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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大潭童軍中心自1972年9月落成至今，轉眼已經50年。為慶祝「大潭」的金禧紀念，
本刊今期即以此為題，為大家回顧「大潭」在過去的經歷，並展望其未來的發展。

  事實上，大潭童軍中心在過去 50 年間一直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及提升設施，近
年更獲世界童軍組織（WOSM）認證為「優質自然環境童軍中心」，成為「國際級」的童
軍營地。就在「大潭」金禧紀念之際，營地亦即將迎來重大改變：將展開優化工程，
以大自然元素及保護環境作設計理念，作出大規模擴展及翻新。

  另一方面，童軍成員在「大潭」進行水上活動時，一向需要頗長的搬運路程，才
能讓船艇順利下水，然而「大潭」最近成功向政府申請到碼頭附近一幅土地，作為停
放船艇及訓練場所之用。自此，童軍在「大潭」進行海上活動亦將更加方便了。

  有關「大潭」自過去到未來的發展，可詳見今期的專題報導，並請大家一起期待
工程峻工的新面貌！

野外挑戰日

大潭五十金禧

新界地域 65 周年紀念活動 童起動 – 火舞傳奇

「愛分享 ‧ 分享愛」暨學童電腦支援計劃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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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前言

大潭童軍中心在1972年 9月落成啟用，時至今日已達金禧之年。大潭童軍中心環境優美，
背山面海，交通亦算方便，一直以來都是童軍成員喜愛的營地。

  在 50 年間，在此舉行過的活動及訓練不計其數，為童軍運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童軍成員及領袖，營地
亦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及提升設施，近年更獲世界童軍組織 (WOSM) 認證為「優質自然環境童軍中心」(SCENES 
Centre)，令大潭童軍中心成為「國際級」的營地。

  在 2022 年慶祝大潭童軍中心落成 50 周年之後，營地亦將會迎來重大改變，藉此機會我們邀請到大潭金禧
繽紛日籌委會主席郭柏威為我們介紹大潭童軍中心往後的發展。

大潭營門 
  現時屹立於營區入口的大潭營門，其實本來是 1986 年
鑽禧大露營港島地域分營的營門，由時任港島西區副區總監
陳滙源所設計，該營門更贏得大露營的營門設計比賽冠軍。
在大露營結束後，營門被移到大潭營地，成為營地的標誌，
後來更成為港島地域章的設計元素。

大潭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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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大潭童軍中心（下稱「大潭」）的歷史，就
要由柴灣營地說起。

  香港童軍總會在1920年代在柴灣購入一幅地用作童軍
的訓練場所，1930 年落成啟用，這亦是香港童軍總會的第
一個營地。營地位於柴灣的一個三面環海的小山丘上，這
小山丘更曾被附近居民稱為「童軍山」。在 1960 年代中期，
政府宣布發展柴灣一帶作為輕工業區，並收回柴灣營地。
於是，當時的香港地方總監謝炳奎（老總）便和其他熱心童
軍前輩四出尋覓營地，最後選址大潭童軍海上活動中心旁，
位於大潭灣的一幅面積十三萬五千五百平方米的平地與政
府換地，興建大潭營地。

  該地最初十分荒蕪，佈滿沙石。當時擔任「大潭總指導
員」的「老總」，差不多每星期帶著一班童軍和義工掃石平
整營地，並在營地植樹。經過一輪修整，營地終於在 1972
年 9月啟用。

淺談大潭童軍中心發展史 — 

  不說或許不知，大潭早期主要是海上活動基地，歷史甚
至比營地部份還要早。1968 年，全港海童軍總監 Mr Lilico
為了爭取資源，拉攏會德豐集團捐出港幣 50 萬於大潭興
建海上活動大樓（即現時被稱為 Stuart Williamson Boat 
House 的船屋 ）及上落艇通道。海上活動中心於 1970 年
竣工。海上活動隊亦於翌年成立。當時港島第 3 海童軍旅
和港島第 5 海童軍旅更長期在此活動。後來，大潭才慢慢
發展成為一個海陸兩用的多用途營地，建築物和設施也慢
慢地增加。

  營地早期只有一幢主大樓和旁邊一座被稱為「白宮」的
白色浴室，以及在海上活動中心那邊的船屋。1989 年，時
任港島地域總監康寶森向白普理基金申請撥款，在當年的
射箭場位置興建營舍、活動室及食堂等設施，這營舍便是
現在的白普理大樓。後來大潭更興建了大型繩網陣，令營
地更多元化，更具吸引力。

  童軍熱愛大自然，一直致力推動環保。大潭童軍中心
更在 2018 年獲世界童軍組織 (WOSM) 認證為「優質自然
環境童軍中心」（A Scout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Nature 
and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SCENES)，成為全
港首個 SCENES 營地。

  大潭童軍中心設施完善，一向深受歡迎，除了童軍單
位會在大潭進行活動，亦有租借予外界團體。

  踏入 50 周年，大潭將會迎來重大改變，大型擴建計劃
亦即將開始，實在令人期待！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從柴灣到大潭



「大潭金禧繽紛日」為慶祝大潭童軍中心啟用 50 周年的活動，並以
「培育‧拓展‧大潭五十」為主題，透過分站活動及回顧展覽，

讓參加者體驗多元化童軍活動；配合大潭童軍中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計劃，
探索更多拓展童軍運動的可能性。大潭童軍中心是港島地域所管理的營
地，無數童軍都在那裡接受訓練和進行活動，位置山明水秀，是一片福地。
中心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今年將進行擴展工程，雖然在工
程進行期間對中心構成一定的影響，但在日後完工後，可以提供一個更先
進和有效的自然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中心。

