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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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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準飛行員之「首航 First Flight」

「關愛社區」—有愛童在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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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更正
啓事

第 453 期第 20 頁，長期服務一星獎章中的「莊紹恒 鯉魚門區區總監」修定為
「蔣紹恒 鯉魚門區區總監 」，特此更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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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21 年 9 月，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暫時緩和，童軍活動也漸漸恢復。闊別兩年的「港島地域繽紛日」

終於復辦，九龍地域的小童軍錦標賽也順利完成。雖然活動的規模較往年小，但作為疫後重建的起步，
相信主辧單位和參加者都會感到無限欣慰。

  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各單位都舉辦及籌備慶祝活動。新界東地域舉辦的「開心家庭舊北區理
民府開放日」，讓不同支部成員在新界東地域總部享受童軍活動的樂趣。另外，「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賽」
計劃於今年舉行，本刊將介紹最受歡迎的項目—獨木舟，各位正在努力備戰的成員，切勿錯過。

  總會近年銳意發展航空活動，若成員對此有興趣，甚至有志從事航空事業，總會都舉辦了活動，讓成
員邁進航空專業的領域。青少年活動署舉辦的了多個活動，為有志成為航空訓練員的領袖而設；九龍地域
的「準飛行員之『首航 First Flight』」則以童軍支部為對象；至於新界地域航空組的「尚飛．十環」，對象主
要是幼童軍航空章及天文章為主。我們見到各級成員踴躍參與，可見香港人真的喜歡「飛」。

  踏進 2 月，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第五波，這一波疫情的傳染力極強，感染人數也屢創新高，童軍活
動被迫再次暫停。雖然疫情嚴重，大家再次留守家中，但我們已累積了兩年網上活動或教學的經歷，相信
各項活動在網絡世界進行絕對不是難題。月刊期望這波疫情盡快緩和，好讓大家重投童軍運動的樂趣。

總部動態
1	 重拾童心 小幼童深樂繽紛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
2	 「關愛社區」—有愛童在
4	 新界東地域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 2021
6	 九龍地域小童軍 36 周年—小童軍錦標賽
7	 創造有利條件 貢獻社群 綜合教育中心
8	 青少年活動署航空活動
10	 準飛行員之「首航	First	Flight」
12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冷智識篇 ( 二 )	
13	 參觀高鐵石崗車廠	
14	 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16	 尚飛‧十環

悼文	
18	 悼念新界地域副地域總監 ( 常務 )
	  蔡文惠Mr	Eric	CHOI	Man-wai
19	 悼念前九龍西區總監	
	  鄧錦仁	Mr	TANG	Kam-yan	MBE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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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參與童軍運動的初心
  今年繽紛日以「童心」為主題，期望參加者透過活動重拾參與童軍運動的初心。
大會因應疫情，在同日按不同支部的程度及需要劃分五個場次，希望為成員帶來
更佳的體驗。參加者以小隊為單位，參與由不同屬會主持的分站活動，探索及收
集不同的童軍元素。分站活動後，參加者隨即參與室內營火會，將代表童軍元素
的信物投入營火，象徵成員的付出和貢獻。營火會的故事圍繞探索「童心樹」，反
思童軍運動對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童心樹」最後長出「童心果」，作為是次活動
的憑證。

  此外，大會亦創作了一首主題曲，並拍攝音樂短片，展現我們理想中的童軍
世界。以下為歌詞摘錄：

  翻山越嶺歷奇 經歷無盡天地
  同步前往 路在遠方 即管到訪
  喜悅時可分享 氣餒吧我亦在場
  本著行旅精神 每里路仍像最初 你我 

重拾童心 小幼童深樂繽紛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

文 :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 籌備委員會主席 關浩然

相隔兩年，「港島童軍繽紛日」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在香港
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再度舉行，活動亦納入為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認可慶祝活動之一。

童心・暖意捐贈大行動
  童軍誓詞中的「對別人，要幫助」是童軍運動的
初心之一，因此大會舉辦「童心・暖意捐贈大行動」，
鼓勵成員捐贈食品及舊衣予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和長春社，讓有需要的人
士受惠。

  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勞苦功高的籌委會及工作人員
努力帶出「童心」主題，使活動得以圓滿成功，亦要
感謝參加者和領袖的全情投入。期待明年與各位童心
同行，再展繽紛！

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 主題曲《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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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陳仲媚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舉辦
第二次「『關愛社區』—有愛童在」活動，

是本署在 2021/2022 年度舉辦的第三個「香港童軍
百周年紀念大樓—關愛社區支援計劃」系列活動，
旨在讓一班有經濟需要的青少年參與不同類型的領
導才活動，從中認識童軍運動和體驗童軍生活，吸
引他們成為童軍一份子，達到薪火相傳的理念。

