國際總監（活動）	 01.10.2021
馮曉琳	 助理總部總監（國際政策及活動）	 01.10.2021

九龍地域
曾柏祺	 地域總部總監（營地活動）	 01.10.2021

東九龍地域
黃輝良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10.2021
馮志遠	 鯉魚門區副區總監	 01.10.2021

新界地域
吳樹楓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01.10.2021

新界東地域
侯家宇	 地域總部總監（發展）	 01.10.2021
賴裕豐	 雙魚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10.2021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鄧燕玲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9.2021
黃偉俊	 領袖訓練學院	 15.09.2021
刁振邦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01.10.2021

地域領袖
黃頴飛	 東九龍地域	 15.09.2021
聶嘉威	 港島地域	 01.10.2021
劉子琪	 東九龍地域	 01.10.2021

小童軍區長
陳宏江	 筲箕灣區	 01.09.2021

區領袖
李惠珍	 鯉魚門區	 01.09.2021
梁文澧	 筲箕灣區	 15.09.2021
張天明	 九龍城區	 15.09.2021
麥智恒	 慈雲山區	 15.09.2021
李榮豐	 黃大仙區	 15.09.2021

旅長
鄺偉民	 東九龍第四十二旅	 01.09.2021
黎奕軒	 港島第九十旅	 01.10.2021
鄭堅裕	 東九龍第二三七旅	 01.10.2021
戴柏霖	 雙魚第二十九旅	 01.10.2021

副旅長
陳梓勤	 港島第一五九旅	 01.09.2021
陳 晶	 荃灣第二旅	 01.09.2021

樂行童軍團長
劉鎮邦	 荃灣第二旅	 01.09.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張蔚浚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09.2021

深資童軍團長
趙啟成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01.10.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廖偉峰	 九龍第六十五旅	 15.09.2021
郭文華	 東九龍第一四七二旅	 15.09.2021
黃健聰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15.09.2021
聶嘉威	 港島第二四二旅	 01.10.2021

童軍團長
鄭蘊琳	 東九龍第一二六七旅	 01.09.2021
何沛霖	 港島第一旅	 15.09.2021
黎敏行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01.10.2021
林嘉祺	 荃灣第二十四旅	 01.10.2021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鄭蘊琳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9.2021
Hozefa	Badruddin	BADRI	 15.09.2021
	 港島第三十六旅 ( 銀禧區 )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陳國翹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15.09.2021
CHAN	Kwok-kiu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黎嘉樂	 港島第一旅	 15.09.2021
翁敬恩	 港島第一五七旅	 01.10.2021
黃凱易	 九龍第八十四旅	 01.10.2021
程明偉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10.2021

幼童軍團長
丁浩文	 九龍第一五○旅	 15.09.2021
吳穎勳	 屯門西第九旅	 15.09.2021
聶嘉威	 港島第二六八旅	 01.10.2021
呂梅玉	 九龍第一六一旅	 01.10.2021
李穎琳	 沙田南第四十八旅	 01.10.2021

幼童軍副團長
范麗玲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15.09.2021
曾鈺茵	 九龍第十九旅	 01.10.2021
余海盈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01.10.2021
周文珊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01.10.2021
鄔雲龍	 荃灣第二十四旅	 01.10.2021

小童軍團長
何慧明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09.2021
馮倩君	 荃灣第三十五旅	 01.10.2021
鄧曉筠	 荃灣第二旅	 01.10.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徐子恩	 總會訓練署	 15.09.2021

助理地域領袖
禤家浩	 九龍地域	 15.09.2021

區領袖
李芷晴	 大埔南區	 15.09.2021

旅長
張美美	 新界第一八二四旅	 01.09.2021
王娟香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15.09.2021
林旭傑	 九龍第八十四旅	 01.10.2021
劉偉傑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01.10.2021

副旅長
陳翠明	 港島第九十旅	 01.10.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凌兆昌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	 01.10.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鄧卓楠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01.10.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徐駿謙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01.08.2021
布瀚文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01.08.2021
蔡逸彤	 港島第六十旅	 15.09.2021
葉浩政	 九龍第六旅	 01.10.2021
袁可穎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0.2021
王耀光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10.2021

童軍團長
周小燕	 新界第一八二四旅	 01.09.2021
黃景培	 九龍第十八旅	 15.09.2021
李雅婷	 東九龍第十七旅	 01.10.2021
阮啟光	 東九龍第一五四一旅	 01.10.2021
繆為樂	 沙田南第四十八旅	 01.10.2021
吳國富	 沙田西第十五旅	 01.10.2021