文：大潭金禧繽紛日籌委會主席 郭柏威

大潭童軍中心50周年慶祝活動 —

  過去兩年半疫情仍然反覆不定，影響童軍活動和
訓練，為領袖帶來很大挑戰。不過童軍領袖每位都訓
練有素，實踐「Be Prepared」的銘言，在疫情期間改
變活動模式，維持舉行集會。「大潭金禧繽紛日」正是
要表揚各個優異旅團，及完成最高支部獎章的青少年
成員，為他們的努力鼓掌。

  繽紛日當天慶祝活動還包括「樂聚大潭五十晚會」
（見另文）和「新船下水禮」。為進一步培育成員參與海
上活動的興趣，大潭獲港島地域會長吳家麗捐贈一隻新
的童軍標準艇。在吳會長主持新船下水禮後，這艘掛滿
彩旗的新船亦告正式啟航。值得一提的是，這艘童軍標
準艇是現時全港唯一以塑膠注模製作的紐西蘭製童軍標
準艇。在不久將來，海上活動中心即將迎來改變，配合
大潭童軍中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計劃，探索更多拓展童
軍運動的可能性。

大潭金禧繽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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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錄記 ·傳聲共鳴
文：大潭金禧繽紛日籌備委員會副主席（大潭五十晚會節目） 何家騏

「樂聚大潭五十晚會」雖屬「大潭
金禧繽紛日」全日活動的一部

分，卻是與別不同的環節。晚會讓一眾
與大潭童軍中心結下不解之緣的成年成
員聚首一堂、聯誼歡聚，同時惜別行政
大樓，攜手迎接大潭新發展。

  晚會主題為「光影錄記 ‧ 傳聲共鳴」，節目以「時光隧
道」貫穿七幕，視聽享受及現場互動兼備，回顧過去、注
視現在、展望未來：

【一、童心再會耀大潭】
  延續港島童軍繽紛日 2021「童心」主題，日間繽紛日
豐富多元化的活動及多場典禮儀式再現大潭，晚間新知舊
雨共同穿梭古今大潭時空。

【二、越洋童軍話當年】
  由遠在北美的童軍前輩以錄播片段分享大潭早期開發
及發展的重要里程。 

【三、孕育英才齊歡聚】
  由港島地域訓練隊統籌的互動遊戲及童軍歌曲，營造
歡愉氣氛，象徵大潭作為領袖培育的重要基地。

【四、大潭發展共創建】
  由歷任地域總監及大潭相關人物分享多年來大潭的重
要發展里程，揭視大潭發展的不同階段。

【五、貝爺子孫傳心話】
  由青少年成員以短劇形式呈現自身在大潭參與活動及
訓練時的真摯回憶及對未來發展的展望。

【六、攜手邁進 SCENES 新篇】
  地域總監分享未來 SCENES Centre 發展的概念及方
向；另由嘉賓將具象徵意義的物品放進「文物囊」內封存。

【七、告別大樓展希望】
  全場大合唱童軍歌曲，為晚會作結及惜別行政大樓，
伴隨大樓關燈儀式及光影效果，象徵大潭開展新一頁。

   如 欲 重 溫 足 本 訪 問 短 片， 可 以 掃 瞄
左 圖 二 維 碼 瀏 覽 晚 會 網 頁 及 搜 尋 港 島 地
域 YouTube 頻 道： 港 島 地 域 Hong Kong 
Island Region。

  值得一提的是，晚會節目策劃團隊大多數均為年輕領袖及青少年成
員，當中亦不乏現任及前任深資樂行議會代表、「一世童軍」計劃不同屆
別成員、區幹部、訓練人員等。由創意構思、訂定主題、徵集資料、整
理相片、訪問拍攝、短片製作、持份者參與活動、舞台效果、設計及紀
念品製作、晚會流程以至落實決策執行，絕大多數均由他們主理，足見
在提供充裕空間及適當引導的情況下，地域大型活動可以成為「青年參與」
甚或「青年賦權」的試煉場。

  極具份量的前輩們亦為節目增添姿彩，感謝十多位前輩（包括歷任地
域總監、大潭營地總指導員 / 總監，以及見證大潭早期發展的地域訓練
總監及總會幹事）事前拍攝訪問短片，分享大潭相關重要發展里程。大潭
相關人物及資料眾多，時間所限未能一一盡錄，考證或有未盡完善之處，
還望見諒。

大潭童軍中心 50 周年慶祝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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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金禧繽紛日籌委會主席郭柏威專訪
談 大 潭 童 軍 中 心 的 未 來 發 展 —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趁著大潭踏入 50 周年，我們找來郭柏威總監為我們介紹一下大
潭的未來發展。郭總監現為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產業），曾擔任
地域總部總監（大潭童軍中心）多年，一直參與大潭營地的發展。筆
者在搜集資料時，赫然發現在大潭 40 周年時，本刊亦曾訪問郭總
監，分享大潭的發展。這次由他來介紹大潭的未來發展，可謂最適
合不過。