  當日共有 77 名來自不同學校、社區服務中心及慈
善機構的青少年參與各個分站活動，包括：「防災」、
「童軍招募」、「心靈粉彩畫」、「滑翔機」、「小火箭」、
「金氏遊戲」及「小隊遊戲」等。參加者需要與其他組員
合作，共同完成不同活動的挑戰及目標。大會特別在
活動中加入五個地域及童軍區的元素，加深參加者對
香港童軍的認識。

「 關 愛 社 區 」 — 有 愛 童 在



HK SCOUTING 454

04
總 部
態動

05
HK SCOUTING 454

新界東地域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已於2021年 12月 5日假大埔舊墟公立學校順利舉行。
疫情下，童軍活動減少，成員考取支部最高獎章的挑戰更大。有見及此，是次活動以

「凝．聚」為題，旨在表揚獲獎成員迎難而上、勇敢不怕難的精神，希望他們能夠互相鼓勵，
於童軍生涯繼續發光發亮。

新 界 東 地 域 青 少 年 獲 獎 人 士 聚 會 2021
文：大埔南區助理區總監 ( 童軍 )   許穎妍

分享成員喜悅
  大會邀請了新界東地域副會長朱俊華擔任主禮，頒發獎項予各
獲獎成員。雖然出席人士都需嚴格遵守防疫措施，但亦難掩他們高
興的神情，興奮地拿著精心製作的道具拍照留念。

  雖然疫情令童軍活動受限制，但憑著成員及領袖對童軍運動的
熱誠，相信必定能繼續逆水行舟，改革創新，將經驗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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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小童軍 36 周年—小童軍錦標賽」
在 2021 年 12 月 12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

順利舉行， 16 隊參賽隊伍竭盡所能，以最佳表現
完成各項事工。在疫情下，籌備比賽並不容易，
但有幸多位領袖及熱心的區職員支持，在統籌、
規劃及活動進行時等都給予很大的幫助。比賽得
以成功舉行，絕對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九龍地域小童軍 36 周年—

小 童 軍 錦 標 賽
文：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賴文豐

體驗童軍活動的樂趣
  賽前，大會回應疫情準備了多個應變方案，幸好最終順
利舉行。比賽旨在讓成員快樂地體驗童軍活動的樂趣，從而
促進身心健康發展，各個事工都以歡愉快樂及團隊合作為重
點。比賽項目除了要求成員有充足的訓練及準備外，亦著重
成員間的互相合作，項目包括：「來找碴」、「眼明手快」、「快
樂傘顏色分不清」及「你掀我按」。當日，各參賽隊伍均使出
渾身解數，爭取佳績，比賽氣氛熾熱。

體現童軍精神
  大家都非常投入比賽，忘形地為自己的隊伍打氣加油，
令現場氣氛更熱烈和高漲。成員雖然年紀輕輕，但展現出體
育精神，遵守比賽規則，恪守童軍的紀律，令人欣慰和欣賞。
是次比賽能夠成功舉行，實有賴一班來自九龍地域的領袖及
評判的付出，還有一眾參加者的投入，在此向大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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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綜合教育中心經理 鄭敏怡

總會綜合教育中心除了提供自費和多元化的課程外，亦積極協助政府提供資助課程，例如僱員再培
訓局、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課程，藉此協助社會各個階層人士，增強他們的競爭力及提升就業

機會。受疫情影響，失業或有意轉職的人士不斷上升，再培訓需求亦持續增加。

成人電腦班 咖啡拉花班 咖啡調製班

花藝設計課程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創 造 有 利 條 件  貢 獻 社 群
綜 合 教 育 中 心

課程種類繁多
  現時中心提供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保健員、護理員、
醫護支援人員、物理治療助理、職業治療助理、保安、產
婦護理、嬰兒護理、電腦、英語及普通話課程等。為配合
培訓發展，中心不斷按培訓需要，添置不同實習教材，令
課程和實際工作環境更為相似。另外，視乎行業需要，中
心為學員安排實地參觀及實習，讓學員更深刻了解實際工
作模式。中心亦會主動聯絡相關行業僱主，藉此更新行業
資訊、入職需求及發展潛力，鼓勵他們聘請中心的畢業學
員，善用所學，回饋社會。中心將定期分享工作轉介的經
驗，為有需要學員提供職前輔導。

專業師資
  師資方面，中心按僱員再培訓局的資歷要求聘請合資
格導師。導師均是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擁有多年培訓經
驗。課堂上，導師除教授基本行業知識外，更會透過不同
案例與學員分享實際工作經驗。學員亦按需要向中心申請
課後練習，學習實務技能。

  中心於 2010、2018-2019、2019-2020 年度均獲僱員
再培訓局頒發「ERB 課程管理獎」，表揚中心提供質量並重
的培訓課程和服務，協助學員通過培訓增值自強。

