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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 年起，香港童軍每五年舉辦一次周年紀念性質的全港大露營。2021 年，香
港童軍正式踏入 110 周年，然而因新冠疫情肆虐，所以許多活動計劃都被擱置。

時至今年疫情逐漸放緩，因此總會重啟計劃，將於今年年底舉辦「『一世童軍』110 大露
營」。為此，本刊今期亦特別展開回顧，將自 1957 年起至今的歷屆香港童軍大露營，
一一為讀者作出簡介。

　　另一方面，在疫情之下童軍成員亦漸漸習慣於網上進行活動的模式，而香港訓練
隊亦不例外，趁著 70 周年之際，亦展開了全年的網上活動。這一系列的活動，主旨在
於讓童軍領袖們不但要適應全新的教學模式，同時也要注意確保教學質素。

　　除了本港之外，網上活動亦可伸延至世界各地。像是本會內地事務署及國際署於
今年 5 月再度舉辦的「香港、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中，即邀得馬來西亞的童軍及
中國四川綿陽市的青少年們透過網絡進行交流，真的天涯若比鄰。

　　童軍的活動在靜態之外，當然亦少不了動態的活動。「東九龍地域運動會」即創新
地打破一般的運動會模式，竟別開生面利用科技舉行線上運動會。參加者利用應用程
式或拍攝作記錄，完成後上載證明，達到指定天數即可「成就解鎖」，獲得不同階段的
紀念品。由此足見，只要大家一同為香港童軍運動而努力，是可以有無限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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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對疫情多時，不少童軍活動都暫停進行或取消。不過成員努力不懈，本著童軍勇敢不怕難的
精神，成功把不少活動改為網上或以混合模式進行，香港訓練隊70周年亦發起全年的網上活動。

「香港訓練隊 70 周年 HASHTAG 大挑戰」獲不少領袖響應，發佈了領袖訓練的相片或影片，和成員
分享當中的回憶，更可藉此換領Woodie 及 Winnie 的紀念章。對於領袖而言，除了適應全新的教學
模式，確保教學質素同樣重要。訓練人員對此深有感受，藉此機會分享他們這兩年來的心路歷程。

香港訓練隊70周年香港訓練隊70周年香港訓練隊70周年香港訓練隊70周年香港訓練隊70周年
慶祝活動回顧 慶祝活動回顧 

領袖訓練主任　霍偉倫
　　不經不覺，由 1991 年加入訓練隊大家庭擔任訓練助務員至獲委任為領袖訓練主任
已 27 年，經歷了五任助理香港總監 ( 港島地域 ) 及港島地域副地域總監 ( 訓練 )。由放
影機膠片、彗星一號中文系統及短褲訓練制服年代，到現時的電腦簡報、微軟視窗 10
系統、互聯網至大數據時代，我們不斷努力求變，與時並進。然而我們時常說：「年資
不等於經驗，經驗不等於能力」，有人工作一、二十年，其經驗或能力只局限於一、兩
項，而有人工作一、兩年就具備了多項能力，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主要來自於態度。在工
作或接手任務時，需考慮應有態度、技巧和知識，如果技巧很熟練，知識也很豐富，惟
態度不積極，此項工作最後可能會事倍功半；相反地，如果意願很高，然而技巧或知識
不足，此時宜給予適當的訓練。態度 (Attitude)、技巧 (Skill) 和知識 (Knowledge) 的首
個英文字母組合就成“ASK”( 詢問 )，亦即工作時可以此三者作為「詢問」之對象。雖
然在此漫長日子，當中有喜有樂，不過一定得多過失，而本人會以積極態度應用於童軍
生活甚至自己的生活上，最後給大家一段本人於第 71 屆童軍領袖高級訓練班 (2013) 給
各參加者的寄語：終身學習 ! 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曾於其著作 Rovering to Success 中
說道：「許多年輕人在二十幾歲就相信，他們已經知道了所有應知道的事，而且希望其
他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三十幾歲時，卻發現還有一、兩件事等著他去學。到了四十幾歲，
他們才知道，還有太多的事需要學習。」擇自〈貝登堡的足跡，莊坤良譯，第 56 頁〉共
勉之。

領袖訓練主任　郭志強
　　我在參與領袖訓練工作前，已是一個有超過 20 年的前線經驗的領袖。從參
與領袖訓練和前線工作中，我得到很多前輩指導，給予機會，提供空間發揮，讓
我獲益良多，感謝他們的指導。接任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 ( 活動與訓練 ) 後，
傳承和改變是重要任務。因應社會環境改變和新事物挑戰，訓練隊要與時並進及
變得更年輕。固有原則十分重要，但墨守成規會令發展空間變得狹小。我們每天
都要面對挑戰，如疫情期間要進行網上教學或混合學習模式等，因此訓練人員需
要跳出框架，不可固步自封，要不斷反思，更新並切合成年領袖的需要。雖然已
有既定的課程內容，但方法千變萬化，且希望他們將學習到的技能實踐在青少年
成員身上。希望各訓練人員都有任重道遠的使命感。

文：訓練人員



領袖訓練主任　李大富
　　我有幸於 2017 年 4 月獲推薦參加由澳洲童軍會假墨爾本基維爾營地舉辦
之領袖訓練主任訓練班，想藉此分享當中軼事。當地營地位處山谷，除辦事處
有固網電話及微弱上網訊號外，其餘地方都無法收到訊號。所以，全部參加者
在六天班期都可專心一致完成學習。回想在香港，如果有訓練班在同樣環境下
進行，估計沒有參加者會報名參加呢 ! 營地內除美麗天然景色，戶外活動和歷
奇設施外，亦建有不同富童軍特色及傳統文化的建築物或地標，好像營火場旁
刻有童軍創辦人貝登堡簽名的圖騰（Totem），象徵毛吉利及狼群於滿月下集會
的 Council Rock，升旗廣場旁通道上刻著童軍規律的 10 條燈柱（Scout Law 
Street Lamps），露天小教堂（Chapel）和貝登堡曾於到訪澳洲基維爾營場時
入住的木屋（The Lodge）等，都令營友目不暇給，增廣童軍傳統文化和知識。
每日四餐和兩次茶點都是由不同小隊協助餐前擺設、分發食物和飲品及餐後清
潔等。此外，小隊亦負責在用餐前領唱「謝飯歌」。「謝飯歌」連 Gilwell Grace
在內，共有 32 首，全由前營友發揮小宇宙為熟悉的童軍歌、童謡或流行曲音調填上新詞，適合不同年齡，
不同支部成員跟唱。我亦藉此難得機會，將所有「謝飯歌」帶回香港，亦曾在不同領袖訓練班中運用，
深受歡迎。（如任何隊友有興趣，可私下聯絡。）每組的導修員（Tutor）在整個班期內，都會陪伴參加者
左右，隨時幫助參加者解決疑難，適時提出意見，引領思考等，亦會充分做好課前準備，例如：認識各
組員背景和資歷和學節內容等，隨時支援。我對於他們工作態度，事前準備，帶領參加者的方式等深感
敬佩，會繼續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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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主任　李佩芬
　　由加入訓練隊成為訓練班助務員開始，晃如進入童軍的新領域。由以前「被教」
變成「提供訓練」。雖然本身有教學經驗，但範疇和對象年齡都不一樣，感覺新鮮
亦新穎。在前輩帶領下，學習如何教、為何教、何時教及背後的理念，例如處理
訓練班的行政及設備事宜等。

