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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過去百多年間，香港童軍的發展全賴一群無私奉獻的童軍領袖推動，當中有些更服

務童軍超過 65 年，堪稱一生童軍。為表揚這些值得敬重的前輩，童軍文物廊以
「承先啟後　向前輩致敬」為題的展覽已於 7 月 22 日揭幕，當中介紹了多位曾獲總會
頒發長期服務四星、五星獎章的童軍前輩，並讓大家了解童軍運動與社會的變遷。

　　另一方面，由香港童軍歷史檔案室籌備的「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誌慶―服務社群
百一載」展覽將於 8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20 樓盧觀榮展覽
廊展出，並設有地理尋寶遊戲，讓參觀者從遊戲中學習。凡對童軍歷史有興趣的成員，
敬請萬勿錯過！

　　此外，近年在疫情籠罩之下，學校長期採用網課模式，對青少年與同儕之間的互
動大為影響，因此在恢復面授課堂後，在朋輩社交、學習適應及精神健康方面，問題
亦一一湧現。為此，童軍知友社特別開展了「心命守門人計劃」，並邀請了本地插畫師

「小半 Little Half」設計了「心連心―樹洞襟章」，鼓勵更多青少年能主動關心身邊的
同儕，成為願意聆聽心事的「樹洞」。這項計劃亦歡迎各童軍旅參與，藉以推動成員
之間的關愛氣氛，詳情可見本刊今期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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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er　Philip TSANG Kwok-leung
　　I started my Scouting life as an adult and my leader training in 2003. I was an 
Assistant Scout Leader and left for some reasons after. One day, a young man said 
hello to me and I didn�t recognize him. He said that he was one of the Scouts in the 
group I was with. I was shocked that he remembered m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was 
invited to his wedding. He is now a proud father of two and has a job that we are 
proud of. I feel my time and effort in Scouting have been valued as we have one 
good citizen.

　　The Association had joined a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another uniform group 
and I was asked to help in one. It was a short programme and I coached one of the 
teams. On the last day of the programme, the group gave me a thank you card. It 
was heartwarming and the fuel to keep me continuing my training path.

　　Besides, in an opportunity given to me in a Scout Advanced Course in 2017, 
i was greatful to be the tutor. Even the course has finished few years, the patrol 
continues to have gathering till today. We become friends and have regular dinners 
and events together. I believe training and tutoring are not just about the course 
but also the ongoing after. Training is not just within Scouting but can be a lifetime 
experience. experience. 

專科訓練員 ( 領袖訓練主任 )　譚超雄
　　疫情期間，線上學習變成訓練工作的新常態和未來的
發展。雖然有一定的限制，但只要運用得宜便可以達到預
期的訓練效果，讓我們多添選擇。訓練人員要掌握不斷轉
變的學習需要，認識不斷發展的技能與知識，不斷學習對
應「無盡的深、無止的闊、無限可能」的訓練挑戰。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霍振聲
　　2003 年，為配合新領袖招募活動，機緣巧合下我參與了領
袖訓練的工作。當時我對領袖訓練一竅不通，幸得多位前輩指
導，「從做中學習」，慢慢領略如何運用獨特的童軍方法進行訓
練。2017 年，我有幸到尼泊爾參與助理領袖訓練主任訓練班，
認識不同國家推行木章訓練的方法，發展中國家在資源有限下，
運用最原始的方法教授，使我明白到回歸自然是領袖訓練的法運用最原始的方法教授，使我明白到回歸自然是領袖訓練的法
則。現時疫情嚴峻，對領袖訓練工作是一大挑戰，我正努力學則。現時疫情嚴峻，對領袖訓練工作是一大挑戰，我正努力學
習新的教授模式，在「訓練新常態」下延續領袖訓練工作。習新的教授模式，在「訓練新常態」下延續領袖訓練工作。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葉志成
　　回想在香港訓練隊的經歷，除了恆常的訓練工作外，我曾經負責
不同的大型活動及分享會。2011 年，我負責籌備非一般的「香港基
維爾聯誼會⸺ 百年童聚」。這是總會百周年活動中首個跳出香港移
師澳門舉行之紀念活動，由兩地童軍會一同舉辦。船公司贊助往返港
澳來回船票及不同項目，去程更以包船形式讓領袖「童」聚一起。訓
練人員除了在訓練班中傳授知識外，更需從大型活動中實踐所學到的
組織及管理能力。

　　此外，在疫情反覆下，不少領袖和成員可能於家庭、工作及學業
各方面面對不同的考驗和挑戰，在心理上需要協助和支援。我負責舉
辦了兩次「童•理•心」心理健康網上分享會，透過專業人士及富經
驗的領袖講解及分享，配以真實個案，讓領袖更深入地認識心理健康
的重要性及學懂如何處理。是次分享會只用了 30 多天籌備，有過百
位領袖及成員報名，動員訓練署的同工、童軍知友社專業社工及不同
專業的講者分享。當大家一心一意為前線出力時，童軍訓練從來沒有
難成的事。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黃文輝
　　我最初獲委任為領袖訓練員，萬分榮幸受前副香港總監黃楊子潔邀請，成為第一屆小童軍木章　　我最初獲委任為領袖訓練員，萬分榮幸受前副香港總監黃楊子潔邀請，成為第一屆小童軍木章
高級訓練班的導師。有幸跟隨楊總監及一眾班職員學習，令我大開眼界，得益匪淺。楊總監要求所高級訓練班的導師。有幸跟隨楊總監及一眾班職員學習，令我大開眼界，得益匪淺。楊總監要求所
有班職員出席全期訓練班，班助理在開始課節前，均需與班職員就已完成的課節計劃分享，說明各有班職員出席全期訓練班，班助理在開始課節前，均需與班職員就已完成的課節計劃分享，說明各
方能如何配合。進行課節時，班領導人會請所有導師與參加者一起上課，加強與參加者互動，是非方能如何配合。進行課節時，班領導人會請所有導師與參加者一起上課，加強與參加者互動，是非
常有效的施訓策略。借鑑此楷模，我在日後協助或主理的過百個訓練班中盡力實踐，惟仍如東施效
顰，相差太遠。需向楊總監學習的地方太多，拙筆未能一一盡錄，僅此向楊總監致敬。