  大家可瀏覽綜合教育中心網頁以獲取最新資訊。
www.scout.edu.hk。

總 部
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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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動署於 2021 年 8 至 11 月期間舉行了多個航空活動，希望加深領袖對航空
的了解，日後他們能為投身航空業或出任各級航空活動教練員作出準備。

青 少 年 活 動 署 航 空 活 動
文：助理總部總監 ( 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   蕭敬倫

航空工程領袖工作坊
  青少年活動署在 2021 年 11 月 20 日於香港飛行總會
舉行了首次航空工程領袖工作坊，讓領袖可以親身體驗飛
機維修工作。工作坊由香港飛行總會飛機維修經理Dandy
教授，他有超過 40 年飛機工程經驗，是香港少數具有小
型飛機至大型民航機維修經驗的專家。

  當天學員先學習認識工具及各種航空發動機的特性，
其後利用已退役的 R22 直昇機進行實習，當中的 R22 引
擎火星塞裝拆檢查看似簡單，但實際上有很多細節不能在
書本上學到。另外，學員學習如何人手移動直昇機進出機
庫及實地了解直昇機傳動原理，包括直接用手轉動尾旋翼
觀察，引證主尾旋翼傳動關係等，這些對他們而言都是過
去極少涉獵的知識。能夠從做中學習對學員而言十分愉快
及吸引，期望他們日後繼續探索航空領域。

童軍航空專才綜合發展計劃
  總會內有很多在航空領域持有專業資格的領袖，得悉他們大
多數均有興趣協助童軍航空活動發展，青少年活動署於 2021 年
8 至 9 月舉行「童軍航空專才綜合發展計劃」，14 位學員主要為
持有飛行執照之領袖，包括航空公司機師、航空交通控制主任、
商用及私人機師執照持有人等，高手雲集。由於學員已有一定航
空基礎知識，計劃以現有童軍航空課程為本及再整合內容，以學
員簡報分享及自學模式進行，加強學員的教授技巧。學員完成最
後課節後，會進行 15 小時的模擬飛行訓練。為配合課程設計，
我們邀請了數位總會領袖訓練主任及飛行教練出任導師，以提高
學員的施教技巧及模擬飛行教授技巧。

  為貫徹從做中學習精神，學員需進行實習，包括：策劃參
觀航空設施活動、教學、使用空中巴士 A330 模擬機的飛行管理
電腦 (FMS) 設定及使用無線導航設施等。完成計劃後，學員可取
得高級航空活動章教練員訓練班證書及空勤員章教練員訓練班證
書，以符合高級航空活動章教練員及空勤員章教練員的委任資格。

放飛無人駕駛飛機（無人機）系統／遙控模型飛機安全工作坊 
  無人駕駛航空器，例如航拍機近年日趨普及。為了提高安全意識及貫徹總會
發布的《放飛無人駕駛飛機（無人機）系統／遙控模型飛機之安全指引及操作守則》，
以協助領袖成為安全督導員，青少年活動署在 2021 年 10 月 23 日於香港童軍百周
年紀念大樓舉辦了「放飛無人駕駛飛機（無人機）系統／遙控模型飛機安全工作坊」，
邀請到富多年操作遙控模型飛機經驗的香港模型飛行會主席羅希孝主講，講解現
行民航條例的相關條款，並指出有關限制的認知誤區，亦深入淺出地講解將於
2022 年 6月正式實施的《民航條例》（第 448G 章）《小型無人機令》與現行法例的
分別，並介紹了無人機常見的操作事故原因及預防方法。

  風險評估其實對於傳統童軍活動或無人機活動都同樣重要，因此筆者亦簡介
《放飛無人駕駛飛機（無人機）系統／遙控模型飛機之安全指引及操作守則》的重點。
而參加者透過小測驗，表現到他們已掌握安全督導員相關知識及專業技巧。最後
大會致送紀念品予主講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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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於 2021 年 12 月 5 日舉行「首航 First flight」，活動以航空學校為背景， 
64 位對飛行充滿興趣及理想的準飛行員 ( 童軍支部成員 ) 需要通過一連串任務及

團隊事工，獲取飛行員資格 ( 初級航空活動章 )。

準 飛 行 員 之
文：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 ( 航空活動 ) 曾卓醍

「首航 First Flight」
學習各個崗位的知識
  活動場地南昌社區中心搖身一變成為航空訓練學校、機場客運站及停機坪。場內沒有「活動負責人」，只有「九龍
航空學校」校長、機場安檢人員、飛行教練、航空學教授及航空歷史專家。一眾剛入學的準飛行員，全都有備而來，
帶同「飛行員手冊」到達。
 