  說到大潭未來最重大的發展，當然是「大潭童軍中心擴建計劃」
（下稱「計劃」）。大潭已經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將
在 2023 年進行擴展工程。自營地啟用初期已存在的行政大樓，將會
拆卸重建為 SCENES 大樓；而在白普理大樓近燒烤場那邊的位置亦
將興建一幢兩層高的新翼。郭總監透露翻新後的場地將以大自然元
素及保護環境作設計理念，提供各種設施及多元化教育平台去進行
不同訓練活動和工作坊。

大潭童軍中心（下稱「大潭」）啟用 50 年來，一直都
在不斷提升各種設施，從早期凹凸不平、佈滿碎石

的荒地變成現今綠草如茵、可以進行各種活動的營地，
面貌亦隨著時間不斷改變。

  新的 SCENES 大樓將會有一個訪客中心向大
家介紹大自然、環保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營地辦公室將會設在地面層，此層亦設有一個公
共空間—新的「大潭閣」，為領袖提供一個休息
的場所。而上層將會是一個多用途禮堂及兩個課
室。至於新翼將會設有生態廚房、衛生設施和兩
個禮堂，亦會有一個有蓋操場，其中一面外牆更
會建成一座攀石牆。而天台部份和新翼對開空間
則設定為戶外教室，上層兩個課室更坐擁大潭灣
的無敵海景。



  說到海上活動中心，有試過在大潭參與海上活動的大
家或許都有印象，在大潭「出艇」可謂「困難重重」。要將艇
隻先移到船屋，再用機器沿斜坡慢慢下滑至碼頭位置，再
用吊機將船艇吊到海面，然後將船划到浮橋後才可以開始
進行活動。

  不過未來大家可以輕鬆一點了，政府已經批出短期租
約予大潭，在碼頭附近的一幅面積約九千平方呎的土地，
用作停放船艇及訓練場所之用，以後大家出艇便可以省略
從斜路上落這步驟，變相增加了可以進行海上活動的時間。

   大 潭 在 2018 年 獲 世 界 童 軍 組 織 認 證 為 SCENES 
Centre，未來童軍營地仍會重點推廣自然、環境及可持續
發展。如港島地域總監何偉強在接受晚會團隊訪問時提到，
希望大潭童軍中心能夠更加發揮環保教育的使命，讓到過
大潭參加活動的營友有所啟發，對保育、保護地球和保護
大自然生態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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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各大樓之間並不相連，在重建後，SCENES 大樓
和新翼大樓將會和白普理大樓相連，亦將增建升降機，大
大便利使用者，特別是有需要使用無障礙通道的人士。

  在建築期間，大樓附近範圍需要暫時封閉，部份設施
會遷移到海上活動中心。郭總監表示：「雖然在建築期間對
中心運作構成一定的影響，但是日後完工後，可以為童軍
成員提供更先進和有效的自然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中心。」



結語

英國基維爾營地有一棵橡樹，象徵童軍運動的發展。大潭童軍中心的中央也有三棵榆樹，
見證在營地發生的每一個童軍活動與訓練，伴隨著一代代的童軍成長。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大潭童軍中心 50 年來全靠一班童軍前輩發展、維護，才能讓不同世代的童軍可
以持續享用這個優美的童軍訓練場所，為一代一代的童軍領袖及成員創造美好的回憶，讓童軍運動不斷壯大。
藉此機會向一眾為大潭童軍中心無私奉獻的童軍前輩及營地工作人員致以最衷心的敬意及感謝。

  大潭童軍中心即將展開優化工程，期待工程竣工時的新面貌！

部份照片來源及參考資料：
《香港童軍》月刊第 23、32、41、119、285、343 期
《香港童軍七十五》
《香港童軍故事》
港島地域網站
大潭五十金禧網站
大潭童軍中心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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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助理領袖訓練學院總監 ( 歷奇教育 )  蔡一心

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 —野外挑戰日

領袖訓練學院於 2022 年 12 月 4日首次舉辦
結合了「越野」、「歷奇」及「童軍」元素的

野外挑戰日，共有超過三百名參加者及工作人員
參與。

挑戰組
  由於涉及歷險挑戰，大會早於 10 月 23 日舉行了游泳測
試及游繩下降體驗日，讓參加者獲取出賽資格、熟習裝備器
材及技術操作。比賽期間，參加者需啟動 GPS 手機定位追
蹤，大會又出動經驗豐富的遠足審核員團隊作「掃尾行動」，
照顧不同經驗的成員的需要。

  於野外挑戰日當天，挑戰組的參加者為童軍支部或以上
的成員及領袖。比賽以男女混合小隊形式進行，參加者事前
並不清楚比賽路線及挑戰內容，他們需要在每個檢查點閱讀
地圖及提示卡前往下一個檢查點。從起點基維爾營地，跨越
馬鞍山郊野公園，最後以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為終點，全程
約 12 公里。參加者在抵達每個檢查點更須完成指定任務，
包括定向、游繩下降、獨木舟、崖壁飛索及沿岸綑邊。

  比賽需要勇氣、毅力及團隊合作才得以完成，恭喜各得
獎隊伍之餘，亦恭喜所有小隊從中獲得的珍貴經驗！

樂天組
  為讓更多成員都能參與其中，大會同時舉辦了
幼童軍成員專屬的樂天組挑戰，於王兆生領袖訓練
中心內安排了十多個挑戰項目，包括主打的高空繩
網、運動攀登、渡海飛索、功夫繩等，另外又有豆
袋球、大腳八、營地定向、對對碰、及六色積木等
歷奇活動，絕對能考驗個人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完成指定要求的參加者均獲得獎牌，與此同時，
大會亦安排正在考取金紫荊獎章的成員，考取歷險
挑戰部份，作為他們繼續向支部最高獎章邁進的一
點鼓勵！