　　成為領袖訓練員便要獨自站出來，面向參加者，教授課節，帶領一個小隊的
領袖成長，又是另一個挑戰和學習。成為助理領袖訓練主任後，以為教學已經豐
富，駕輕就熟嗎？不是呢，那才是學習如何管理訓練班的開始，以往只是單一著
眼訓練班的行政或設備，或只專注教授一個課節，一個小隊，現在就要學習如何
管理具規模的訓練班，構思訓練班內容，還要協助帶領新晋的訓練隊員，尤如當
初老前輩們待我一般。成為領袖訓練主任，以為終點在望，甚麼都學會了 ? 科技
日新月異，教學方法天天在變，每次協助訓練班，見到年輕一輩新穎的教學方法，
先進的教材處理，都不禁驚嘆，真的要「教到老，學到老」，不能停步，否則不進
則退。有感教而後之學不足，希望與所有訓練隊成員共勉之。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盧沛霖
　　有人說「東九有很多武將」，言下之意文官少。果然，地域
的訓練人員在技能敎授方面高手林立，但文官相對較少。在刻
意安排與機緣巧合下，加上訓練人員不斷自我進修，接受挑戰，
這個現象漸漸地改變過來，平衡多了。訓練班能聚集不同方面
的專才，守好每一個崗位，配合其他人的工作，合眾人之力，
便大致妥當。

　　參與最多又具挑戰的訓練班莫過於領袖初級訓練班，需要
向一群不認識童軍運動的人士介紹童軍運動，讓他們對運動產
生興趣；挑戰在於因熟悉而「輕視」變得照本宣科。我們要說得有趣，清楚簡明，並不斷嘗試運用不同的活動和手法，
更不可忘了更新資料，讓訓練人員掌握最新訊息。看見訓練人員認真地核對更新資料和費盡心思選擇支部活動，正
好反映這實是練兵的好場所。

　　我曾經因訓練班在白沙灣度過多個晚上。訓練員忙於為參加者安排活動，也利用機會一起在漫漫長夜交流經
驗，分享心得和苦與樂。訓練員之間也習慣在深宵談天宵夜，藉此商議訓練大計，又或爭辯決定。不論如何，大家
就是歡喜這種氛圍，可見團結精神。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何偉強
　　高質素的領袖成就高質素的童軍運動，因此領䄂
訓練至為重要，感恩貝登堡勳爵以他的智慧及崇高
的願景，建立穩健的童軍運動基礎及木章訓練架構，
讓童軍運動得以薪火傳承。訓練隊一直承擔著領䄂
訓練的使命，任重道遠，身為訓練隊隊員不分上下，
務必齊心協力以無比的熱誠，以身作則，用生命影響
生命，為青少年的培育工作燃燒生命，與各級領䄂和
成員「童路同行」！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曾麗珊
　　猶記得當初加入訓練隊希望透過領袖訓練工作，將更多訓練資訊帶回童軍旅，並將
我在各班領導人及班職員們身上所學到的承傳下去。多年來這個信念不變，希望整合我
在工作、學業及童軍訓練所學到的經驗及知識，並以容易吸收的方式去講授，我認為這
就是訓練人員的工作。感謝當年推薦我加入訓練隊的關褀總監，亦感謝每一位在我童軍
訓練生涯中教導過我及並肩作戰的好隊友。今後在發展一日千里的科技下，相信我們作
為訓練人員的工作將會更具挑戰，我會昂首闊步，不忘初心，繼續與隊友們一起訓練更
多有質素的領袖，培育青少年成員，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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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員　廖志珊
　　由成為訓練助務員至獲推薦成領袖訓練員，負責過的工作及遇到的機遇，對於已走了人生一半
路，不怕苦的我，也是有酸有甜，對我影響良多。訓練隊員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專長，但身
處同一隊下，大家不會計較「工種」，而是希望參加者除了學習新知識之外，也能感受到服務的意義
和態度。曾經有位比我年輕，但訓練經驗比我豐富的兄弟對我說：「領袖訓練工作猶如人生學習，根
本是在培養一個人，不是技巧，不是學識，而是人一生的態度啊。」

　　除了訓練班各項工作外，現初嘗在職訓練輔導。我不
時要提醒自己，我是參加者的同行者，雖然他們需要輔導
員的指導，但更需要支持和鼓勵。訓練路在我們而言，下
一站可能是助理領袖訓練主任，更或「四粒木」。相比下，
我們的參加者，是童軍運動的將來，要走的路更長更遠。 

訓練助務員　費盛泉
　　不知不覺已加入東九訓練隊伍數個年頭，開始了前人口中「搬、抬、托」
的工作。請不要誤會，這並非說訓練助務員的工作簡單、無聊又辛苦，而是
所有事都要從基本學起，這是應有的心境。如文書工作，每一步要求十分嚴
謹，從未經歷過；設備管理工作原來不只是買茶點小吃，運送物資，作為訓
練班的小齒輪，細緻到適時調節場地燈光的柔和度或在不同時段安排不同的
茶點。或許這不會影響訓練班的進行是否順暢，但卻足以左右參加者在檢討
中選擇 4 還是 5 呢。當然，訓練助務員還要學習不同的施訓及輔導技巧，
更重要的是訓練心態和目標。這是沒有終點的旅程，還是要堅持走下去！　

訓練助務員　張嘉政
　　成為訓練助務員不經不覺已十載，回想當初獲邀加入，從設備管理員開始，讓我
參與不同類型訓練班，認識到訓練班不同職位的重要性及互相配合。訓練班工作外，
同時旁聽重溫課節。富經驗的前輩們，讓我學習到不同技能、正確觀念、應有態度、
經驗、組織、計劃、不同施教方法和技巧及不同層面的反思，讓我體驗到訓練助務員
須不斷自我挑戰和學習。在前輩的指導下獲益良多，領袖訓練的技巧各有特色，領袖
訓練路上，慶幸有你們一起，願所有訓練人員在訓練路程上繼續發光發熱，承傳這份
熱誠。