  訓練學校提供飛行理論實驗、飛機小組裝及飛行訓練等；機場客運站則要進行安全檢查、協助維持機場安全及協
助歷史專家整理檔案；停機坪內則有不同的飛機及維修工程，讓準飛行員學習解難。
 
  準飛行員完成整日的挑戰後都表示獲益良多，更有飛行員問道 : 「校長，未來會有更多任務嗎？」喜愛航空的種子
已在不知不覺間埋進大家的心中。期待日後「首航」會有更多航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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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的演變
  獨木舟 (Dogout Canoe) 可說是最古老的水上交通工
具。最初人們挖空大樹幹中心作艇身，利用樹枝作船槳
航行，用作捕魚、運輸及軍事等用途。後來獨木舟發展
成競速運動，並於 1924 年的巴黎奧運會登場，時至今日
已成為奧運會的主要比賽項目。在香港，獨木舟運動於
1950 年代由當時駐港英國軍隊傳入，後來逐漸普及起來。

五花八門的獨木舟
  獨木舟的種類繁多，根據用途衍生不同的款式。簡單
來說，一般使用的獨木舟可分為「獨木舟」(Kayaking) 和「加
式獨木舟」(Canoeing) ，兩者都設有座位 。Kayaking 為
閉合式艇倉，需用雙槳葉的獨木舟槳划行；Canoeing 則
是開放式艇倉，需用單槳葉的獨木舟槳划行。奧運比賽
中設有「獨木舟靜水競速賽」(Canoe Sprint) 和「獨木舟激
流障礙賽」(Canoe Slalom) ，Canoe Sprint 會使用「競賽
K 艇」（簡稱賽艇）；而 Canoe Slalom 則會使用「激流獨
木舟」。在較大風浪的海上划行時，需要使用「海洋獨木
舟」，亦可再細分為「充氣式獨木舟」、「平台式獨木舟」、

「衝浪舟」、「湖泊獨木舟」、「花式獨木舟」及救生艇等。
本地常見的獨木舟項目包括：「獨木舟馬拉松」、「獨木舟
水球」及「獨木舟繞標賽」。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冷 智 識 篇 ( 二 ) 

文 :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品牌推廣組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計劃於今年舉行，今次會
介紹其中一個比賽項目——獨木舟。獨木舟

老少咸宜，所需設備簡單，深受大眾歡迎。

想知道更多「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及獨木舟項目的資訊，請留意大會
Facebook 專頁。

圖片來源 :
香港童軍總會 Facebook 專頁、香港童軍總會海童軍及海上活動組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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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地域聯同港鐵義工隊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舉辦「參觀高鐵石崗車廠」活動，約 20 多名參
加者，包括來自新界東地域的各級總監、會務委員及家屬到元朗石崗的列車停放處 ( 石崗車廠 )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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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 高 鐵 石 崗 車 廠 
文：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方嘉樂 

參觀列車設備
  導賞人員簡介了高鐵香港段最常見的三款列車「復興號」、
「和諧號」及「動感號」。高鐵連繫了香港和國內各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廣州及深圳，進入內地段後，時速可達 350 公里。接著
參加者登上香港獨有的高鐵「動感號」列車，它的車身印有波浪
型紅白長紋圖案，車頭兩側有橙色弧形紋，列車高速行駛時就
像飛龍，突顯香港的活力和動力。

  車廠設有三層工作台，分別用作檢查車頂、車廂及車底。
維修人員每天都會細心檢查，確保安全及有效營運。車廂中的
每張座椅都可轉動方向，座位右上方有小燈、底下有中港兩用
的插座。這些人性化設計提升了空間應用及乘客舒適度，令車
廂更高效能。

  高鐵香港段由 2018 年 9 月通車至今已有三年，由於疫情
關係，由 2020 年 1 月底開始暫停服務。希望疫情早日消退，
高鐵香港段能再次為旅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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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埔的舊北區理民府約建於1907年，是英國在1899年接收新界租借地建立的臨時管治中心，
後來成為新界首座民政大樓，於 1981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甚具歷史價值，2002 年更成為新界

東地域總部。為慶祝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新界東地域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舉辦「香港
童軍 110 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當日陽光普照，風清氣爽，共有約 1,200 名來自
不同單位的童軍成員及家長參與活動。

文：新界東地域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邱雅怡

貝登堡勳爵銅像揭幕儀式
  貝登堡勳爵在 1857 年 2 月 22 日在英國倫敦出生。1907 年，
貝登堡召集了 20 名少年在英國白浪島舉行實驗露營，發表營火
談話，可視為童軍運動的開始，及後童軍運動快速發展到世界每
一個角落。1920 年，貝登堡被各地代表推選為世界童軍總領袖。