後記
  由於疫情反覆，野外挑戰日舉行的時間、路線
及內容需不斷作出調整，籌備工作橫跨兩年，既漫
長又緊迫，辛苦了一班工作人員！活動能夠圓滿成
功，實有賴各人發揮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亦特
別感謝九龍塘區借出場地作為賽事中心，謹此致
謝！

領袖訓練學院
  領袖訓練學院為總會轄下其中一個單位，成立於2008年，辦事處位於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10樓。
主辦是次活動的單位為學院轄下的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擁有一支 70 人、來自全港不同單位的領袖組成的
歷奇教育教練隊，經常為童軍成員以至外界提供專業歷奇訓練及活動。歡迎電郵至 lti@scout.org.hk 聯絡
我們，為您的支部及領袖活動注入新元素 !



  當日除了送贈再生電腦外，亦安排了童
軍知友社設計的擴增實景 (AR) 體驗活動 ─

「精神健康樂繽紛 AR 填色 APP」及「爸爸的
神奇背包精神健康遊戲」，讓參加者更了解精
神健康的概念。此外，場內還有由一班青少
年義工以「愛分享 ‧ 分享愛」為主題設計的
體驗攤位，包括：HENNA 彩繪體驗、滴膠製
作、愛心串串珠及沙畫體驗，香港青年聯會
亦在場派發防疫物資，繼續讓愛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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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馮志豪

童軍知友社於 11 月 6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年
紀念大樓聯同香港南九龍獅子會舉行了「愛

分享‧分享愛」暨學童電腦支援計劃啟動禮。活
動當日有超過 200 位低收入家庭成員及青少年出
席，荷蒙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及青年
發展委員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毓偉擔任主禮
嘉賓。同時為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的三項慶祝
活動「學童電腦 110 支援計劃」、「110 暖在心資
源共享計劃」及「齊步 110，分享你我他」作總結
回顧，並啟動學童電腦支援計劃 2022，延續「愛
分享‧分享愛」的精神。

  兩位主禮嘉賓與時任助理香港總監察 ( 童軍知友社 ) 徐小龍及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冼健岷一同主持「注沙」儀式，喻意集合了社會不同持份者
的力量，將關愛帶入社區，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

  各項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一班青少年義工們功不可沒。大會邀請兩位主禮
嘉賓頒發感謝狀給各位義工，對他們不遺餘力的付出作出肯定。

  啟動禮過後，童軍知友社聯同香港南九龍獅子會繼續將溫暖帶到社區，將
一批再生電腦送贈予 50 個有需要的家庭，讓他們與數碼時代接軌。

如欲緊貼童軍知友社的活動動向，請留意
以下網上社交平台：
Facebook: SAHKFOS
Instagram: friends_of_scouting

活動回顧—「愛分享 ‧ 分享愛」暨學童電腦支援計劃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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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地域小記一號

童起動―火舞傳奇

滿載而歸、滿滿回憶的攤位遊戲 
  攤位遊戲於當日下午 2時 30 分開始，16 個攤位全都以
「傳承・創新」為主題作構思。「創新」的攤位遊戲都讓童軍
成員動手體驗，例如親手製作一輛迷你太陽能車或是親身體
驗一些科學或科技的原理，從而啟發童軍成員多元思維。另
外也有傳統先鋒工程，包括依「樹」而建的歷奇攀樹體驗，
挑戰童軍成員的膽量。

新界地域 65 周年紀念活動 氣勢如虹、別開生面的進場
  大家熱切期待的營火會在黃昏舉行。營火會以三國演
義故事作藍圖，先以「序幕旗舞」開始，再以各區會長、主
席及總監組成的十一路大軍進場。接著，由大將軍引領五
位「主帥」以三國的英雄人物造型進場。五位「主帥」包括
主禮人副香港總監 ( 常務 ) 黎偉生、地域會長鍾子權、地
域主席伍海山、地域總監陳秋玉及活動負責人、副地域總
監 ( 行政與資源 ) 陳狄安。參加者都對他們特別的裝扮很
感興趣，氣氛熱烈。在鍾子權會長致歡迎辭，並由陳秋玉
總監預告各項慶祝 65 周年活動後，就進行開幕儀式。五
位「主帥」與台下參加者一同叫出「一炮聲威六十五，傳承
創新建未來」，隨即按動炮彈架發炮，加上台下此起彼落
的歡呼，正式啟動 65 周年的慶典。

傳承創新、薪火相傳的營火會
  大合照過後，馬上就開始營火會表演。新界
地域前地域總監，現任副香港總監黎偉生表示很
高興回到新界地域與大家聚首一堂，再次上台為大
家帶領首個歡呼，燃起營火會的熱鬧氣氛。接著不
同的營火歌舞表演，包括 Haka 舞、章魚舞等，而
非洲鼓樂及Macarena 的表演更讓參加者手舞足蹈一
同跳起來，他們投入的參與，將當晚氣氛推至高峰。表
演來到尾聲，唱過驪歌過後，由陳秋玉總監說出「營火談
話」，期望新界地域優良的傳統就像營火會一樣，不斷延續，
薪火相傳，並同時創造新的方向，發揮潛能。在陳狄安總監帶領
祈禱後，營火會便圓滿結束。