香港訓練隊70周年 慶祝活動回顧（二）

上一期訓練人員分享了在疫情下，適應全新教學以確保教學質素十分重要。
今期繼續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文：訓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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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朱泰來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計 劃 2021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旨在表揚青

少年制服團體義務領袖及青年義務領
袖於青少年培訓及發展方面的貢獻。2021 年
獲獎名單亦包括在對抗新冠疫情作出傑出貢獻
的領袖，以表揚他們在抗疫工作的卓越表現。
頒獎典禮已於6月11日假香港政府總部舉行，
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向本會八名義
務領袖及兩名青年義務領袖頒獎。本刊謹向各
獲獎領袖致賀，以下是他們的獲獎感受。

北葵涌第 10 旅旅長　黃美鳳
　　參與童軍運動 30 多年，從教練員到旅
長，並在區擔任助理區總監（幼童軍）職務，
經歷了無數的考驗，有幸推薦過一位成員獲
得模範童軍和四位獲得總領袖獎章。感恩在
成長路上遇上兩位伯樂 ─新界地域副地
域總監蔡文惠和北葵涌區區總監呂偉強，讓我大膽嘗試、
創新及接受挑戰，並舉辦多次以傷健為主題的大型活動回
饋社會，如曾在港台節目中播放的「傷健同步越野馬拉松
2019」，讓更多市民認識童軍活動及樹立正面形象。能夠
獲頒此殊榮，感到非常開心，感謝總會及推薦人，還有每
位在童軍路上合作的伙伴，有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才會成就
今日的我。

副訓練總監（常務） 黃騰達
　　多謝總會的推薦，亦要感謝訓練總監的
信任及支持。是次提名重點之一，是如何在
疫情下進行可持續的訓練。回顧過去兩年，
童軍運動深受疫情影響，然而訓練署眾人上
下一心，努力開拓各項電子資源平台，堅守

領袖訓練工作的重任。本次榮譽是對我的鼓勵，也是對訓
練署團隊的肯定。相信未來，我們會再接再厲，為童軍運
動繼續努力，作出貢獻。

青年義務領袖
東九龍第 10 旅童軍團長　莫震霖
　　首先要感謝當年同行的東九龍第 10
旅的兄弟和師長，讓我在愛護中成長。
此外，亦要感謝今日同行的前輩、夥伴
和成員的肯定，教會了我怎樣去愛，這些「愛與被愛」交織
出我的童軍世界觀。對我來說，童軍運動就是和一群志同
道合的手足為共同的理想去愛陌生人、去抱擁香港這座城
市的一個方式。

　　我的領袖生涯至今遇過很多年輕人，他們都以不同方
式告訴我他們希望成為更好的人。這印證了貝登堡勳爵
的一句話 :“The spirit is there in every boy,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and brought to light”。願我可堅守年輕人，
和他們同行，在未來的日子也站在成員的角度看事情，繼
續引導大家思考自己長大後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港島第 99 旅幼童軍副團長　謝詠妍
　　這次獲得嘉許是一份鼓勵及肯定。我慶
幸在參與童軍運動二十多年的路途上，遇上
不少良師益友，特別是眾團長們用心教導
我，讓我有不一樣的人生。我十分感恩有一
群小夥伴願意同行，繼續參與童軍運動，為

青少年服務。最後，感謝維多利亞城區、港島地域及總會
的推薦。

義務領袖
港島第 6 旅旅長　王志成
　　感謝柴灣區區總監、港島地域總監及總會的
推薦。我服務童軍運動已超過 32 載，策劃和推動
過不少童軍活動，這次有幸獲奬感到十分鼓舞和
感恩。

　　港島第 6 旅設有五個支部，致力培訓青少年和招募家長領
袖，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讓成員體會「給予」和「薪火相傳」的重
要性。同時鼓勵他們回饋社會，並讓公眾認識童軍這個大家庭！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招侃潛
　　能夠獲得提名，感到十分喜出望外，感謝多
年來並肩作戰的童軍兄弟姊妹。這幾年，前線領
袖面對疫情的挑戰，需要在新常態下舉辦不同的
活動，充分展現童軍精神。希望這個嘉許可以提
醒我繼續為童軍運動盡一分力，我相信眾志成城，
希望能與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郭志強
　　獲獎是一種鼓勵，也是一個提醒。鼓勵我這幾
十年來以青少年作為服務對象的認同和讚許；提醒
是需要加倍努力為青少年安排更多學習及體驗機
會，令更多青少年參與童軍運動。

港島第 7 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郭柏威
　　很榮幸獲得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服務
港島第 7 旅深資童軍團 20 年，與過百深資童軍同
行，當中十多位獲得支部最高成就―榮譽童軍
獎章，並推薦了一位成員獲選模範童軍。最近幾
年，積極推動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完成木章，以繼
承團長和另外兩位任副團長的榮譽童軍一起前行，
薪火相傳。