童軍副團長
魏弘智	 港島第二六八旅	 15.09.2021
王文康	 港島第二六八旅	 15.09.2021
劉彥朗	 港島第三十五旅	 15.09.2021
吳思俊	 港島第三十五旅	 15.09.2021
黃尚禧	 港島第三十五旅	 15.09.2021
黃容勝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15.09.2021
周鈺麟	 九龍第三十旅	 15.09.2021
葉榮翀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15.09.2021
黃育輝	 璧峰第三十五旅	 15.09.2021
張俊軒	 九龍第六旅	 01.10.2021
陳慧嵐	 九龍第二一八旅	 01.10.2021
吳偉浚	 荃灣第二十四旅	 01.10.2021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張詠希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15.09.2021
Stephanie	BENNETT	 15.09.2021
	 銀禧第二十八旅
	 28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黃浩斌	 九龍第十九旅	 01.10.2021
何若筠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0.2021
鄭維亮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01.10.2021
馮兆基	 荃灣第二十四旅	 01.10.2021
黃婉菁	 雙魚第二十九旅	 01.10.2021
梁樂恆	 新界東第一七三九旅	 01.10.2021

幼童軍副團長
包欣倩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9.2021
麥思瑜	 九龍第一五○旅	 15.09.2021
陳可立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15.09.2021
莊愛玲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15.09.2021
吳險峰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15.09.2021
余翠姸	 大埔南第四十二旅	 15.09.2021
葉善瑜	 九龍第一六一旅	 01.10.2021
溫迪芝	 九龍第七十八旅	 01.10.2021
陳頌欣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0.2021
劉芷晴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01.10.2021
孫涵笑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01.10.2021
鄭澤如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10.2021
羅忠明	 沙田西第十三旅	 01.10.2021

小童軍團長
劉慧菁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15.09.2021
陳詠儀	 新界東第一八一九旅	 01.10.2021

小童軍副團長
林淑姿	 九龍第一三七○旅	 15.09.2021
周德楠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0.2021
李淑文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0.2021
劉紫靜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01.10.2021

領袖委任書註銷
幼童軍副團長
邱錦娣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28.09.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旅長
鄭惠玲	 港島第八十旅	 26.05.2021
黃國枝	 港島第九十八旅	 01.10.2021
許伯全	 港島第一○一旅	 01.10.2021
蔡壽祥	 港島第一一五旅	 01.10.2021
李潔文	 港島第一八○九旅	 01.10.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鄧偉豪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鄺景華	 港島第一○九五旅	 01.10.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鄭有俊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李耀輝	 港島第一○九五旅	 01.10.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陳 華	 港島第一海童軍旅	 01.10.2021
禤澤豪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鄭易達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陳穎媛	 港島第一○九五旅	 01.10.2021

童軍團長
陳偉雄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郭彥輝	 港島第二六九旅	 01.10.2021

童軍副團長
周芷瑩	 港島第一○一旅	 01.09.2021
陸曉蘊	 港島第十四旅	 01.10.2021
葉浩森	 港島第十五旅	 01.10.2021
冼俊霖	 港島第三十五旅	 01.10.2021
伍灝賢	 港島第六十六旅	 01.10.2021
梁迪奇	 港島第一一五旅	 01.10.2021
陳柏熙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10.2021
楊文敏	 港島第一一五六旅	 01.10.2021

幼童軍副團長
何 沫	 港島第二六三旅	 19.09.2021
馬豫瑩	 港島第一旅	 01.10.2021
何子謙	 港島第六旅	 01.10.2021
陳家宜	 港島第十三旅	 01.10.2021
郭婉薇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01.10.2021
陳美珠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01.10.2021
姚麗珊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01.10.2021

小童軍團長
伍雨文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01.10.2021

小童軍副團長
甄可琪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	 01.09.2021
佘紀因	 港島第六十六旅	 01.10.2021
麥凱儀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01.10.2021
王毓芳	 港島第一四三○旅	 01.10.2021
周惠芬	 港島第一四三○旅	 01.10.2021
李健立	 港島第一四三○旅	 01.10.2021
李燕玲	 港島第一五五六旅	 01.10.2021
郭林瑜	 港島第一七一一旅	 01.10.2021
葛穩志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	 01.10.2021

新童軍旅註冊
Scout Group Registration
1825th	Silver	Jubilee	Group	 01.10.2021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	Branch)	
 HOPE	Support	Service	Center	for	Ethnic	Minorities)

旅團註銷
九龍第二十八旅	 31.08.2021
（余振強紀念中學）	 	
荃灣第三十一旅	 31.08.2021
（深井天主教小學）
東九龍第一六○○旅	 01.10.2021
（威將總會）
新界東第一六九七旅	 13.08.2021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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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地域聚龍匯：天文講座
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

訓練點滴

「童心同恆‧服務社群」—童心月餅暖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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