2023 年是新界地域 65 周年紀念，地域將以「傳承・創新」為主題籌辦一連串慶祝活動。在
2022 年 12 月 18 日舉行的「童起動―火舞傳奇」
為活動揭開序幕，以傳統的營火會加上以「傳承・創
新」構思的攤位遊戲，讓地域內的青少年成員、各級
領袖及委員一同參與，迎接 65周年的大日子。

  得到十八鄉區區會長梁福元及宏揚關帝慈善基金會慷慨借
出優美的大棠有機生態園關公廣場作為活動場地，加上當日涼
快的天氣、柔和的陽光，天公造美，讓地域在美好的環境下進
行活動。疫情持續的三年以來，很多大型童軍活動被迫取消，
所以今次活動開始接受報名後不久，各旅都踴躍報名，反應熱
烈。是次參加者加上各區及地域的工作人員，總參與人數超過
1,100 人，令人鼓舞，為 65 周年的慶祝活動「打響頭炮」。

童來參與 65周年活動
  大半天的活動在熾熱的氣氛中完結，但很快營火會的
營火又會再次燃起，因為慶祝地域 65周年的活動已在整裝
待發，將會帶領童軍成員「童服務、童創建、童挑戰、童
承傳、童創新」。各個精彩的活動都期待你們的踴躍參與，
到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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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地域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已於 2022 年 12 月 18 日假粉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順利
舉行，本年度以「Cherish」為活動主題，寄語各位獲獎人士珍惜他們童軍生涯中不同「閃耀」

時刻、與領袖及其他童軍成員的美好回憶等，更重要的是珍惜那份迎難而上的成功感，並與家人們
一起分享獲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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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活動的紀念章以「Cherish」為主
題而設計，以雙手呵護的姿態表達珍重的
意境，配上新界東地域獲獎人士聚會的吉
祥物；而紀念章的下方則留有空白位置，
讓各位獲獎人士可以寫下他們最珍重的人
或事，製作成獨一無二的紀念章。

  典禮特別安排了獲獎人士分享環節，大會邀請兩位本年度的模範
童軍及一位總領袖獎章得獎者分享在參選及考取獎章旅程中遇到的困
難及經歷。當中來自大埔北第 17 旅的李汶羲提到，最深刻的是在時
間管理上的挑戰，因為同時要兼顧童軍活動及學業，但慶幸自己不怕
辛苦，堅持下去，為自己訂好目標及時間表，所以最後得以成功。相
信各位獲獎人士也遇過類似經歷，並憑自己勇敢不怕難的精神解決不
同難題。所以說，最應該珍惜的是自己那份毅力，亦希望各位能將這
份毅力帶到童軍以外的生活中。



「一世童軍」大露營選址在屯門踏石角望后
石谷舉行，位置坐落於新界屯門區龍

鼓灘與蝴蝶灣之間。該處原為政府堆填區，其後
於 1996 年關閉，於 2004 年開始進行復修，並
由環境保護署管理。自 2006 年完成復修後，環
保署一直在望后石谷進行環境監察，並表示各項
數據在過往三年均屬安全水平，故該處非常適合
舉行戶外活動。

資料整理：查高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網頁

營地介紹─
屯 門 踏 石 角 望 后 石 谷

有關「一世童軍」大露營的最新消息，請密切留意
總會公布！

遠離繁囂 與大自然共處
  望后石谷環境優美，隨處可見剛生出的翠綠新芽及遠
方矗立的高山，附近亦有許多步道，可以輕鬆體驗自然生
態。讓大自然沉澱我們的心，遠離塵囂靜下來，觀察眼前
風景，專注走每一步路。望后石谷幾乎零光害，晚上可以
看到漫天星星，亦非常適合成員進行靈性發展。

  是次大露營以「一世童軍 Scouting for Life」為主題， 
期望透過多元化且富趣味和創意的活動，讓成員挑戰自我
和體驗大露營樂趣，並透過團體生活，增進友誼，宣揚童
軍運動的核心價值，發揮團隊精神，共創一個更美好的社
會。

「一世童軍」大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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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參與應急服務的歷史悠久，在香港童軍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已曾
參加過大大小小不同的服務，在童軍月刊內也略為介紹過。早期並

沒有成立什麼服務隊的組織，大部分是來自不同旅團的成員，遇到有需要
時自發地去幫忙。

  上世紀 50 年代中，香港拓展總監馬基推出一系列的措施保留成員及過渡成為領
袖，如親任團長的「拓展樂行團」，支援新旅團的「總部小狼輔助團」(Headquarters Cub 
Auxiliaries) 等（以前小狼即今幼童軍）。在 1957 年更察覺深資童軍的人數下降（原來這
個問題不是近年才有），建議每區成立「區務輔助團」（District Auxiliaries) ，吸納適齡的
童軍及深資童軍，培育成為領袖、協助區內的活動和訓練，並同時支援區內的旅團。首
個區輔助團在還未獨立成區的荃灣區組成，由劉英漢出任團長，「荃灣區輔助團（新界南
約）」。荃灣區要到翌年成立新界地方 1 後，由南約區分拆元朗區及荃灣區。

1	1958 年童軍總會香港分會為拓展童軍運動，策劃「地方」及「區」的行政架構，因新界幅員遼闊，先成立新界地方，下轄北約、元朗及荃
灣三區。

童 軍 文 物 點 滴
資料提供：香港童軍歷史檔案室

元朗水災服務
  在元朗未發展如今天時，因是平原低窪地帶，遇上天
雨常有水淹事故。年輕力壯的助務團團員，成為軍警消防
救災的好幫手。政府亦會協調成員接受一些訓練和提供物
資，如在 1957 年的童軍月刊，曾提及蒙空軍當局贈送兩
艘橡皮艇，存放於南約區總部，以便童軍協助救援工作。