璧峰第 7 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郭寶倫
　　在此感謝總會和地域的提名，亦多謝家
人、旅團領袖和各旅務委員的長期無私支
持。當年有幸加入了由恩師李衍坤創立的「陋
巷童軍團」( 璧峰第 7 旅 ) 至今已超過半世紀，
期間秉承本旅的精神「有教無類，使童軍能
成為良好公民。」盼望藉著這次獎勵，鼓勵各前線領袖砥
礪奮進，將童軍運動發揚光大。

十八鄉第 18 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陳嘉興
　　轉眼間已參加童軍近 30 年，從幼童軍、
童軍、深資童軍和樂行童軍，期間參與過不
少青少年活動及訓練，獲益良多。畢業後，
返回母校擔任義務領袖，薪火相傳，別具意
義。特此感謝本旅前旅長關仲顯、元朗商會
中學兩位前任校長吳麗華和葉慧貞及現任校

長丘志良的信任，以及各旅團領袖的無私付出，讓旅團可
以茁壯成長。

　　這些年來，旅團積極籌辦各項活動、訓練和海外交流，
讓成員嘗試多元化的學習體驗，藉以增廣見聞。在疫情期
間，所有集會和訓練也迅即以網上形式進行，做到「停課
不停學」。當疫情平穩時，我們亦即時恢復實體集會，成
員都十分雀躍。

　　除了擔任旅團領袖，在前輩的提攜下，我有幸在十八
鄉區和新界地域擔任不同崗位，累積籌辦不同活動及訓練
的經驗，讓我有機會深入了解時下青少年成員的需要，在
日後策劃和推行活動時更得心應手。最後，再次感謝總會
的提名，這可說是對本旅團的認同及鼓勵！

 獲 獎 領 袖 分 享 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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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童軍知友社社工   吳麗華

過去兩年，香港持續受疫情影響，學生需要不斷適應新
的學習模式，網課模式令他們與同儕間的互動減少，

缺乏機會認識朋友。恢復面授課堂後亦帶來學習壓力，學
生在朋輩社交、學習適應及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湧現，各
駐校社工一直忙於處理各項大大小小的危機，處理學生精
神健康的問題變得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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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成為「知心友」會員或留意更多童軍知友社學校社會
工作服務的計劃，可以瀏覽以下 QR Code。

做好預防工作 守護精神健康
　　作為前線的青少年工作者，我們除了處理危機事件，
何不往前一步，及早做好預防危機的工作 ? 有見及此，童
軍知友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單位特別開展了「心命守門人
計劃」，邀請了本地插畫師「小半 Little Half」設計了名為

「心連心⸺ 樹洞襟章」，免費派發給全港中學。期望透過
派發此別具意義的襟章，鼓勵各校的大哥哥大姐姐及朋輩
輔導員等學生領袖主動關懷身邊的同學。計劃亦發布「心
連心⸺ 樹洞襟章」介紹短片，鼓勵學校播放，讓更多學
生成為願意聆聽心事的「樹洞」，為同學的負面情緒找到安
全的宣洩口，藉此營造校內的關愛氣氛，同心守護青少年
的精神健康。

心 命 守 門 人 計 劃 ―「 心 連 心 ⸺ 樹 洞 襟 章 」 

反應踴躍 考慮推廣至小學
　　本計劃開展半個月迴響甚佳，已收到超過 60 所中
學申請逾 2,000 個襟章，更有不少學校老師非常認同計
劃理念，期望向全校學生派發襟章，為校內學生締造穩
固的安全網；亦有小學社工表示在其工作伙伴中得到有
關資訊，致電查詢計劃詳情。有見及此，我們稍後有意
考慮向小學推廣計劃，讓校內不同的持份者，如老師、
教職員及家長等，成為小學生的心事「樹洞」。

　　 歡 迎 各 童 軍 旅 索 取「 心 連 心 ⸺ 樹 洞 襟 章 」，
藉 以 推 動 成 員 間 的 關 愛 氣 氛， 有 意 者 歡 迎 電 郵
sswadmin@sahkfos.org 與職員聯絡。

「知心友」會員申請表 童軍知友社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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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界地域騎士議會

香港自年初開始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情況十分嚴峻。
不少有需要人士，特別是時常需要進出醫院的長期病患

者，如：洗腎病人、獨居長者、殘障人士及低收入家庭等，他
們對防疫物資的需求甚殷。有見及此，新界地域騎士議會（下
稱「騎士議會」）聯同明愛梨木樹長者中心（下稱「長者中心」）
於 5月 21 日到梨木樹邨派發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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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地域騎士議會開設了「抗疫資訊平
台」Facebook 專頁，每天分享抗疫新
聞和訊息，發放防疫資訊。更多資訊請
瀏覽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ntrscoronavirus/

天災無情　人間有愛
　　除了樂行童軍，當日有近 30 名來自地域的領袖參與。參加者先在長者
中心了解區內人士在疫情期間遇到的困難和需要，之後以小組形式派發了
三次物資。服務期間，居民屢次協助，熱心指示各座位置等，實在讓我們
感受到「天災無情，人間有愛」的可貴。

　　活動能夠順利進行，有賴參與者的慷慨和無私付出。在此，特别感謝
明愛梨木樹長者中心的社工團隊，在活動前配對好居民需要的相應物資，
亦要感謝地域幹部之協助，適時作出支援和指導，讓我們了解與其他單位
共同策劃活動時需要注意的地方，妥善安排人手。

　　議會承諾繼續響應各級童軍單位的抗疫服務，定時聯絡區內有需要的
組織，表達愛與關懷，共度難關，實踐樂行童軍「服務為本」
的精神，為社區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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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地域騎士議會