專科訓練員 (領袖訓練主任 )　馮少卿
　　1979 年，獲恩師黃紹光推薦加入港島地域訓練隊，80 年代前往英國基
維爾營地參加領袖訓練主任訓練班，獲益良多。91 年獲選為港島地域訓練
隊該年度「Trainer of the Year」最佳訓練員，及獲資助前往瑞士 Kandersteg 
International Scout Centre 研習及體驗童軍中心的運作，了解不同國家的
童軍文化。多年來服務訓練隊，擔任不同的訓練工作崗位，累積經驗，增進
知識，磨練技能。我分別於 2000 年及 2018 年兩次協助制訂及參與修訂領
袖木章訓練系統及檢討工作。期間亦參與及出席海外童軍會議及工作坊，擴
闊視野，體驗童軍精神，教學相長。領袖訓練工作需要不斷學習，秉持傳統，
傳承使命，勇於創新，接受挑戰，與時並進，培育更多優秀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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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首次於 1957 年舉行全港童軍
大露營，2001 年起更約 5 年舉辦一

次全港大露營以紀念周年。2021 年，香港
童軍踏入 110 周年。為慶祝是次盛事，總
會將於 2022 年年底籌備了「『一世童軍』
110 大露營」，讓成員能夠參與其中。大家
可以留意總會發布的最新消息，今期會先回
顧歷年的大露營：

香港童子軍大露營
地 點：上水金錢村
舉行日期：1957 年 10 月 19 至 22 日
目的：慶祝世界童軍運動成立 50 週年
 紀念及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百歲冥壽
參加人數：1,361

香港金禧大露營
地點：九龍仔（即九龍仔公園現址）
舉行日期：1961 年 12 月 27 日至
　　　　　1962 年 1 月 2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運動 50 週年
參加人數：2,732
主題：天下一家

香港童軍鑽禧大露營
地點：新界青山（即屯門大興邨現址）
舉行日期：1971 年 7 月 23 至 29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運動 60 周年
參加人數：約 5,000
主題：大同

香港鑽禧大露營
地點：西貢大埔仔
舉行日期：1986 年 12 月 27 日 至 
　　　　　1987 年 1 月 1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 75 周年
參加人數：5,143
主題：邁進

香港童軍賽馬會跨世紀大露營
地點：西貢郊野公園灣仔半島
舉行日期：1999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00 年 1 月 2 日
目的：迎接新紀元的來臨
參加人數：3,350
主題：邁向新紀元，同享大自然

香港童軍 90 週年紀念大露營
地點：西貢郊野公園灣仔半島
舉行日期：2001 年 12 月 23 至 26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運動 90 周年
參加人數：超過 3,500
主題：竭盡所能

2006 年香港童軍 95 周年紀念暨
2007 年世界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
地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舉行日期：2006 年 12 月 27 至
 　　2007 年 1 月 1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 95 周年及
　　　世界童軍 100 周年
參加人數：1,500

慶祝童軍百周年世界同步大露營
地點：西貢萬宜水庫西壩
舉行日期：2007 年 7 月 29 至 8 月 2 日
目的：與英國舉行的第 21 屆世界童軍
 大露營同步慶祝世界童軍運動
 100 周年
參加人數：1,500

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
地點：大嶼山竹篙灣 ( 香港迪士尼樂園側 )
舉行日期：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 月 1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 100 周年
參加人數：5,157

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
地點：大嶼山竹篙灣 ( 香港迪士尼樂園側 )
舉行日期：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7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 105 周年
參加人數：5,600

「一世童軍」110 大露營
地點：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南丫島戶外及
　　　環境活動中心
舉行日期：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7 日
目的：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
主題：SDG@HK110Jam

資料整理：優梓資料整理：優梓

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香港童軍歷屆大露營回顧



了解實用技能及知識
　　本中心早前獲僱員再培訓局委託開辦「護理員訓練課程基礎證書（精修班）」於 3 月推出課程並
已完成兩次培訓。學員完成三天培訓後，即可躋身護理行業，應徵院舍護理員職位，以解安老院舍
或殘疾院舍的燃眉之急。雖然課程訓練期只有 24 小時，較常規課程濃縮，但課程中具備理論與實習，
能讓學員了解日常起居照顧、扶抱和轉移技巧、口腔和足部護理、量度生命表徵及溝通等實用知識
及技能，以及相關法例和實務守則等。

　　雖然課程緊湊，但學員均在愉快和積極的環境下學習，有 33 名學員順利畢業。此外，出席率
達六成以上的學員可獲僱員再培訓局發放培訓津貼，而出席率達八成以上的學員更可獲三個月的就
業跟進。順利入職並符合資格的安老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僱員更可透過其任職的院舍向社會福利署
申請院舍員工特別津貼。

　　整體而言，對於有志或待業的人士，接受培訓不但能多學一項技能及充實自我，更能解決當下
「無工開」的情況，緩解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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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大部分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手
嚴重短缺。因應護理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識

及技能，僱員再培訓局於 2 月開始籌辦短期護理員
照顧課程，使更多有志人士完成短期課程便能投身
護理業，確保安老院舍長者及殘疾人士院舍院友於
疫情期間仍能獲得妥善照顧。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綜 合 教 育 中 心
護 理 員 訓 練 課 程 基 礎 證 書（ 精 修 班 ）

文：課程主任　李珮詩

　　大家可瀏覽綜合教育中心網頁以獲取最新資訊 www.scout.edu.hk。　　大家可瀏覽綜合教育中心網頁以獲取最新資訊 www.scou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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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香港、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香港、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
介 紹 當 地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遺 ）項 目介 紹 當 地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遺 ）項 目介 紹 當 地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遺 ）項 目介 紹 當 地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遺 ）項 目介 紹 當 地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遺 ）項 目

文：內地事務署總部總監（發展）  張俊平文：內地事務署總部總監（發展）  張俊平

介紹各地的獨特文化
　　馬來西亞童軍代表介紹當地由多種族人士組成的獨特文化、多達 137　　馬來西亞童軍代表介紹當地由多種族人士組成的獨特文化、多達 137　　馬來西亞童軍代表介紹當地由多種族人士組成的獨特文化、多達 137
種的語言及不同的傳統習俗；四川綿陽第一中學學生代表介紹了北川羌族種的語言及不同的傳統習俗；四川綿陽第一中學學生代表介紹了北川羌族
特有的「羌繡」手藝，學生穿著色彩鮮豔的傳統服飾講解羌繡文化，帶起了特有的「羌繡」手藝，學生穿著色彩鮮豔的傳統服飾講解羌繡文化，帶起了
與會者的濃厚興趣；香港童軍代表則介紹我們熟悉的「絲襪奶茶」，講解了
沖泡美味奶茶的六個重要步驟，令大家食指大動，希望可以馬上品嚐一杯。

　　活動結束前，高教授對匯報提出評語，並感謝大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熱切關注和努力維護。籌備小組認為學無止境，疫情不應成為持續學習
的障礙。我們提供了平台讓年輕人能夠與不同地區人士溝通，鼓勵大家擴
闊眼界，自我增值。我們日後將會推出更多網上交流活動，邀請不同地方
的青少年與成員連線對話，期待在未來的活動見到大家！