  1957 年 5 月 21 日傾盆大雨，元朗數處地方：大貝嶺、
大陴頭、錦田、八鄉等地為洪水所淹，該區童軍收到消息，
紛紛集結報到，在相關領䄂帶領下，前赴災場協助。

成立新界童子軍輔助團
  1962 年更成立新界童子軍輔助團，由陳溥志任團長，
屬「地方」（等如今之地域）層面，屬「區」的除荃灣外、元
朗也有成立輔助團。元朗輔助團更面對不少挑戰和考驗，
但正如元朗區輔助團團長黃劍白曾說過：「我們輔助團，
不是擺的 ，是做的…」

元朗區輔助團第一次火場服務
  1963 年農曆新年年初一，晚上 9時，元朗大旗嶺西魚
涌，光明學校附近木屋發生大火。輔助團團員首先發現，
除立即致電報警外，並召集附近團員，過半到場團員更穿
上制服向消防局報到，在火場範圍展開工作及維持秩序。
至大火撲滅後，更協助理民府安頓災民借校棲宿及分發毛
氈等物資，工作至深夜一時才收隊回家。輔助團有能力支
援消防救援工作，主要是平日曾受元朗消防分局之訓練，
並經常一同演習，故準備充足、合作熟練。

  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增長迅速，新界幅原遼闊，正好
分擔市區容不下的新來港人士。為配合適齡兒童入學需要，
教育署成立鄉村師範學校，訓練教師在鄉郊學校服務；因
香港總監高本同時是副教育司，特別鼓勵學校成立童軍，
推動童軍運動擴展到新界各鄉鎭。而區輔助團正好協助這
些新旅團，同時吸納一些超齡童軍或適齡青年加入訓練為
領袖，以使更多青少年加入成為童軍大家庭的一員。因此
在新界地區的輔助團，在角色和使命與在市區的輔助團亦
稍有不同。

19
HK SCOUTING 465

專
欄

童 子 軍 輔 助 團



HK SCOUTING 465

20
總 部
告通

21
HK SCOUTING 465

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易瑞文	 深水埗東區區總監	 21.11.2022
郭柏威	 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產業）	 12.12.2022
劉禮源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行政及公關）	12.12.2022
馮志豪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12.12.2022

香港總監嘉許
鍾明浩	 歷史資料部總部總監（歷史檔案）	 22.09.2022
黎蕊萍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總監	 21.11.2022
	 （成員發展）	
李溢昇	 港島第十旅童軍副團長	 30.11.2022
梁文澧	 筲箕灣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2.12.2022
陳君儀	 屯門西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12.12.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吳雪貞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2.11.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黎祺輝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教練員	 22.11.2022
歐湛森	 港島第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2
蘇冠安	 港島第四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李家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陳漢仁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蘇景強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李耀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梁志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黃永祥	 九龍第一八二○旅童軍團長	 22.11.2022
陳淑莊	 新界第一六五四旅幼童軍團長	 22.11.2022
廖佩珊	 助理執行幹事（財務）	 22.11.2022
王慧芬	 行政署二級文員	 22.11.2022
嚴錦康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領袖	 05.12.2022
郭 宇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黃熾華	 璧峰第三十二旅幼童軍團長	 05.12.2022
郭凱欣	 大埔北第十八旅小童軍團長	 05.12.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黃麗賢	 港島第二二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2
溫誠禮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童軍團長	 22.11.2022
冼麗萍	 九龍第二十九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2
劉鳳儀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2
劉敏儀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2
黃 彪	 十八鄉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2.11.2022
黃嘉榮	 大埔南區深資童軍區長	 22.11.2022
江奕謙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旅長	 22.11.2022
葉凱怡	 新界地域執行幹事	 22.11.2022
陳焯標	 發展及領袖資源委員會副主席	 05.12.2022
黎鍵耀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5.12.2022
梁潤豪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5.12.2022
陳健笙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曾有仁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許偉進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潘明珠	 筲箕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莫穎民	 筲箕灣區區總監	 05.12.2022
伍又宜	 九龍地域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05.12.2022
陳清發	 大埔北第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黃業發	 大埔北第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譚梓熙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總監委任書
總會總部
徐小龍	 副香港總監（管理）	 13.12.2022
容建文	 名譽總監	 13.12.2022

青少年活動署
林 煒	 助理總部總監（幼童軍）	 01.12.2022

香港訓練隊
陳偉明	 領袖訓練主任	 01.12.2022
黃偉安	 領袖訓練主任	 01.12.2022

港島地域
鍾偉志	 地域總部總監（設施及器材管理）	 01.12.2022
李　健	 地域總部總監（大潭童軍中心）	 01.12.2022

九龍地域
鄧佩鸞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12.2022

東九龍地域
徐嘉苓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設施）	01.12.2022

新界地域
鄧洛軒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01.12.2022
鄧志輝	 元朗西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12.2022

新界東地域
雷智遜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01.12.2022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領袖訓練員
張宏剛	 香港訓練隊	 15.11.2022
黃錫祥	 香港訓練隊	 15.11.2022
張偉業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鄧偉強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徐小龍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蔡業康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費盛泉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黎卓輝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方栢麟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總部領袖
陳萬傑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11.2022
甄志强	 總會公共關係署	 15.11.2022