梨 木 樹 邨

物 資 派 發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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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獎勵頒授儀式 2022」已於 5 月 20 日晚在香港童軍中心 11 樓周湛燊集會堂舉行，
頒發多項獎勵予一眾領袖、總監及委員，以表揚他們多年推動童軍運動的貢獻。

得獎者服務多年　貢獻良多
　　當晚共向 95 位領袖、總監及會務委員頒發香港總監高級嘉許、香港總監嘉許、優異服務獎章、優良服務
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等童軍獎勵。當中不乏獲得長期服務二星或三星獎章的領袖，代表他們最少服務香港童軍
35 或 45 年，實在難能可貴！另有四位領袖的家眷獲頒發感謝狀，以感謝他們支持另一半或子女積極參與童軍
運動。

　　香港總監劉彥樑亦以亞太區童軍獎勵委員會主席身份，向早前在亞太區童軍會議中公布獲獎名單中的幾位
領袖及總監頒發獎勵，感謝他們在積極推動香港童軍運動的同時，亦盡心為亞太區童軍服務。

　　在此謹向獲獎者致以衷心祝賀，感謝各位多年來為童軍運動的無私奉獻！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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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掃瞄二維 QR Code 
瀏覽頒獎儀式相片。



為慶祝五四運動 103 周年，九龍地域於 5 月 4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舉行
「2022 五四青年節升旗禮」。希望年輕一輩可以知古鑑今，弘揚

愛國精神。

　　升旗禮由步操隊伍升起國旗、區旗和會旗，一眾參加者隨即頌唱國歌。在司儀介紹
五四運動及青年節的由來後， 成員一同宣讀並承諾恪守《五四宣言》，發揚及體會五四
運動所倡議的愛國、進步、民主及科學精神。

九龍地域 ─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大家可以掃瞄二維 QR Code 
重溫活動片段。

　　大會邀請了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主禮，余專員在致
辭時提及自己也曾參加童軍，勉勵成員努力學習，裝備自己，
為國家發展出一分力，成為改變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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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五四青年節升旗禮



大家可掃瞄二維 QR Code 重溫抗
疫表彰嘉許禮青年專場片段（附上
時間標記）：
51:08-51:25 香港童軍總會
56:02-57:48 童軍知友社
1:30:10-1:31:25  本會領袖獲頒個人獎

HK SCOUTING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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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香港童軍總會和轄下
的童軍知友社一直走進社區，進行大大小

小的抗疫服務，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少年抗疫連線
的嘉許。

　　民政事務局在 6 月 2 日舉行 2022 年「防疫服務包」
大行動義工嘉許典禮，向在 3 月底至 4 月中協助特區政
府包裝及派發「防疫服務包」的團體及個人作出嘉許，表
揚義工們的貢獻。

　　總會及童軍知友社在「防疫服務包」大行動中派出數
百名童軍成員參與服務（詳見本刊第 457 期），在典禮上
獲得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嘉許。

　　其後在 6 月 12 日，由青少年抗疫連線主辦的「抗疫表彰嘉許禮青年專
場」上，總會及童軍知友社獲民政事務局、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及青少年
抗疫連線頒發感謝狀，以表揚總會及童軍知友社對抗疫服務的貢獻。特別
是在 3 月底 4 月初時，童軍成員和童軍知友社的義工們包裝及派發超過三
萬個抗疫包給予有需要的青少年。（詳見本刊第 457 期）

　　本會三位領袖張俊彥、林煒及高兆基亦同時獲頒發個人獎。

　　總會一直與香港「童心抗疫」，並會繼續走進社區，服務社區。在此再
次感謝各位童軍義工的無私奉獻！



　　為表揚這些值得我們敬重的前輩，童軍文物廊以「承先啟後　向前輩
致敬」為題，介紹一眾獲總會頒發長期服務四星、五星獎章及自四十至
六十年代起已熱心服務的童軍前輩。透過不同時期的展品和介紹，讓大
家了解當年童軍運動和社會的變遷，並讓大家對這些「老前輩」有更深入
的認識。他們的為人處事及貢獻社會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期盼這份熱
誠能薪火相傳。

　　展覽揭幕儀式於 7 月 22 日舉行，由香港總監劉彥樑及總會執行委員
會主席葉永成主持揭幕。歡迎各童軍成員到童軍文物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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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百多年間，香港童軍的人數由起初百餘人，發展至
今已近十萬之眾。能夠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及成員人

數最多的青少年制服團體，全賴一群有承擔和無私奉獻的童
軍領袖，當中有些更服務童軍超過 65年。

文：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總監（童軍文物廊）　蔡嘉俊

總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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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向前輩致敬
童軍文物廊專題展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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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誌慶展覽─
服 務 社 群 百 一 載

過去 110 年，總會一直秉承童軍運動的優良傳統，持續以不同形式服務香
港，未曾間斷。為紀念香港童軍運動成立 110 周年，香港童軍歷史檔案

室特別籌劃「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誌慶展覽─服務社群百一載」，與成員一同
回顧童軍運動的服務傳統，以誌其盛。

展覽詳情：
開放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逢星期六、日）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灣仔日善街 23 號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20 樓
　　　盧觀榮展覽廊

藏品豐富　回顧童軍歷史
　　是次展覽會展出不同年代的歷史檔案及文物，承蒙數
位本地童軍文物收藏家慷慨借出其珍貴藏品，展品主題包
括：救急扶危、戰時民防、多元共融及公共衛生等，展現
不同時期童軍服務的優良美德及發展歷程。