HK SCOUTING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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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透過四川綿陽市青少年中心協調，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高梧教授擔任是次活動
的分享嘉賓。高教授現於四川省民間文化研究中心工作，長期從事民間文化以及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研究，主理大型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史的整理和研
究。活動前，參加者需挑選所屬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資料蒐集。活動
時，各代表分別介紹他們所挑選的項目，講解有關的保護及承傳工作，說明當地
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及資源投放，並回應各參加者的提問。

為了使青少年在抗疫期間繼續認識新朋友及接受新挑戰，內地了使青少年在抗疫期間繼續認識新朋友及接受新挑戰，內地
事務署及國際署繼去年十月後再度於 5 月 14 日合辦「香港、事務署及國際署繼去年十月後再度於 5 月 14 日合辦「香港、

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讓參加者透過各地人士的分享，從而內地、海外網上交流活動」，讓參加者透過各地人士的分享，從而
開拓視野，從實踐中學習。活動以普通話進行，主題為「介紹當地
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項目」，參與單位包括：馬來西亞八打靈萬
達第二童軍團（雪蘭莪州公教中學）、四川綿陽市青少年中心（由四
川省綿陽第一中學）和港島第 187 旅（顯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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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運動會
　　疫情下，人人避免見面，遑論一起做運動，但只要敢　　疫情下，人人避免見面，遑論一起做運動，但只要敢
於嘗試，一切都有可能。籌委會成員勇於將不可能變成可於嘗試，一切都有可能。籌委會成員勇於將不可能變成可
能，創新地打破運動會的時間、地點、空間及人數限制，能，創新地打破運動會的時間、地點、空間及人數限制，
利用科技舉辦線上運動會。

　　運動會分為初級組（小童軍及幼童軍支部）及高級組（童
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支部和領袖）。高級組參加者需
於一個月內持續進行特定運動，包括：室外的健步、跑步
或單車；室內的仰臥起坐、掌上壓、二頭肌負重或半蹲運或單車；室內的仰臥起坐、掌上壓、二頭肌負重或半蹲運
動。參加者可以利用運動應用程式或拍攝作記錄，完成後動。參加者可以利用運動應用程式或拍攝作記錄，完成後
上載證明，達到指定天數即可「成就解鎖」，獲得不同階段上載證明，達到指定天數即可「成就解鎖」，獲得不同階段
的紀念品。活動收到近 700 人上載各式各樣運動紀錄，反的紀念品。活動收到近 700 人上載各式各樣運動紀錄，反
應踴躍，而當中最受歡迎的戶外運動是健步，戶內運動則應踴躍，而當中最受歡迎的戶外運動是健步，戶內運動則
是二頭肌負重。筆者相信參加者在這個月都能重拾對運動是二頭肌負重。筆者相信參加者在這個月都能重拾對運動
的興趣，日後亦會持續運動，保持身心健康。的興趣，日後亦會持續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相對於高級組參加者的堅毅與汗水，初級組運動會則
是充滿歡樂笑聲。初級組運動會於 4 月 23 日舉行，有近 
200 位成員參加。大會透過視像會議直播整個過程，與參
加者進行互動，一起運動。參加者各自於家中穿起旅團活
動服，戴上旅巾，透過視像會議跟著導師指示，伴隨音樂，
利用毛巾一起做「熱身體能操」。熱身後，隨即進入主題活
動，參加者要跟隨導師進行以下模擬運動項目，包括：短
跑、游泳、體操、拳擊、籃球及網球。

　　別以為運動會就此完結，高潮在這個時候才出現。當
鏡頭前的大小朋友都玩得面紅耳熱，汗流滿面，氣喘如牛
時，運動會突然出現不速之客，把一眾小朋友都「吸睛」過
去，原來是東九龍地域的吉祥物⸺ 樣子可愛但是有點胖
的「畢德鳥」。「畢德鳥」伙拍活動導師，進行壓軸活動⸺ 

「舞動郁一郁」。一如所料，粗手笨腳的「畢德鳥」未能做
好每一個動作，但卻惹得小朋友們哈哈大笑，更爭相大叫

「畢德鳥」！在舞動至最後一個拍子時，參加者便一舉達成
所有成就，奪得各階段紀念品。

滿載而歸 一舉多得
　　參加者均可獲得運動會
紀念章，在解鎖各階段成就
後， 更 可 獲 得 獎 牌 形 狀 的
金、銀及銅紀念章。為鼓勵
成 員 參 與 及 紀 念 香 港 童 軍 
110 周年，大會亦製作了印
有運動會圖案的頸帶及精美
又實用的快乾毛巾送贈參加
者，實在是一舉多得，既能
重拾運動樂趣，又能滿載而
歸。我們期望疫後於運動場
上與各位再見。

後記
　　筆者因為超齡而無法參加初級組運動會，只能在旁觀看，發現小朋友們可能悶在家中實在太久，當日
能在視像會議見到朋友，表現興奮莫名。鏡頭前，當活動導師按下「Start」後，有些會發狂式跳動，又有些
在家中亂跑，亦有些藉轉場空檔，三五成群於聊天室聊天。看到成員們能藉此渡過愉快的半天，歡笑聲及
叫聲充滿會議室，筆者相信工作人員及領袖看見此情此境，都會感到自己的付出十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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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東 九 龍 地 域 運 動 會
文：副地域總監 ( 行政及公共關係 )　李佩芳文：副地域總監 ( 行政及公共關係 )　李佩芳文：副地域總監 ( 行政及公共關係 )　李佩芳文：副地域總監 ( 行政及公共關係 )　李佩芳文：副地域總監 ( 行政及公共關係 )　李佩芳

“On your mark. Get set …Go...”久違了的運動會起跑n your mark. Get set …Go...”久違了的運動會起跑n your mark. Get set …Go...”久違了的運動會起跑n your mark. Get set …Go...”久違了的運動會起跑
聲再次響起，東九龍地域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而聲再次響起，東九龍地域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而聲再次響起，東九龍地域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而聲再次響起，東九龍地域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而