  適逢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新界東地域特意鑄造貝登堡
勳爵銅像，聊表敬意，並於開放日邀請了香港總監劉彥樑為銅像
進行揭幕儀式。在新界東地域主席朱俊豪、新界東地域名譽會長
黃耀榮及助理香港總監（新界東地域）黃燁堂陪同下，劉總監為
銅像佩戴繫上友誼結的領巾。揭幕儀式後，黃總監在銅像前，以
傳統形式主持覆誓儀式及頒發總監委任書。

  此銅像是全港首個貝登堡勳爵全身銅像，參照貝登堡勳爵在
第一次世界大露營時向參加者講話時的神態製造，底座有二維碼

（QR Code），介紹貝登堡勳爵的生平。銅像豎立在舊北區理民府，
在百年古蹟襯托下，各顯優雅，互相輝映，日後將成為成員們的

「打卡勝地」。

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開心家庭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古蹟導賞 了解歷史
  最受歡迎的活動是古蹟導賞，新界東地域導賞大使引領參加者參觀
舊北區理民府，認識別具風格的建築物，了解新界及香港的歷史。

  開放日後，地域特別增加兩日接待公眾人士參加導賞團，期望公眾
人士能認識歷史，了解香港童軍服務社群和貢獻社會的精神，藉此推廣
童軍運動。

活動動靜佳宜 配合各支部成員
  大會精心設計多個動靜佳宜的活動，讓不同支部的成員參與其
中，體驗當中的樂趣，相信讀者在照片中也能分享他們的喜悅。動
態活動包括：游繩下降、先鋒工程鞦韆架、古蹟定向、直立式划艇
示範及射箭活動等；靜態活動則包括：童軍文物展覽、熱縮膠匙扣、
幻彩沙樽及模擬飛行等，亦特別加入了 110 周年元素的特色活動，
例如：110 周年拼豆匙扣及童創 110 襟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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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地域航空活動組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
舉辦了「尚飛‧十環」航空活動，邀請了

幼童軍或以上各支部成員及領袖參與。由於疫情
反覆，活動嚴格執行政府防疫措施及總會防疫指
引。在大家的努力下，活動順利舉行，共有 8個
童軍旅參加，善用了新界地域總部及鄧肇堅男女
童軍中心的各個樓層及房間。

尚飛‧十環
文：屯門西區助理區總監 ( 童軍 )   陳君儀
圖：新界地域領袖   蘇國亮

「煙之環天空的學
問」航空氣象

「雷之環流動駕駛
室」無人機體驗

「闇之環創意DI
Y」紙製滑翔機時之環 猜猜我全名 電訊字母

「土之環為你落下來」   降落傘飛標

「水之環 風。假不了的」跑起風箏

「光之環流星的軌
跡」天文知識分享

「炎之環同你一齊
飛！」模擬飛行體

驗

「金之環觀測能見
度」航空金氏遊戲

「風之環無動力滑行」   紙製滑翔機製作 

10 個活動 環環相扣
  是次活動以航空及天文為主題，設有 10 個環節，環
環相扣，包括：模擬飛行體驗、無人機體驗、航空活動教
室及分站活動等。透過不同的環節，有助參加者認識航空
活動受相關知識，從而提升興趣。助理香港總監 ( 新界地
域 ) 陳秋玉擔任開幕禮主禮嘉賓，致辭時提及總會和地域
對航空活動發展上的支持及資源配套。

  近年多間學校增設模擬飛行體驗課程，總會亦設立了
兩個航空訓練中心予成員接受訓練機會。當日活動以模擬
飛行體驗為重心，參加者可以體驗兩部全新的模擬飛行器。
在航空教練的指導下，參加者可以一嘗操控模擬飛機，降
落於跑道，十分滿足。此外，地域亦安排了無人機體驗，
邊過駕駛無人機，參加者可以體驗箇中樂趣。無人機是總
會新引入的項目，希望增進大家的航空知識，提升航空活
動的興趣。

競技環節 增加氣氛
  當日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比賽及龍虎榜，讓參加者互相
競技交流及增加氣氛。當中的「幼童軍手搖機比賽」，80 名
幼童軍自行組裝手搖機及調校，最終有 6 名幼童軍的飛機
成功滑翔整個禮堂，贏得比賽，非常厲害。
 
  整項活動由構思主題，到策
劃內容和籌備工作，工作小組眾
人都各司其職，使活動得以順利
完成。參加者透過嘗試新事物，
增進航空知識和興趣，獲得良好
的體驗，我們亦獲得參加者正面
的回饋與認同。

集齊十環即可獲得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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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界地域副地域總監 ( 活動與訓練 )   陳萬傑

悼念新界地域副地域總監 ( 常務 )
蔡文惠 Mr Eric CHOI Man-wai

新界地域副地域總監(常務 )蔡文惠於1月21日辭世，享年63歲。蔡總監多年來服務於新界地域，
不遺餘力地拓展童軍運動。地域同寅對於他的離世深表哀痛。

 