　　為了加深參觀者對展品的了解，籌備委員會特別設計
了以童軍歷史和服務為主題的地理尋寶 (Geocaching) 遊
戲［詳情可留意展覽場內的介紹］，讓參觀者從遊戲中學習，
完成遊戲更可獲得特別設計的紀念品。機會難得，期盼各
童軍成員及親友踴躍報名參觀！

資料提供：香港童軍歷史檔案室

網上報名表 QR Code活動通告 QR Code

總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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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總會以 SDGs@HK110Jam
為主題，將於 12 月 23 至 27 日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南丫島戶外及環境活動中心舉辦「一世童軍」110 大露營。
大會期望透過一系列結合傳統童軍活動內容和可持續發展
概念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的活動，
宣揚童軍運動的核心價值，從多方面啟發及培養青少年成
為良好公民，並將積極正面的信念廣泛傳播，發揮團隊精
神，共創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今期我們會介紹大露營紀念
章及主題曲《信誓》。

「一世童軍」110大露營

資料整理：優梓

《信誓》
「一世童軍」110 大露營主題曲 作曲 / 主唱：Joey Tang 
填詞：梁栢堅 
監製：舒文 

以信譽一生一世為誓 竭盡我才能 
以勇義一生一世承諾 每日有善行 

是團結 創百年的光彩
願宏志 獻我力多千載 
Yeah Yeah Yeah 

童年亦可緊握理想 無限旅不屈的方向 有智慧有勇氣一世分享 
陪着你一生找理想 服務一生的小將 
我與你 歡笑擊掌 有三指敬仰 

與友伴一生一世維繫 我熱血一腔 
薪火一點點經我傳遞 化做千分光 

是團結 去串連這意志 
願同往 去照亮這海港 
Yeah Yeah Yeah 

童年亦可緊握理想 無限旅不屈的方向 有智慧有勇氣一世分享
陪著你一生找理想 服務一生的小將 
我與你 歡笑擊掌 有三指敬仰 

童年亦可緊握理想 無限旅不屈的方向 有智慧有勇氣一世分享 
陪著你一生找理想 服務一生的小將 
我與你 歡笑擊掌 有三指敬仰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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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露營主題曲
　　大露營總主任黎偉生邀請到著名音樂人
梁柏堅作詞、Joey TANG 作曲及主唱，以及
舒文監製大露營主題曲《信誓》，意味著「信
譽為誓」，一日童軍、一世童軍！大家可以到
總會 YouTube 頻道或掃瞄右方的 QR Code
聆聽主題曲。

紀 念 章 及 主 題 曲

紀念章設計
　　是次紀念章的設計源自舊式的帆布營帳，以及當時童軍成員把
領巾掛在營柱頂的習慣，帶出懷舊的童軍味道。右邊打開的營帳門
口印上會徽及成立年份，寓意 110 周年展開新編章；營帳內展現露
營景像，以大露營主題「一世童軍」及 SDGs 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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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維 爾 營 地
文 / 資料整理：優梓

基維爾營地是總會的第二個童軍營地，並由九龍地域管理。營
地位於海拔高度約 430 米的九龍飛鵝山大老坳，毗鄰獅子山

郊野公園及馬鞍山郊野公園。除飛鵝山道可直達營地外，亦可取道
麥理浩徑及衞奕信徑徒步前往營地。從營地步行幾分鐘，可以欣賞
到九龍半島、維多利亞港和香港島的壯麗景色。 

技能訓練 
　　營地內設有多個露營區、活動廣場、升旗場、燒烤場、營火場、先鋒工程訓
練器材及野外定向徑，營地並連接多條大型遠足徑，是一個適合舉辦各類型戶外
活動及童軍技能訓練的營地。而前身為「子南屋」的「不留痕資訊館」是營地不留
痕教育基地，資訊館內有各種不留痕教材和展板，成員可在營地的大自然環境中，
從「不留痕」戶外活動學習應有的行為和態度。

挑戰自我
　　喜歡挑戰自我的成員，可於營地「野外巔峰」高結構歷奇活動設施進行高空
繩網、攀石牆、游繩下降、高牆等活動。 繩網、攀石牆、游繩下降、高牆等活動。 

童 軍 營 地 巡 禮

實用資料：
地址： 九龍飛鵝山海拔約 430 米（沙田市地段第 592 號）
交通： 於牛池灣村乘坐巴士 91、91M、91P、92 或 96R 線路於安達臣站下

車或乘坐 1A/1M 線路，於飛鵝山道下車，沿飛鵝山道步行約 45 分鐘。
電話： 營期查詢 ─ 2957 6481 （九龍地域總部）/ 
 其他查詢 ─ 2327 3717 （基維爾營地）
傳真： 2302 1163
電郵： gilwell@scout.org.hk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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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和 其 他 美 國 動 畫 一 樣，《 海 綿 寶 寶 》不 時 出 現 童
軍 造 型 的 角 色， 例 如：2002 年 第 三 季 播 出 的 Mid-Life 
Crustacean，出現了穿上童軍制服的魚。到了 2012 年第
八季播放的 The Good Krabby Name，這條魚成為了童軍
領袖帶著三名幼童軍參加活動。此外，動畫曾出現穿上女
童軍制服的海洋生物（名為 Sweetie Scouts）售賣曲奇籌
款。

　　主角海綿寶寶 (SpongeBob) 最早出現的童軍造型是在
2007 年第五季播出的 The Inmates of Summer，他和好
友派大星 (Patrick Star) 本來要去參加童軍露營，卻誤打誤
撞登上前往監獄島的船，引發一連串趣事，可惜的是派大
星並沒有穿上童軍制服。