舉辦的「Get set go 110⸺ 地域運動會 2022」於 4 月順利舉行。舉辦的「Get set go 110⸺ 地域運動會 2022」於 4 月順利舉行。舉辦的「Get set go 110⸺ 地域運動會 2022」於 4 月順利舉行。舉辦的「Get set go 110⸺ 地域運動會 2022」於 4 月順利舉行。舉辦的「Get set go 110⸺ 地域運動會 2022」於 4 月順利舉行。
經歷兩年多的疫情，實體活動減少，成員皆長時間困在家中。經歷兩年多的疫情，實體活動減少，成員皆長時間困在家中。經歷兩年多的疫情，實體活動減少，成員皆長時間困在家中。經歷兩年多的疫情，實體活動減少，成員皆長時間困在家中。
學校運動課及運動會亦告取消，在缺乏運動下，大家不是身心疲學校運動課及運動會亦告取消，在缺乏運動下，大家不是身心疲學校運動課及運動會亦告取消，在缺乏運動下，大家不是身心疲學校運動課及運動會亦告取消，在缺乏運動下，大家不是身心疲
憊，就是心廣體胖。有見及此，東九龍地域特意舉辦運動會讓成憊，就是心廣體胖。有見及此，東九龍地域特意舉辦運動會讓成憊，就是心廣體胖。有見及此，東九龍地域特意舉辦運動會讓成憊，就是心廣體胖。有見及此，東九龍地域特意舉辦運動會讓成憊，就是心廣體胖。有見及此，東九龍地域特意舉辦運動會讓成
員多參與各項運動，鍛鍊體魄，強壯身心，發放正能量。員多參與各項運動，鍛鍊體魄，強壯身心，發放正能量。員多參與各項運動，鍛鍊體魄，強壯身心，發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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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發展至今已經 110 年，不止著重非正規
教育，亦志在成員的福祉和成長。疫情下，我

們有幸以線上及實體模式繼續舉辦各類活動。然而，
我們不能自滿。現時成員在情感及社交的成長已受到
影響，福祉亦有受損。為保護成員的福祉和心理健康，
我們有必要積極聯手採取行動，靈活變通調整工作的
方式。

《 幼 童 軍 正 向 教 育 活 動 資 源 手 冊 》
文：領袖訓練學院總部總監 ( 教育 )   龍家浚

Scouting in Hong Kong has, for 110 years, established itself not only as a non-formal 
educational process but also well-being and growth of scout members. We are blessed to 

organize Scout activities in hybrid mode, amidst the lingering COVID-19 pandemic. We will not 
sugar coat the challenging condition we fi nd ourselves in. In fact, growth of Scout members 
is aff ected by these extraordinary times ‒ emotionally, socially and, indeed,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n their well-being. We must jointly take proactive actions to protect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Scout members and need to adapt the way we work as well as enhance our 
thinking.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es and equip our next generation
　　Scout movement and activities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es and equip our next generation with the attitud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are relevant and necessary for them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the futur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World Scout Bureau (2019),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couting“Scouting is grounded upon the optimistic 
view that each young person can be empowered with positive values and competencies for life to lead a fulfi lling life 
project and to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society. But we should not expect the result of education to be achieved before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tself has started.”

Positive Education
　　Consequently, Lead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 The Salvation Army Tin Ka Ping School (1385th New Territories East 
Group) an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had jointly prepared the Posi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Resources Handbook for Cub Scouts (the“Handbook”). This is the first Handbook amongst Hong Kong Youth 
Uniformed Groups that integrated with Positive Education and Scouting team activities for Scouters,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Handbook is providing readers with concepts of positive educati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potentials 
in life. Scouter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hese concepts in designing activities and trainings.

　　Scouting does this by building a positive framework of dialogue and partnership 
around them (World Scout Bureau, 2019).

　　Scout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build resilience by bolstering each person�s ability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or her signature character 
strengths. Support from Scouters and family both are essential in the proces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vey our wholehearted gratitude to 
the working group in preparing various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input by Bei Shan 
Tong Foundation which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couting ‒ creating a better world.

在此下載　dowload here!
　　大家可以掃描二維 QR Code 後，於學校官方網頁下方的
「常用連結」按《幼童軍正向教育活動資源手冊》瀏覽。

Posi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Resources Handbook for Cub Scouts

配合時代變化　教育下一代
　　童軍運動應配合時代變化，把正確的態度、技能和知識傳承予我們的下一代，協助他們的生活和發展。世界童軍協會
於 2019 年發文，指出童軍運動建基於正面的觀點，倡議年輕人均能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能力，擁有精彩人生並為社會作貢
獻。但如果我們沒有教育年輕人，便不應期望此正面的教育成果。教育研究有指，社交及情緒教育（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有益於兒童的成長，採納正向心理融入不同場景，更有效促進兒童的心理健康。

正向教育
　　有見及此，領袖訓練學院聯同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 新界東地域第 1385 旅 )
和香港教育大學學生製作《幼童軍正向教育活動資源手冊》( 下稱「手冊」)。
此手冊是本港青少年制服團體中第一本結合正向教育和童軍活動的小冊子，讓
領袖、教師和家長參考。讀者能夠了解正向教育、性格強項和發展潛力的概念，
領袖可以此作為設計活動和訓練的參考。

　　童軍運動提倡以年輕人為中心，協助他們建立正面溝通和伙伴關係，幫助
他們成長。手冊期望參加者能透過參與活動，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加強應對
挑戰的能力，建立韌性。而在探索和體驗的過程中，領袖和家人的支持十分重
要。

　　藉此機會，領袖訓練學院衷心感謝工作小組的籌備和貢獻，尤其北山堂基
金在推展正向教育不遺餘力，碩果纍纍。這些資源對響應世界童軍組織的願景
「創造更美好的世界」發揮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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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 者 到 外 國 旅 遊 時 也 會 特 別 尋 找 當 地 的 寶 藏寶 者 到 外 國 旅 遊 時 也 會 特 別 尋 找 當 地 的 寶 藏
(Geocache)， 不 少 旅 遊 勝 地 都 藏 有 寶 藏， 於 是

就衍生了尋寶與旅遊二合為一的活動⸺ GeoTour。
GeoTour 由一系列寶藏組成，有些旅遊區、國家公園、GeoTour 由一系列寶藏組成，有些旅遊區、國家公園、
大型博物館、度假村及主題公園等機構更會和官方合作，大型博物館、度假村及主題公園等機構更會和官方合作，大型博物館、度假村及主題公園等機構更會和官方合作，
推出 GeoTour 增加人流，為當地旅遊業帶來收益。推出 GeoTour 增加人流，為當地旅遊業帶來收益。推出 GeoTour 增加人流，為當地旅遊業帶來收益。