由成員到前線領袖
  蔡總監自小參與童軍運動，於 1969 年加入荃灣第 9 旅
小狼隊 ( 幼童軍 )，及後晉升至童軍和深資童軍支部，作為
小隊隊長時已顯露領導才能，當年更代表新界地域參加全港
威爾斯太子錦標賽。
 
  1978 年，蔡總監開始擔任領袖，
先後出任北葵涌區及荃灣第 9 旅多個
職位長達 44 年，是荃灣第 9 旅首批

「紅褲子」出身的領袖，亦於 1980 年
成為深資童軍副團長，可見他的熱
忱。他積極參與海外活動，相識滿天
下，友好遍世界各地，促成荃灣第 9
旅聯同新界第 18 女童軍隊聯合慶祝
35 周年，舉行五天的台灣童軍交流
營及多次澳門童軍交流活動。蔡總監
於 2009 年接任荃灣第 9 旅旅長，除
致力扶植年輕領袖外，亦鼓勵成員參
與各項青年會議、活動及比賽，使該
旅能全速發展，成員人數不斷增加。
 

統籌能力出眾
  蔡總監先後出任北葵涌區助理區總監、副區總監及
區總監，積極推動訓練工作。他和順、謙厚，處事公平公
正，贏得各方敬重及友誼，使童軍區上下各施其職，無分
彼此，合作無間。2016 年，他領導舉行的「北葵涌區傷健
同步馬拉松」得到成員及公眾支持，參加者超過 1,500 人。
 
  蔡總監尤為重視領袖及青年參與，任內協調新界地域
各項活動及計劃時表現出色，包括：大露營、「新界童軍
繽紛日」、社區服務及比賽等，他都擔當重要的角色，讓
各級成員都有機會參與及接觸不同種類的活動和挑戰。
     
  2016 年，蔡總監出任新界地域副地域總監 ( 常務 )，
協調 11 個童軍區的工作殊不容易，憑藉他多年經驗，即
使遇到困難都能與各區總監逐一處理，深得成員愛戴和信
任。2021 年，適逢香港童軍 110 周年，蔡總監早已籌備
舉辦「香港童軍 110 活力跑」，惟因疫情限制，他處變不驚，
帶領團隊迅速改變策略，改為以線上形式舉行，最終各級
領袖及總監踴躍參與，參與人數超出預期。活動能在疫情
下舉行得如此成功，再次見證蔡總監出色的統籌能力。

  蔡總監於童軍運動建樹良多，性格隨和，人緣甚佳的
他是地域中數一數二的「好好先生」。他一生與童軍為伴，
地域上下對痛失這位熱心的總監，無不心痛婉惜，我們將永
遠懷念蔡總監！



文：九龍第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鍾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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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前九龍西區總監 鄧錦仁 
Mr TANG Kam-yan MBE

前九龍西區區總監鄧錦仁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與世長辭，享年 90歲。

由成員至領袖
  鄧錦仁先生 1931 年於香港出生，中學就讀九龍華仁書院，受其兄長鄧錦興影響，一同參
加校內九龍第 11 旅童子軍（團長為前香港訓練總監韓志海）及羅浮童子軍。畢業後即以領袖身
份回饋母校，先後擔任童子軍副團長、團長及童軍旅秘書等。在他的領導下，該旅童子軍曾
於五十年代數次奪得全港嘉爾頓錦標。

加入不同崗位 服務社群
  自 1956 年起，鄧先生積極參與九龍區的童子軍事務及行政工作，先後出任童子軍區長及
專責九龍西的副區總監。1958 年，九龍區正式分成東、西兩區，鄧先生順理成章出任新成立
九龍西區的區總監。隨著本港童軍運動迅速發展，童子軍總會於 60 年代初重組架構，九龍西
區於 1962 年正式分為油蔴地、旺角及深水埗三區，鄧先生轉任九龍地方助理地方總監，並於
1965 至 67 年間署理九龍地方總監一職。除了童軍區及地方的管治和拓展，鄧先生亦致力訓
練成年領袖，於 1959 至 1967 年出任童子軍訓練副主任。1967 年，鄧先生因其卓越成就，於
聖佐治日獲頒功積榮譽獎章 。

  鄧先生於六十年代末淡出童軍運動，但仍繼續在其他崗位服務社群。1991 年，他從政府
首席地政主任退休時，獲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員佐勳章 (MBE)，以表彰其對香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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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孔維釗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	 14.12.2021

香港總監嘉許
黎卓輝	 維多利亞城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08.12.2021
朱碧琪	 深水埗西區幼童軍區長	 09.12.2021
房綺禎	 深水埗東區區領袖	 04.01.2022
陳容健	 大嶼山區副區總監	 12.01.2022