卡 通 童 軍

文：舵手

著名美國喜劇動畫《海綿寶寶》（SpongeBob SquarePants名美國喜劇動畫《海綿寶寶》（SpongeBob SquarePants名美國喜劇動畫《海綿寶寶》（ ）自 1999 年播出至今，一直深受觀眾SpongeBob SquarePants）自 1999 年播出至今，一直深受觀眾SpongeBob SquarePants
喜愛，目前在全球超過 50 個國家播出，有多個語言的版本。《海綿寶寶》曾多次獲得艾美獎、安

妮獎（動畫的最高榮譽之一）和兒童票選獎項等，足見其在動畫界的地位。

推出童軍造型產品
　　在 2020 年推出的電影 SpongeBob on the Run 裡，
SpongeBob 回想他做幼童軍時，與寵物蝸牛在珊瑚營地
(Camp Coral) 相遇的情景。影片中也有小時候一起當童軍
的派大星和章魚哥 (Squidward Tentacles) 等角色。由於

推出電影的關係，所以
官方亦推出海綿寶寶、
派大星和章魚哥童軍造
型的玩具、漫畫和其他
周邊產品，大家可以在
網上搜尋看看。

　　SpongeBob on the Run 更衍生了電視動畫《珊瑚營：
海綿寶寶那些年》(Kamp Koral: SpongeBob�s Under Years海綿寶寶那些年》(Kamp Koral: SpongeBob�s Under Years海綿寶寶那些年》( )Kamp Koral: SpongeBob�s Under Years)Kamp Koral: SpongeBob�s Under Years
系列，並已在 2021 年 3 月首播，故事圍繞黃色的海綿寶
寶在營地所發生的兒時趣事，喜歡海綿寶寶的朋友萬勿錯
過。

參考資料：
https://spongebob.fand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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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caching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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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GC
文：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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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參與了 Geocaching 一段日子後，便會開始留意一些統計數據，看看自己和朋友的尋寶
進度如何。雖說 Geocaching 的官方網站有提供一些在個人檔案 (Profi le) 下的基本數

據（例如找到不同種類的 Geocaches 和可追蹤寶物 (Trackable) 的數量），但如果需要搜尋
較詳盡的數據，便要使用外部的網站協助。

　　Project-GC (www.project-gc.com) 是 一 個
獲 geocaching.com 官 方 認 可 的 統 計 網 站， 讓
Geocacher 在 上 面 搜 尋 所 需 的 數 據。 它 使 用 了
geocaching.com 後台的數據，並透過搜尋引擎等
分析資料，按搜尋要求製作成圖表。例如可以找
出在一個地區尋寶最多的人、放置最多寶藏的人、
獲得最多人喜愛的寶藏是哪一個、誰人擁有最多
連續每天尋寶的紀錄等等。此外，也可以查看更
詳盡的個人尋寶統計，例如在 366 日內哪天有尋
找過寶藏、曾經找尋過的寶藏的難易度、尋找過
多少國家的寶藏等等。

　　網站除了有統計功能，也有一些工具方便尋寶者去完成特定目標或任務。例如
在尋找挑戰寶藏 (Challenge Cache) 時，往往要先尋找若干指定寶藏。網站提供了
檢查器 (Challenge Checkers) 讓尋寶者查看是否滿足特定條件。尋寶者亦可利用
Project-GC 網站上的工具，找出可以協助完成 81 種難易度組合 (D/T Matrix) 的寶藏。