助理總部領袖
張銘恒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01.11.2022

童軍區長
何明剛	 十八鄉區	 01.11.2022

幼童軍區長
洪嘉華	 黃大仙區	 15.12.2022

小童軍區長
李婉怡	 港島南區	 01.11.2022

區領袖
張子俊	 油尖區	 01.11.2022
黃偉雄	 青衣區	 15.11.2022

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鄺思敏	 港島第一四八二旅	 01.11.2022
黃傳輝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1.2022
胡孝鈺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黃志騰	 九龍第一二八旅	 01.11.2022
黃國啟	 南葵涌第二十二旅	 01.11.2022
區淑銦	 銀禧第一四二四旅	 01.11.2022
AU	Suk-yan	
	 142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蘇俊宏	 港島第一四九旅	 15.11.2022
梁麗琼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張淑芬	 新界東第一二四一旅	 01.12.2022

副旅長
徐智超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01.12.2022

樂行童軍團長
劉謀法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01.11.2022
黃珮琪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龍文翰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吳國章	 沙田西第十九旅	 15.11.2022
區永豪	 雙魚第二十旅	 15.11.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霍偉明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陳振炎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1.2022
呂君謙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黎家進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黃震顯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梁蔚沁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01.12.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區蕙容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謝藹賢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15.11.2022

童軍團長
孫凱瑤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01.11.2022
蘇家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11.2022
黃聲縉	 新界第一一三○旅	 15.11.2022

童軍副團長
鄺志立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01.11.2022
曾卓醍	 九龍第二四九旅	 15.11.2022
方敏蔚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15.11.2022

幼童軍團長
梁嘉樂	 九龍第八十九旅	 01.11.2022
歐倩芬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鄧玉彩	 十八鄉第二旅	 01.11.2022
余詠然	 璧峰第十六旅	 01.11.2022
覃樹邦	 九龍第一三一四旅	 15.11.2022
呂兆基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15.11.2022
黃曉然	 十八鄉第九旅	 15.11.2022
伍淑文	 沙田東第八旅	 01.12.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屈家諾	 九龍第二十一旅	 01.10.2022
馬慧娜	 港島第二一八旅	 01.11.2022
譚詠姍	 九龍第一六六七旅	 01.11.2022
張慧華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高永基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林冠雄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郭智豪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1.2022
鄭笑麗	 雙魚第二十旅	 01.11.2022
何瑞眉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15.11.2022
潘家鳳	 十八鄉第十六旅	 15.11.2022
劉兆泰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小童軍團長
文穎怡	 新界第一一七二旅	 01.11.2022
溫楚穎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15.11.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鍾靜雯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11.2022
鄭笑麗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葉穎詩	 東九龍第四十旅	 15.12.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吳冠達	 總會國際署	 01.11.2022

助理總部領袖
聶浩茗	 總會訓練署	 15.11.2022

助理地域領袖
陳詠欣	 九龍地域	 01.11.2022
王晉秋	 新界東地域	 15.11.2022
林震華	 新界東地域	 15.11.2022

區領袖
麥靄儀	 油尖區	 01.11.2022
關可欣	 青衣區	 01.11.2022
雷晴晴	 深水埗東區	 15.11.2022

助理區領袖
蔡娟琼	 何文田區	 01.11.2022

旅長
忻嘉樂	 港島第二五六旅	 01.11.2022
吳華彪	 九龍第一三○旅	 01.11.2022
高志敏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01.11.2022
傅潤偉	 東九龍第一一三九旅	 01.11.2022
黃正邦	 東九龍第五十五旅	 01.11.2022

梁慧珠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林惠玲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01.11.2022
盧震河	 元朗東第三十九旅	 01.11.2022
羅慧媚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邱美華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15.11.2022
董健莉	 沙田北第五旅	 15.11.2022
莊達偉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01.12.2022
陳德安	 東九龍第七旅	 01.12.2022

副旅長
邱培鈞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樂行童軍團長
歐陽輝業	九龍第八十四旅	 01.11.2022
丁志恆	 港島第一四九旅	 15.11.2022
馮鈺湞	 九龍第四十七旅	 15.11.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譚保家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梁詠豪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11.2022
曾彼得	 雙魚第二十旅	 15.1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區夢妮	 北葵涌第十二旅	 01.11.2022
鄭頌恒	 沙田西第十九旅	 15.11.2022
梁詠芯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劉嘉韻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11.2022
陳嘉豪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謝敏珊	 九龍第一三六旅	 01.11.2022
區文軒	 東九龍第二○○旅	 01.11.2022
邱雋暉	 東九龍第二十旅	 01.12.2022