總監委任書
總會總部
何世孝	 助理香港總監（領袖訓練學院）	 01.01.2022

公共關係署
曾永昌	 助理總部總監（其他出版）	 01.01.2022

國際署
黎奕軒	 總部總監（活動 1）	 01.01.2022

九龍地域
麥翰龍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1.2022

東九龍地域
楊耀榮	 慈雲山區副區總監	 01.01.2022
何偉成	 黃大仙區副區總監	 01.01.2022
蘇健盈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	 01.01.2022
李文輝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1.2022
方栢麟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1.2022
盧雪兒	 黃大仙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1.2022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Headquarters Scouter
趙良駿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12.2021
鄺廸軒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12.2021
林雋逸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12.2021
謨罕默德顧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12.2021
MOHAMMAD	Gul	
	 Development	&	Adult	Resources	Branch	
黎錦雄	 領袖訓練學院	 01.01.2022

地域領袖
黃凱威	 港島地域	 15.12.2021

梁卓軒	 港島地域	 15.12.2021
黃淑賢	 新界東地域	 15.12.2021

童軍區長
梁可怡	 九龍灣區	 01.01.2022

幼童軍區長
黃柏陶	 深旺區	 01.01.2022

小童軍區長
周芷樂	 將軍澳區	 01.01.2022

區領袖
廖志珊	 鯉魚門區	 01.01.2022

旅長
林添暉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1.2022

副旅長
曾卓醍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15.12.2021
蘇國安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15.12.2021
黎志剛	 璧峰第六旅	 01.01.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李卓敏	 港島第十六旅	 01.01.2022

童軍團長
黃凱威	 港島第十六旅	 01.01.2022
黃柏陶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01.01.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冼蔚文	 港島第二十二旅	 15.12.2021
李沛豪	 港島第一四九旅	 15.12.2021
羅添駿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15.12.2021
黃凱威	 港島第十六旅	 15.12.2021
梁卓軒	 港島第八十一旅	 15.12.2021
徐子恩	 港島第三十六旅 ( 銀禧區 )
TSUI	Chi-yan	Alison	 01.01.2022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余洛鈞	 港島第十六旅	 01.01.2022

幼童軍團長
吳嘉欣	 九龍第八旅	 15.12.2021
李莉莉	 九龍第五十三旅	 15.12.2021

幼童軍副團長
呂震威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15.12.2021

小童軍團長
梁筱玨	 九龍第五十三旅	 01.01.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郭笑霞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01.2022
駱彬琳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01.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地域領袖
林俊名	 新界東地域	 15.12.2021

區物資管理員
楊宏義	 九龍城區	 15.12.2021

助理區領袖
胡凱雯	 筲箕灣區	 15.12.2021
譚富堯	 璧峰區	 01.01.2022

旅長
胡慧華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15.12.2021
鄭嘉儀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01.01.2022
吳滿堂	 新界第一海童軍旅	 01.01.2022

副旅長
韓競濤	 港島第二二一旅	 01.01.2022

樂行童軍團長
柳國豪	 九龍第六海童軍旅	 01.01.2022
區昌傑	 沙田南第五十三旅	 01.0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歐陽綽楠	港島第十六旅	 01.01.2022
潘幗瑤	 九龍第六海童軍旅	 01.01.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翁偉麟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12.2021
方美華	 港島第一八七旅	 01.01.2022
鄭卓鴻	 港島第八十一旅	 01.01.2022
陳駿傑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01.01.2022

童軍團長
羅展燁	 九龍第一六七三旅	 15.12.2021
陳頴舜	 九龍第八十二旅	 15.12.2021
馮朗知	 新界東第一二九七旅	 01.01.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王文軒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15.12.2021

陳主傑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15.12.2021
劉啟迪	 新界東第一○九二旅	 15.12.2021
Julie	FECTEAU	 01.01.2022	
	 九龍第一九二旅 ( 銀禧區 )
	 192nd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蔡鴻銘	 港島第一八七旅	 01.01.2022
林瀚智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	 01.01.2022
葉劍生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	 01.01.2022
陳致宏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01.2022
王吉祥	 港島第二一五旅	 01.01.2022
陳智豪	 九龍第二○五旅	 01.01.2022
劉勝華	 九龍第六海童軍旅	 01.01.2022
李嘉輝	 九龍第六海童軍旅	 01.01.2022
羅麗茵	 九龍第六十一旅	 01.01.2022
盧景彤	 東九龍第三○○旅	 01.01.2022
李昊晟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01.01.2022
張恩澤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1.2022
黃清紅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01.01.2022
莫海瀅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01.01.2022