　　如果大家也想知道自己的尋寶統計
資料，不妨去 Project-GC 網站看看，
說不定會發掘到一些有趣資訊。

          Geoc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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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嘉許
黎大恩 油尖區區總監 16.05.2022
刁永才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遠足及攀山） 30.05.2022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陳國偉 紅磡區顧問 23.05.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譚偉權 維多利亞城區名譽會長 23.05.2022
陳漢榮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葉國堅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盧志偉 港島第一六一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劉楚成 雙魚第二十旅副旅長 23.05.2022
湯偉明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3.05.2022
鍾振榮 灣仔區司庫 06.06.2022
佘穗全 港島第十四旅旅長 06.06.2022
李耀庭 港島第一七九旅童軍團長 06.06.2022
潘慧敏 港島第一八六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06.06.2022
陳華敏 沙田北第十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阮惠敏 訓練署助理總部總監（質素保證） 23.05.2022
王國偉 維多利亞城區幼童軍區長 23.05.2022
鄧佩賢 港島第一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梁國衡 港島第二十一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謝惠虹 灣仔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陳國光 深旺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賴裕豐 雙魚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3.05.2022
梁嘉玲 大埔南第二旅小童軍團長 23.05.2022
周韻琴 大埔北第十旅旅長 23.05.2022
梅綺玲 九龍第六十二旅小童軍團長 25.05.2022
陳維斌 產業署大廈主任 25.05.2022
歐陽裕洲 港島第二十三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王世瑛 港島第十五旅樂行童軍團長 06.06.2022
蔡婉華 港島第十八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陳翠玲 港島第一八六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06.06.2022
吳慧娟 港島第二三一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熊秀雲 觀塘區會長 06.06.2022
李家瀚 觀塘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6.06.2022
姜錫洪 觀塘區童軍區長 06.06.2022
黃彩妹 觀塘區幼童軍區長 06.06.2022
文慧玲 東九龍第十五旅小童軍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陳天倫 助理公共關係總監（童軍樂隊） 23.05.2022
羅錦培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歐陽秀菁 維多利亞城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王章旗 港島第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黎嘉樂 港島第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李民超 港島第二旅旅長 23.05.2022
黎姵伶 港島第二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劉俊良 港島第二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周洛文 港島第二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李建德 港島第二十一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鄺栢倫 港島第二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郭溢樑 港島第二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張兆中 港島第六十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楊永娟 港島第九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辛祖勤 港島第九十九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劉端榮 紅磡區副主席 23.05.2022
李泳倫 紅磡區秘書 23.05.2022
何君雄 深旺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3.05.2022
蔡璋 九龍第六十五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鄭永鏗 九龍第二四九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朱兆輝 九龍第二五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關綺華 九龍第一二三Ｏ旅小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陳少媚 九龍第一二三Ｏ旅小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馬蕙蘭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陳惠德 新界東地域領袖 23.05.2022
羅修力 雙魚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3.05.2022
吳玉麟 雙魚第四旅童軍團長 23.05.2022
張思敏 雙魚第五旅小童軍團長 23.05.2022
劉宇君 雙魚第二十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戴柏霖 雙魚第二十九旅旅長 23.05.2022
黎智森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陳偉諾 區務文書支援組助理文員 25.05.2022
陳菁宏 童軍知友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助理文員 25.05.2022
馮柏彰 港島西區專章秘書 06.06.2022
紀建茵 港島第一三Ｏ二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梁偉雄 港島第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蔡嘉敏 港島第三十三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吳志權 港島第三十五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黃城灝 港島第五十六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唐藹盈 港島第六十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莫志明 港島第二二九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馮偉明 港島第二七四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吳珮思 港島第二七四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李偉珍 觀塘區副會長 06.06.2022
陳訓廷 離島區副主席 06.06.2022
李秋梅 離島第八旅小童軍團長 06.06.2022
倫子駿 屯門東區副主席 06.06.2022
羅浩雲 屯門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鄧伯裕 屯門東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6.06.2022
李梓晴 屯門東第二十八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謝卓衡 屯門東第二十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馬子聰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謝嘉麒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深資童軍團長 06.06.2022
鄧頴怡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冼偉豪 新界第一一二Ｏ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何嘉婉 新界第一二八六旅旅長 06.06.2022
鄧敏儀 新界第一五Ｏ九旅旅長 06.06.2022
徐帆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06.06.2022
張景珠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06.06.2022
譚笑卿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趙珠英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梁志光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黃南喬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陳錦富 新界第一七六七旅旅長 06.06.2022

總監委任書
青少年活動署
梁卓姸 總部總監（幼童軍） 01.06.2022
阮敬豪 助理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01.06.2022

訓練署
江奕謙 總部總監（幹部支援） 01.06.2022
馬域祺 助理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1） 01.06.2022
曾國樑 助理總部總監（童軍技能訓練與評核） 01.06.2022
楊芷維 助理總部總監（技能發展 2） 01.06.2022
余永健 助理總部總監（靈性發展） 01.06.2022

香港訓練隊
雷智遜 領袖訓練主任 01.06.2022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余顯宜 總部總監（旅團支援） 01.06.2022

港島地域
崔文豪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01.06.2022
梁文澧 筲箕灣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2

九龍地域
何偉文 地域總部總監（屬會） 01.06.2022
吳嘉雯 九龍塘區副區總監 01.06.2022
林凱傑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2
翁國輝 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06.2022
施亞朗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領袖訓練） 01.06.2022

童軍知友社
陳立基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常務及社會服務） 01.06.2022
馮志豪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01.06.2022
張俊平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常務） 01.06.2022
陳國權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策劃及拓展） 01.06.2022
梁淑英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社會服務及內部協調） 01.06.2022
邱祖耀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社會服務及外部協調） 01.06.2022
劉仲誠 總部總監（旅團協調） 01.06.2022
唐日星 總部總監（會員發展及教育） 01.06.2022
游柏華 總部總監（社會服務及內部協調） 01.06.2022
林子競 助理總部總監（傳訊及夥伴協作） 01.06.2022
何國龍 助理總部總監（旅團協調） 01.06.2022
張肇漢 助理總部總監（可持續發展） 01.06.2022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陳景禧 助理貝登堡聯誼會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01.06.2022
陳兆斌 助理貝登堡聯誼會總監（常務及會所管理） 01.06.2022
林泳彤 總部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01.06.2022
陳偉雄 助理總部總監（常務） 01.06.2022

總監委任書註銷
童軍知友社
林旭傑 總部總監（傳訊及夥伴協作） 01.06.2022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黃文靜 香港訓練隊 01.06.2022

總部領袖
陳浩怡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5.2022
梁盛林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01.05.2022
莫俊雄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01.05.2022
何朗群 童軍知友社 01.05.2022
梁鐵魂 童軍知友社 15.05.2022
黃聲縉 總會國際署 15.05.2022
練達之 領袖訓練學院 01.06.2022

地域領袖
王嘉豪 港島地域 01.05.2022
羅添駿 港島地域 15.05.2022

深資童軍區長
周禮文 北葵涌區 15.06.2022

區領袖
李寶志 港島西區 01.05.2022
鍾俊傑 大埔北區 15.05.2022
梁樂謙 筲箕灣區 01.06.2022
姚文艷 屯門西區 15.06.2022

旅長
繆永康 港島第一旅 28.04.2022
何嘉樂 新界東第一七三一旅 15.05.2022
禤錦浩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6.2022
陳浩樂 荃灣第九旅 15.06.2022