GeoTourGeoTourGeoTour
文：舵手

各地的 Geotours
　　GeoTour 有獨特的編碼系統，每個 GeoTour 都會有以“GT”為首的號碼。例如在　　GeoTour 有獨特的編碼系統，每個 GeoTour 都會有以“GT”為首的號碼。例如在　　GeoTour 有獨特的編碼系統，每個 GeoTour 都會有以“GT”為首的號碼。例如在
美國西雅圖 Geocaching.com 總部的 GeoTour 編號便是“GT29”。在 Geocaching 應美國西雅圖 Geocaching.com 總部的 GeoTour 編號便是“GT29”。在 Geocaching 應美國西雅圖 Geocaching.com 總部的 GeoTour 編號便是“GT29”。在 Geocaching 應
用程式的搜尋頁面會看到四個可供搜尋的類別，右下角的行李箱圖案便是 GeoTour 選用程式的搜尋頁面會看到四個可供搜尋的類別，右下角的行李箱圖案便是 GeoTour 選用程式的搜尋頁面會看到四個可供搜尋的類別，右下角的行李箱圖案便是 GeoTour 選
項。現時全球只有 99 個 GeoTours，大部分都在歐美地區，亞洲只有一個在新加坡的項。現時全球只有 99 個 GeoTours，大部分都在歐美地區，亞洲只有一個在新加坡的項。現時全球只有 99 個 GeoTours，大部分都在歐美地區，亞洲只有一個在新加坡的
航空博物館，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在亞洲的 GeoTours。航空博物館，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在亞洲的 GeoTours。

England�s Creative Coast GeoTour (GT4A5) in UK

HQ GeoTour (GT29) in Seattle, USHQ GeoTour (GT29) in Seattle, US

Seletar Aerospace Park  GeoTour (GT4B8) in SignaporeSeletar Aerospace Park  GeoTour (GT4B8) in Signapore

GeoTour PassportGeoTour Passport
　　一些 GeoTours 會製作 GeoTour Passport 讓人下載，形式有點像主題樂園的遊戲券，一般會印有　　一些 GeoTours 會製作 GeoTour Passport 讓人下載，形式有點像主題樂園的遊戲券，一般會印有
GeoTour 的簡單資料及寶藏清單。有些機構更會在上面加入優惠券，當尋寶者找到指定數量的寶藏後便可GeoTour 的簡單資料及寶藏清單。有些機構更會在上面加入優惠券，當尋寶者找到指定數量的寶藏後便可
使用來購買紀念品或服務。

　　大家下次出外旅遊時，不妨看看目的地有否 GeoTour，將 GeoTour 加進你的旅程吧！

參考資料：
https://www.geocaching.com/travel/
https://www.geocaching.com/play/geotours

          Geocaching          Geoc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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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通 童 軍

文：舵手

加入 Badger Scouts
　　2019 年 6 月，動畫電影《寵物當家 2》完結後播放了一
段短片 Minions Scouts，故事講述 Margo、Agnes 和 Edith
三 位 女 孩 從 Badger Scouts 的 露 營 活 動 回 家， 向 Fred、
Mason、Brad 和 Dan 四 位 Minions 展 示 在 露 營 中 考 獲 的
專 章， 讓 Minions 羨 慕 不 已， 及 後 更 穿 起 童 軍 制 服 加 入
Badger Scouts 的露營活動。片中的童軍帽與 1950 年代的
美國童軍制服帽相似，但他們仍身穿工人褲，不過換成童軍
制服常用的卡其色。

　　在營裡幾位 Minions 童軍學習起營、生火、辨別野果、
獨木舟及探險等童軍技能，但他們的表現都不足以獲取專
章，更在生火時炸毀堤壩，把營地變成澤國。當他們回到家
中時，女孩們將她們的專章分享給 Minions，鼓勵他們。後
來更令其他 Minions 決定一起參加童軍露營。

Minions（迷你兵團）是喜劇 3D 動畫片《壞蛋獎門人》系列
裡面的一群穿著工人褲和戴著護目鏡的小黃人。Minions

自推出後大受歡迎，除了成為創造他們的動畫
工作室光映娛樂 (Illumination) 的官方吉祥物
外，後來亦於 2015 推出以 Minions 為主角的
動畫電影《迷你兵團》，並於 2022 年推出續集。
續集裡更有犀利哥 Gru 穿著童軍制服的造型 !
日本環球影城更設有以 Minions 為主題的場景。

Minions 的童軍造型產品
　　2019 年 8 月， 手 機 遊 戲 Minions Rush 在 Minions 
Scouts 播出後推出了童軍造型，加入童軍露營的場景和任
務。雖然手機遊戲和動畫電影中不同角色造型的 Minions
都已推出模型公仔，但暫時仍未看到童軍造型的 Minions
模型，算是有點可惜。

　　雖然網上一直都有童軍造型的
Minions，有些甚至製成布章，但
很可能都是粉絲的二次創作。官方
在 2019 年才正式推出 Minions 的
童軍造型，在 2017 年的美國童軍
全國大露營裡，美國加洲 Golden 
Empire Council 的童軍就推出了
兩 套 童 軍 造 型 的 Minions 布 章，
以暗花繡上 TM@Uni，估計是由
環球影業正式授權的產品。

部份圖片及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MinionRush/
https://despicableme.fandom.com/wiki/Minion_Scouts
https://despicableme.fandom.com/wiki/Scout_Minion_
Costume

文：舵手文：舵手文：舵手

M I N I O N S



提供合適支援
　　營地設有不同人數的團體營舍及露營區供營友留宿，亦有活動室、禮堂及
會議室供借用，適合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此外，營友可以借用燒烤爐或中心
的廚房自行煮食。

　　作為艇種最齊全的海上活動中心，中心備有童軍標準艇、龍舟、滑浪風帆、
獨木舟、風帆及立划艇等。中心定期舉辦各種海上活動訓練班及同樂日，各成
員可按個別程度參與相關課程及活動，以享受海上活動的樂趣。

中心未來發展
　　中心獲香港賽馬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進行改善工程，包括翻新各室內及
戶外場地、添置船艇等，以配合中心未來多元化、共融及可持續的發展方向，
讓營友體驗用營之樂。

實用資料：
地址：香港新界西貢白沙灣西貢公路 600 號
交通：於彩虹地鐵站乘坐 92 號巴士或 1、1A 號小巴 ；於調景嶺地鐵站乘坐

792M 號巴士；於坑口地鐵站乘坐 101M 號小巴或寶琳地鐵站乘坐 12 號
小巴，於白沙灣下車後往西貢方向步行 1 分鐘便到達。

電話：2719 8979  傳真：2358 2177
電郵：psw@scou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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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軍 營 地 巡 禮童 軍 營 地 巡 禮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文及資料整理：優梓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位於環境優美的西貢白沙灣，交通
相當便利，多條巴士及小巴路線均能到達，適合宿營、露營

及進行水上活動，是艇種最齊全的童軍營地。



CHANG Vincent Emanuel
鄭永生 1935 - 2022

Scouting life in Hong Kong
　　Mr CHANG migrated to Hong Kong with his family 
from Jamaica in 1947 and he attended La Salle College 
in 1949. He was introduced to Rev. Fr. Orlando, Parish 
Priest, and became an Altar Boy in the St. Teresa�s 
Church. Mr CHANG joined Scouting as a youth member 
when the Priest asked him to review the Scouts of 
the 13th Kowloon Group (St. Teresa�s Church). He 
recruited some of his friends and classmates in La 
Salle College to join and he was then 14 years old. Mr 
CHANG assisted the Parish Priest Fr. Orlando as well 
as helping Br. Conrad of St. Francis Xavier College to 
expand the group. Boys were drawn from parish and 
schools around the area. After he had reorganized the 
13th Kowloon Group, he held various positions in the 
group as Scout Master, Scout Master (Senior), Rover 
Scout Leader, and became the Group Scout Master until 
he was invited for further service in the District and the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

　 　 M r  C H A N G  wa s  a p p o i n te d  a s  t h e  D i st r i ct 
Commissioner (Kowloon Tong District)in 1962, 
Deputy Regional Commissioner (Kowloon) in 1968, 
Assistant Chief Commissioners (Recreation) in 1968, 
Assistant Chief Commissioner (Special Duty) in 1969, 
Vice Chairman of AHQ Executive Committee in 1971, 
Assistant Chief Commission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972 and Advisor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in 2021.