童軍團長
盧冠棟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林穎芯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01.11.2022
葉瑞恩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李嘉峻	 沙田北第五旅	 01.11.2022
王俊强	 港島第二五六旅	 15.11.2022
關庭光	 九龍第一二八旅	 15.11.2022
梁家浩	 東九龍第一○七八旅	 15.11.2022
葉榮翀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15.11.2022
梁澤仁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羅梓駿	 東九龍第二二三旅	 15.12.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王巧瑜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01.11.2022
陳泳君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邱棉華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陳梓軒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01.11.2022
蔡嘉濠	 東九龍第四海童軍旅	 01.11.2022
湯逸朗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黃泳雯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01.11.2022
黃 雯	 南葵涌第十七旅	 01.11.2022
湯桂德	 南葵涌第十七旅	 01.11.2022
黃佩兒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何焯鏗	 荃灣第十一旅	 01.11.2022
利文峰	 青衣第二十旅	 01.11.2022
楊絡然	 沙田西第十旅	 01.11.2022
梁寶珠	 沙田北第五旅	 01.11.2022
陳奕熙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黃力恆	 港島第一八二旅	 15.11.2022
劉思樂	 港島第四海童軍旅	 15.11.2022
鄭善因	 港島第二五五旅	 15.11.2022
薛旻軒	 九龍第五十七旅	 15.11.2022
何善衡	 九龍第一三八旅	 15.11.2022
王耀光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	 01.12.2022
江韻琪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01.12.2022
龔卓希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陳伊玲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Namhyeop	KWON	 01.12.2022
	 銀禧第一八○○旅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Yenni	MUCHSIN	 01.12.2022
	 銀禧第一八○○旅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張凱翔	 東九龍第二二三旅	 15.12.2022

幼童軍團長
梁仲倫	 港島第一四八二旅	 01.11.2022
黃家珮	 港島第二一八旅	 01.11.2022
陳臻杰	 九龍第五十六旅	 01.11.2022

王席雄	 九龍第二四三旅	 01.11.2022
鄧煒青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蘇蟬恩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鍾浩輝	 九龍第二十二旅	 01.11.2022
謝麗偵	 東九龍第二○○旅	 01.11.2022
司徒家盈	東九龍第一六七○旅	 01.11.2022
吳家文	 離島第十旅	 01.11.2022
戴早儀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01.11.2022
郭佩嫻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11.2022
方毅成	 沙田北第三十九旅	 01.11.2022
李岳城	 屯門西第二十五旅	 15.11.2022
李澤富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11.2022
鄧皓恩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曾思敏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2.2022
梁東昇	 東九龍第一三五○旅	 15.12.2022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蕭雅姿	 港島第二七四旅	 01.11.2022
葉麗華	 九龍第八十九旅	 01.11.2022
鍾慧星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林佩思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劉志安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李 鏗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李展鵬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譚志剛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唐國威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陳樂年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梁璟怡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楊心如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余穎佳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翁漢誠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何安騏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黎妙玲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林可然	 九龍第二九○旅	 01.11.2022
蕭慧怡	 九龍第二九○旅	 01.11.2022
劉楷皓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1.2022
黎耀強	 離島第十旅	 01.11.2022
潘凱旋	 南葵涌第四十旅	 01.11.2022
梁家鈺	 十八鄉第九旅	 01.11.2022
何子健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陳志成	 沙田東第七旅	 01.11.2022
楊詠羑	 沙田東第七旅	 01.11.2022
楊詠然	 沙田西第十旅	 01.11.2022
梁嘉俊	 港島第一一二七旅	 15.11.2022
陳樂宜	 九龍第四十八旅	 15.11.2022
唐仲恆	 東九龍第一八九旅	 15.11.2022
劉桂強	 屯門西第二十五旅	 15.11.2022
葉秀玲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15.11.2022
鄒宏政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15.11.2022
劉鵬樂	 元朗西第七旅	 15.11.2022
林康婷	 元朗西第七旅	 15.11.2022
劉穎詩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11.2022
李卓童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2.2022
Carolyn	K	Mark	ELLIS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任 蕙	 銀禧第二十九旅	 01.12.2022
REN	Hui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Evan	Maximillian	THORPE	 01.12.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顧 晨	 銀禧第二十九旅	 01.12.2022
GU	Chen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黃震綸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12.2022
劉偉開	 東九龍第一三五○旅	 15.12.2022

小童軍團長
林美兒	 港島第一五五六旅	 01.11.2022
馮凱嘉	 九龍第一二○旅	 01.11.2022
梁翠婷	 東九龍第一七二二旅	 01.11.2022
戴嘉雯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吳沅浵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王藝利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15.11.2022
許雪茵	 屯門西第四十六旅	 15.11.2022
馬嘉怡	 新界東第一○八四旅	 15.11.2022
黎香梅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01.12.2022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高冉馨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馬栩怡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黃家豪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孔維達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黃綺鳳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周寶誼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陳雅詩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廖春茹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朱珮旗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王樂童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黃珮凌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王安妮	 港島第一三四三旅	 15.11.2022
陳淑儀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李文瑩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麥寶恩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吳翠霞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白文瑜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陳祉澄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	 15.11.2022
何雅穎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15.11.2022
劉穎殷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池鳳翎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15.11.2022
張少棱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15.11.2022
尹康宜	 屯門西第四十六旅	 15.11.2022
馮秀媚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2
閻 玉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2
周慧娥	 港島第一一五七旅	 01.12.2022
胡佩雯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12.2022
Rhena	BOWIE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梁家怡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01.12.2022
LEUNG	Ka-yee	Andrew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陸韻芝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01.12.2022
LUK	Wan-chi	Vincci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Helen	Donna	OTTEN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蔡慶菁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林 倩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顏家莉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旅長
陳烈輝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01.03.2022
廖安麗	 東九龍第一四五一旅	 15.08.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Dmytro	NADTOCHII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Nataliia	NADTOCHII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James	Michael	Edward	GRAY	 01.12.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韋輝廉	 銀禧第二十九旅	 28.11.2022
Philip	WYATT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Nicole	Haruko	TAKANO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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