樂行童軍團長
葉愷傑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團長
吳國樑 南葵涌第八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簡懷恩 九龍第一五○旅 01.06.2022
江振華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童軍團長
李嘉輝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童軍副團長
盧志偉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6.2022
黃聲縉 九龍第六十一旅 01.06.2022
李穎豪 九龍第一七一旅 01.06.2022

幼童軍團長
鍾兆生 港島第七旅 01.06.2022
勞銳聰 九龍第二○五旅 01.06.2022
鄭綿欣 港島第一六一旅 15.06.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黃麗珊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01.06.2022
張少萍 九龍第二○五旅 01.06.2022
廖堃源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06.2022
朱雅冰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06.2022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陳頌祺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5.2022
CHAN Chung-ki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吳紹璋 九龍第十九旅 15.05.2022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吳紹璋 九龍第十九旅 15.05.2022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劉淑華 童軍知友社 15.05.2022

助理總部領袖
黃竣暉 領袖訓練學院 01.06.2022

地域領袖
鍾啟智 港島地域 15.05.2022
林婉雯 新界地域 15.05.2022

助理區領袖
陳家朗 筲箕灣區 01.05.2022
鍾宇軒 筲箕灣區 01.06.2022

旅長
勞佩珊 港島第八十旅 15.05.2022
李德衡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 15.05.2022
關詠堃 大嶼山第十三旅 15.05.2022
黃可琪 新界第一七○○旅 15.05.2022

林綺文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01.06.2022
蔡建偉 南葵涌第八旅 01.06.2022

副旅長
簡煜球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01.06.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劉顯順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王立曦 荃灣第二旅 15.05.2022
梁富東 荃灣第二十九旅 15.05.2022
劉皓晴 青衣第二十旅 01.06.2022

童軍團長
李維聰 沙田西第四十旅 15.05.2022

童軍副團長
陳家麒 九龍第九十旅 01.05.2022
王健斌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15.05.2022
楊朗廷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15.05.2022
翁武鍵 九龍第一二六旅 15.05.2022
鄧凱珊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5.2022
何欣蔚 東九龍第十旅 15.05.2022
馬嘉駿 東九龍第十旅 15.05.2022
馬鳴亮 荃灣第二十二旅 15.05.2022
鄧詠琪 港島第二一五旅 01.06.2022
周漢樑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06.2022
林日灃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江展毅 九龍第十九旅 01.06.2022
姚凱宜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6.2022

幼童軍團長
龍梓維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吳雨璁 港島第十五旅 15.05.2022
邱培鈞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5.2022
鍾志勇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15.05.2022
譚富堯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曾文意 港島第七旅 01.06.2022
黎可欣 東九龍第二四八旅 01.06.2022
黎傑珍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魯向光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蕭欣嫦 南葵涌第七旅 15.06.2022

小童軍團長
何灼盈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郭小娟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小童軍副團長
譚詠儀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15.05.2022
張倩茹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蔡幸琳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黎苡婷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劉樂兒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葉浩然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林芷蕎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梁希彤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廖綺婷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麥志祥 荃灣第九旅 01.06.2022

領袖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曾昭淇 新界東第一七○六旅 01.06.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沙卓盈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28.05.2022

童軍副團長
方美香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張利君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陳秀玉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新童軍旅註冊
九龍第一八三Ｏ旅 15.05.2022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旅團註銷
新界第一四六六旅 17.05.2022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龍門居）） 
港島第一五六旅 01.06.2022
（港島南區區務委員會） 
港島第一二四九旅 01.06.2022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九龍第一八Ｏ旅 01.06.2022
（公開旅） 
九龍第一三六二旅 01.06.2022
（深水埗東區區務委員會） 
東九龍第三十四旅 01.06.2022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東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6.2022
（秀茂坪區區務委員會） 
新界第一一七九旅 01.06.2022
（香港聖公會聖尼哥拉幼兒學校） 
新界第一二Ｏ五旅 01.06.2022
（深井青龍頭居民聯會） 
新界第一四Ｏ九旅 01.06.2022
（荃灣青年會） 
青衣第二十二旅 01.06.2022
（青泰苑業主立案法團） 
新界東第一六八四旅 01.06.2022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新界東第一七Ｏ六旅 01.06.2022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大埔南第三十一旅 01.06.2022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蘇穎姸 童軍 14/4/2022
林澤延 行政人員 14/4/2022
陳少佳 童軍 20/4/2022
區綽雄 童軍 20/4/2022
楊曉彤 童軍 20/4/2022
邵文偉 行政人員 20/4/2022
蔡偉民 幼童軍 3/5/2022
佘添順 幼童軍 18/5/2022
雷偉雄 幼童軍 18/5/2022
關偉文 童軍 18/5/2022

袁志亮 行政人員 18/5/2022
周偉基 行政人員 18/5/2022
葉穎思 幼童軍 18/5/2022
馮建強 童軍 18/5/2022
陳麗貞 行政人員 18/5/2022
郭笑霞 行政人員 18/5/2022
譚偉然 行政人員 18/5/2022
馮博亮 童軍 18/5/2022
吳俊豐 童軍 19/5/2022
陳晶 樂行童軍 24/5/2022

李佳傑 童軍 1/6/2022
劉至正 童軍 17/6/2022
張文龍 深資童軍 17/6/2022
陳卓然 幼童軍 17/6/2022
練樹珍 行政人員 17/6/2022
姚文艷 小童軍 4/7/2022
梁恒泰 幼童軍 4/7/2022
雷浩輝 旅長／總監 20/7/2022
譚瑋衡 童軍 20/7/2022

木章 Wood Ba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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