Script: Philip WONG

Member of WOSM
　　As early as 1971,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United 
Kingdom was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Hong 
Kong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WOSM)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Scout Conference through its sponsorship. 
They thought that Hong Kong Scouting deserved full 
membership in WOSM. Mr CHANG was appointed to a 
project working party to apply for the full membership 
of  WOSM and Scout A 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uccessfully became the 111st member on 16 April 
1977.

　　On 10 March 1975, Mr CHANG and others were 
invited by the Governor and Chief Scout Sir Murray 
MACLEHOSE for a luncheon at the Government House 
to discuss the progress of the 10th Asia-Pacifi c Regional 
Scout Conference in Iran since Hong Kong would bid 
to be the host of the 11th Asia-Pacific Regional Scout 
Conference.

　　Mr CHANG was the fi rst Assistant Chief Commission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attend a World Scout 
Conference ‒ the 26th which held in Montreal, Canada 
in July 1977 with a Delegation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ed by the then Chief Commissioner, Mr 
Henry MA.

Mr Vincent CHANG,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AHQ Executive Committee, sadly passed 
away on 22 May 2022 peacefully in the Kwong Wah Hospital, aged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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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助理領袖訓練主任梁漢柱
Mr Horace LEUNG Hon-chu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梁漢柱於 2022 年 3 月 21 日在律敦治醫院因病在睡夢中離世，享年 64 歲。
梁前輩 1973 年開始服務不同童軍旅，擔任多個領袖崗位達 47 年，盡忠職守，貢獻良多。

文 : 專科訓練員領袖訓練員　馬克慶

Scout training and Awards
　　Mr CHANG obtained his fi rst Wood Badge(Scout) in 
1965 and the Wood Badge (Cub Scout) in 1967 and the 
Wood Badge (Group Scout Leader/Commissioner) in 
1977.

　　Mr CHANG received the UK Medal of Merit in 1968, 
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 and Chief Commissioner 
Whistle in 1977, and Long Service Medal with 2 stars 
in 2019, marking his loyal and dedicated continuous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 Scouting spanning two 
different eras of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Mr CHANG is sadly missed but will always be fondly 
remembered by us.

為人和藹可親　深受家人朋友愛戴
　　梁前輩獨力撫育兒子長大，歷盡艱辛。他曾服務兒子
就讀學校的家長教師會六年，因其非凡領導能力後來分別
獲委任為校董及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總務要職，服務
社區。及後，他由 2008 至 2014 年獲委任爲民政事務總署
康城分區委員會委員，建樹良多。豈料兒子中學畢業，剛
踏足社會，尚未能報答父恩，父親竟因病而撒手塵寰，深
感遺憾。

　　梁前輩為人和藹可親，謙遜有禮，教學條理分明，深
受學員愛戴。他待人接物熱誠親切，極受愛戴。我們對他
的離去深感痛惜，謹向他的家人給予最深切的慰問。祝願
梁前輩脫離人間病苦，息勞歸主，回到天父懷抱當中，得
享永生。

積極投身童軍運動
　　梁前輩於 1973 年起先後在多個童軍旅擔任領袖，其後
於 1982 年出任港島地域筲箕灣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1983 年出任港島地域南區區訓練總監、1984 年出任港島地
域領袖訓練員、1993 年出任港島地域總部總監及於 1995 年
成為助理領袖訓練主任至今。他亦於多個活動擔任營主任或
班領導人，包括：港島白浪露營及港島地域第十九屆見習領
袖訓練班，可見他服務童軍運動不遺餘力。總會曾頒發多個
獎勵表揚他的貢獻，包括：於 1997 年頒發功績榮譽獎章、
2000 年頒發跨世紀大露營紀念章及 2019 年頒發長期服務三
星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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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徽章
雷俊傑 元朗西區副主席 28.04.2022

香港總監嘉許
李銘賢 港島第七十六旅童軍團長 28.04.2022
盧智聰 油尖區副區總監 29.04.2022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郭炳賢 何文田區顧問 20.04.2022
鄭寶慈 何文田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徐嘉淞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吳樹燊 南葵涌第八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馬雁欣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小童軍團長 14.04.2022
周國華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20.04.2022
馬漢庭 九龍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穎沂 九龍第一六五旅副旅長 20.04.2022
錢子峯 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總監 ( 童軍樂隊 ) 26.04.2022
李德仁 九龍地域顧問 10.05.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陳嘉寶 九龍第九十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陳俊輝 九龍第二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麥　新 旺角區副會長 10.05.2022
黃國賢 九龍第一三六旅旅長 10.05.2022
伍鼎新 慈雲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趙崇基 港島地域訓練與發展小組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雪茹 東九龍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20.04.2022
馮珮琪 東九龍第一○七○旅旅長 20.04.2022
黃鳳珍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旅長 20.04.2022
鄧志豪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20.04.2022
張楚球 青衣第二十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何貴財 新界東地域領袖 20.04.2022
吳漢仲 東九龍地域執行幹事 20.04.2022
蔡慧煌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20.04.2022
 　社會工作助理 
杜愛萍 青少年活動署幹事 20.04.2022
周志偉 九龍第二九○旅幼童軍團長 10.05.2022
馬振強 深旺區區總監 10.05.2022
葉焯榮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陳永輝 港島第六旅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黃頌安 行政人員 13.12.2021
崔文豪 童軍 13.12.2021
魏長凱 行政人員 13.12.2021
周堅旋 行政人員 13.12.2021
何炳恩 行政人員 13.12.2021
鄺廸軒 童軍 22.12.2021
黃金財 行政人員 22.12.2021
廖錦洪 行政人員 22.12.2021
鍾治正 行政人員 22.12.2021
黃信興 童軍 22.12.2021
鄧澍熹 童軍 22.12.2021
許心怡 童軍 28.12.2021
姚恩賜 行政人員 28.12.2021
羅愛坤 行政人員 28.12.2021
陸境權 行政人員 28.12.2021
魏　斌 行政人員 28.12.2021