幼童軍團長
鄭佩佩	 九龍第二○二旅	 15.12.2021
謝韻然	 大埔北第十二旅	 15.12.2021
梁思欣	 港島第一一四三旅	 01.01.2022
鄭玟瑜	 港島第二三九旅	 01.01.2022
楊榮基	 九龍第六旅	 01.01.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鍾劍峯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15.12.2021
葉冬艷	 九龍第二○二旅	 15.12.2021
王學林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	 15.12.2021
黃穎賢	 港島第七旅	 01.01.2022
楊銘堯	 港島第二二六旅	 01.01.2022
陳韋璁	 九龍第十三旅	 01.01.2022

小童軍團長
張佩珊	 雙魚第九旅	 15.12.2021
陸瑪麗	 大埔北第十二旅	 15.12.2021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沈君瑜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12.2021
陳畹鈴	 九龍第三十三旅	 15.12.2021
關艷容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李煥玲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施嘉嘉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鍾玉婷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李詠詩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王藝利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15.12.2021
顧雲紅	 銀禧第一五七三旅	 01.01.2022
KOO	Wan-hung	Joann	
	 1573rd	Silver	Jubilee	Group	
梁允妮	 銀禧第一五七三旅	 01.01.2022
LIANG	Wan-ni
	 1573rd	Silver	Jubilee	Group	

領袖委任書註銷
樂行童軍團長
王其昌	 港島第六旅	 31.12.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陳靖珆	 港島第二四二旅	 01.01.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項靜嫻	 港島第二四五旅	 10.12.2021

小童軍副團長
李炫熹	 沙田西第二十四旅	 14.12.2021

旅團註銷
沙田西第二十四旅	 14.12.2021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美松苑））
	

新童軍旅註冊
港島第一八二七旅	 01.01.2022
（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
港島第一八二八旅	 01.01.2022
（港島西區區務委員會）

木章 Wood Badge

何展才	 童軍	 16/12/2020
董詠詩	 童軍	 16/12/2020
蘇詠嫺	 童軍	 16/12/2020
林偉明	 幼童軍	 16/12/2020
馮藹照	 童軍	 23/12/2020
邱佩興	 旅長／總監	 23/12/2020
梁愷翹	 幼童軍	 19/04/2021
何偉民	 旅長／總監	 19/04/2021
鍾銘浩	 深資童軍	 19/04/2021
伍鏡波	 幼童軍	 19/04/2021
HARRIS	Tammy	Yuen	Tai	 童軍	 19/04/2021
NAIRNE	Douglas	James	 童軍	 19/04/2021
何國龍	 旅長／總監	 19/04/2021
麥曼菱	 小童軍	 02/05/2021
譚嘉晞	 深資童軍	 12/05/2021
陸詠德	 幼童軍	 13/05/2021
VINSON	Jeremy	Mark	 童軍	 20/05/2021
周恒晉	 童軍	 25/05/2021
杜家偉	 童軍	 25/05/2021

梁程遠	 童軍	 16/06/2021
周達昌	 幼童軍	 16/06/2021
陳梓勤	 童軍	 02/07/2021
夏令瑜	 童軍	 16/07/2021
黎文豪	 小童軍	 16/07/2021
洪嘉華	 童軍	 16/07/2021
陳凱倩	 童軍	 02/08/2021
許 俊	 童軍	 02/08/2021
謝玉琼	 幼童軍	 13/08/2021
簡世樂	 幼童軍	 13/08/2021
EDUSSURIYA	Priyantha	Sanath	 童軍	 02/09/2021
羅婉儂	 幼童軍	 02/09/2021
葉愷傑	 幼童軍	 02/09/2021
夏漢彬	 樂行童軍	 24/09/2021
趙良金	 童軍	 24/09/2021
何乃昌	 童軍	 24/09/2021
張紹良	 幼童軍	 24/09/2021
沈志偉	 童軍	 24/09/2021

何貴樑	 童軍	 19/10/2021
周玉鴻	 童軍	 19/10/2021
潘兆麟	 童軍	 19/10/2021
勞穎欣	 童軍	 27/10/2021
陳耀昌	 行政人員	 08/11/2021
關源榮	 行政人員	 08/11/2021
伍燕梅	 行政人員	 08/11/2021
彭樂儀	 幼童軍	 10/11/2021
湯穎芝	 童軍	 10/11/2021
張家明	 童軍	 10/11/2021
林昇洪	 行政人員	 10/11/2021
黃玉芬	 童軍	 15/11/2021
湯子熯	 深資童軍	 15/11/2021
阮詠儀	 幼童軍	 15/11/2021
楊艷華	 童軍	 18/11/2021
何靜嫻	 童軍	 30/11/2021
王綺蓮	 行政人員	 30/11/2021
李子健	 行政人員	 3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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