顏麗群 行政人員 28.12.2021
甄志强 行政人員 28.12.2021
甄沛豪 行政人員 28.12.2021
陳繼良 行政人員 28.12.2021
林健明 行政人員 28.12.2021
馬珮恩 童軍 14.01.2022
梁可怡 童軍 14.01.2022
陳岳鵬 行政人員 31.01.2022
盧浩祥 幼童軍 31.01.2022
譚梓熙 童軍 31.01.2022
黃永富 童軍 31.01.2022
區愷智 深資童軍 31.01.2022
郭鴻儀 幼童軍 31.01.2022
陳嘉雯 幼童軍 31.01.2022
鄧耀忠 童軍 31.01.2022

黎栢輝 深資童軍 31.01.2022
陳子雋 幼童軍 16.02.2022
陳穎鋒 幼童軍 16.02.2022
葉燕芬 幼童軍 16.02.2022
周汶璁 童軍 16.02.2022
梁志輝 童軍 16.02.2022
高敏璋 童軍 16.02.2022
殷巧兒 行政人員 16.02.2022
巫家雄 行政人員 16.02.2022
吳矢勤 行政人員 15.03.2022
吳少琼 幼童軍 15.03.2022
陳紀君 童軍 15.03.2022
黃韻姬 幼童軍 15.03.2022
錢卓熙 童軍 21.03.2022
何志遠 童軍 22.03.2022

木章 Wood Badge

馮振輝 東九龍第一○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黃劍波 鯉魚門區名譽會長 20.04.2022
何倩恆 鯉魚門區小童軍區長 20.04.2022
馮穎然 東九龍第四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嘉文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鍾子健 新界東地域領袖 20.04.2022
王美歡 產業署二級文員 20.04.2022
陳振炎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幼童軍） 10.05.2022
莊家然 何文田區樂行童軍區長 10.05.2022
謝麗苹 九龍第三十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徐敏儀 九龍第三十旅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何偉揚 九龍第七十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王文貞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郭嘉玲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何煒鐽 九龍第二○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洪卓恩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幼童軍團長 10.05.2022
劉淑儀 旺角區司庫 10.05.2022
陳榮基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林麗達 秀茂坪區主席 10.05.2022
吳嘉琪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黃敏琪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鄭天喜 東九龍第一二九旅旅長 10.05.2022
方栢麟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10.05.2022
李添進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10.05.2022
郭豐耀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葉永鋒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郭耀雄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黃詠琳 青衣第三十旅幼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周詩韻 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領袖 12.05.2022

總監委任書
訓練署
鄭劍星 助理訓練總監（媒體與物資） 01.05.2022
王柏豪 助理訓練總監（專責） 01.05.2022
郭靈琳 總部總監（導引及靈性發展） 01.05.2022
李漢文 總部總監（童軍技能訓練與評核） 01.05.2022
游柏堅 總部總監（訓練行政與電子學習） 01.05.2022
梁子雲 總部總監（訓練支援與數碼管理） 01.05.2022
劉焯斌 助理總部總監（導引） 01.05.2022
陳惠欣 助理總部總監（技能發展 1） 01.05.2022
王灝鳴 助理總部總監（幹部支援） 01.05.2022

香港訓練隊
雷健泉 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房順堯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袁銘澤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港島地域
楊國光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01.05.2022
關浩然 助理地域總監（支部訓練） 01.05.2022
黎栢輝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05.2022

九龍地域
蘇家樂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營地管理） 01.05.2022

領袖訓練學院
李偉傑 總部總監（航空訓練） 01.05.2022

童軍知友社
張俊平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旅團及發展） 01.05.2022

總監委任書註銷
新界東地域
徐文輝 大埔北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6.04.2022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施亞朗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譚奕軒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蔡晉賢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葉朗恩 香港訓練隊 01.05.2022

總部領袖
曾智豪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4.2022
趙健粦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4.2022
何志遠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5.2022

深資童軍區長
梁志輝 鯉魚門區 15.04.2022
馬婉兒 深水埗西區 01.05.2022

助理區領袖
曾婉兒 將軍澳區 01.03.2022
何俊傑 旺角區 01.04.2022
曹顯陽 將軍澳區 01.04.2022

旅長
陳國生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01.04.2022
黎玉珍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15.04.2022
趙崇基 東九龍第六十旅 15.04.2022
張巧欣 新界第一七七四旅 15.04.2022

副旅長
吳榮卓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4.2022
喬偉鋒 港島第二二九旅 15.04.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張子端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深資童軍團長
曾婉兒 東九龍第一旅 01.03.2022
姚志龍 港島第一八二八旅 01.04.2022
郭智豪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04.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梅靜雯 港島第一八二八旅 01.04.2022

童軍團長
馮錦菱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01.04.2022
李翠娟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5.2022
丘信強 荃灣第五旅 01.05.2022

童軍副團長
何俊傑 九龍第七十六旅 01.04.2022

幼童軍團長
陳毅敏 港島第二十一旅 13.02.2022

小童軍團長
何寶琴 九龍第十三旅 01.04.2022
彭梓茵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18.04.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李靄汶 總會國際署 15.04.2022
黃聲縉 總會國際署 01.05.2022

地域領袖
陳穎嫺 新界地域 01.05.2022

樂行童軍區長
謝藹賢 深水埗西區 01.05.2022

旅長
沈家輝 九龍第一二九二旅 01.05.2022
方楚君 東九龍第一一五二旅 01.05.2022

樂行童軍團長
周佩玲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5.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黃潔雯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童軍團長
梁英豪 港島第五旅 15.04.2022

童軍副團長
施曉曦 新界東第一七三一旅 15.04.2022
鍾慧慈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5.2022
杜嘉誠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5.2022
李穎豪 九龍第二十九旅 01.05.2022
黃曉晴 九龍第九十旅 01.05.2022
蘇頴揚 東九龍第四旅 01.05.2022
陳　輝 荃灣第二十九旅 01.05.2022

幼童軍團長
岑卓俊 港島第十五旅 15.04.2022

小童軍團長
黃海欣 東九龍第一一五二旅 01.05.2022
梁嘉軒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5.2022
邵秋瑜 新界第一三九○旅 01.05.2022

小童軍副團長
李美怡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岑欣穎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領袖委任書註銷
助理總部領袖
鄧佩珊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22.04.2022

幼童軍團長
黃堯卓 港島第十五旅 15.04.2022
郭敬韜 九龍第五十一旅 30.04.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劉德欣 東九龍第一二五四旅 05.05.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地域領袖
莫永業 港島地域 01.05.2022
張瑞昌 港島地域 01.05.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胡志恆 港島第十一海童軍旅 28.04.2022

童軍副團長
龔銳龍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04.2022
胡志恆 港島第二○六旅 28.0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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