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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啓事

上期月刊﹝即第 459 期﹞第 20 頁，「總監委任書註銷」應為「總監暫許委任書」，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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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動態
1	 AR 擴增實境 #BPeverywhere #hkscout110
2	 臨危不亂 英勇救人 實踐童軍精神
	  屯門東第 53 童軍旅楊澤明專訪
4	 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潔伴童行 110
6	 新界地域天文組	2022
	  「	銀河系中心	—	黑洞之謎	」講座	
8	 毅行銀禧廿五載 小幼童深樂前行
	  港島童軍銀禧毅行 2022
10	 童軍知友社	—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繪本
12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	冷智識篇 ( 三 )
14		 新界地域網上童軍活動計劃	—	「日晷行動」
	  深資童軍新常態活動簡介會	
16	 「香港童軍 110 周年誌慶展覽—	
	  服務社群百一載」開幕禮
18	 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香港童軍領巾日	2022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編者的話

自今期起，吳偉強正式卸任本刊總編輯一職，並交棒予原副總編輯盧韋斯接任。
吳總監為本刊服務超過二十年，自 2015 年起擔任總編輯崗位，多年來為統籌

有關童軍發展的報導工作不遺餘力，成果有目共睹。在此特向吳總監三指敬禮，對
其多年來為童軍運動的付出致上崇高敬意。

  為慶祝香港童軍運動 110 周年，多項活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雖然基於疫情
的原因，部分活動需延期舉行或取消，但像是「潔伴童行 110」、「香港童軍領巾日
2022」及「服務社群百一載」展覽等，都已經一一順利展開，有關活動報導亦已於今
期中刊登。

  另一方面，「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亦將於今年 11月假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
題區盛大舉行。為讓大家對賽船大會加深認識，今期亦為大家簡介海童軍的背景及
在香港的發展。詳情可見本刊今期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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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從小就要接受急救訓練，澤明亦不例外，他曾參加總會舉辦的急救
課程並考獲童軍支部急救章。急救訓練讓他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能為傷者提供
適當協助。就像這次，他憑著在急救訓練學到的知識，臨危不亂，把握黃金
時間為傷者施救。澤明表示：「其實當時我沒有思考太多，亦沒有猶豫，我
只知道危急時需要竭盡所能。」很多時侯，許多人未必有勇氣和知識去協助
傷者，生命就這樣悄悄流逝，這時就更突顯學習急救的重要性。不說不知，
原來澤明閒時會翻閱急救書，重溫急救知識並反覆練習，腦海裡也常常重溫
急救步驟，沙盤推演遇到意外時應該如何處理，可見澤明對他的急救知識是
充滿信心和熱誠的。他補充：「當日穿著童軍制服也給了我很大信心去救人，
亦因為途人看見我是童軍，信任我有能力協助那位傷者。」或許就是身上的
童軍制服，加上他「隨時準備」的急救知識，讓澤明「勇敢不怕難」踏前一步
為傷者急救。

臨危不亂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今年6月 10日下午，一名男士倒卧在屯門西北游泳池外的
單車徑，剛在學校參加完集會的屯門東區第 53 旅童軍隊

長楊澤明剛好途經附近，聽到有人大聲呼喊便立刻上前協助，
當他發現傷者沒有呼吸脈搏後，便為他施行心外壓，同時著途
人到就近的游泳池找救生員帶同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前來幫
忙。當他按壓了二、三分鐘後，救生員便帶同 AED等器材接手
急救。這時他亦默默退到一旁靜待救護車來到將傷者送院，最
後該位昏迷男士亦成功獲救。

  因為這次英勇救人的行為，澤明先後獲新界地域總監
陳秋玉以及香港消防處救護總長吳孝銘的嘉許。除了接受
了一些訪問，澤明亦被邀請到童軍活動中分享。對於突如
其來的關注，澤明表示有點受寵若驚，他謙虛地說：「明明
是一件很小的事，想不到迴響這麼大，有那麼多人關注。
也想不到有這麼多後續訪問和活動，但為了令大家重視急
救，我都會積極配合。」澤明亦藉此機會多謝童軍團長余志
雄教他和旅團成員急救，並不時讓他們練習，令他可以冷
靜地應對這次事件。

  對於未來，澤明立志成為醫生：「如果 DSE 成績好便
會報讀醫學院，但如果成績不理想，日後也會加入醫護界。」
這次救人的經歷，讓他有更堅定的決心加入醫護行列幫助
更多人。來源 : 網上相片

屯門東第 53童軍旅楊澤明專訪

英勇救人 實 踐 童 軍 精 神
澤明帶來的「改變」
  澤明的一個救人善行，亦悄悄為身邊的人帶來改變。
澤明就讀的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已計劃邀請消防處到校
教授學生心肺復甦法及自動心臟除顫器課程，讓更多人學
習使用 AED。澤明亦以自身經歷鼓勵別人學習急救：「希
望將來有更多人可以在意外發生時作出適當處理，令到有
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今次澤明的見義勇為，成功拯救了一條生命，獲得了
不少掌聲讚許，實在值得被表揚。澤明的「隨時準備」、「勇
敢不怕難」、「竭盡所能」，讓他能夠臨危不亂冷靜地應對，
隨時隨地「對別人，要幫助」，盡顯對童軍精神的實踐，是
我們的學習榜樣。這次事件亦讓大家知道從小學習急救的
重要性，希望大家也可以受到澤明的啟發去學習急救，自
助助人。

  最後，套用香港消防處宣導影片中的一句話作結：「敢，
你就救到人。」共勉之。

香港消防處處長楊恩健 ( 左一 ) 在救護總長嘉許狀頒授典禮後勉勵楊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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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110 多年來，總會視教導下一代為重責，一直
貫徹「愛物更惜陰」的精神。為慶祝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同時響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童軍「竭盡
所能 服務社群」的精神，總會連同五個地域在 6 月 11 日至
9 月 28 日期間開展「潔伴童行 110」活動。

香 港 童 軍 110 周 年 慶 祝 活 動

文︰十八鄉第 22 旅深資童軍 陳紀甄

潔 伴 童 行 110   活動啟動禮在 6 月 11 日於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周湛燊禮堂舉行，並
邀請到時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𦲷臨主禮，為活動揭開序幕。當日，出席的嘉
賓、童軍成員及「大嘥鬼」一同宣揚保護環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等訊息。

  「潔伴童行 110」成功號召全港成員，以四人一組的小隊形式在 110 天內
清潔全港 110 條山徑，預計超過 2,000 名成員參與。山徑路線覆蓋全港 18 區
及離島，讓成員享受遠足的樂趣，並將「山野不留痕」(Leave No Trace) 付諸
實踐。活動鼓勵大家從源頭減廢和循環再用，例如善用曾使用過的購物袋。
另外，亦鼓勵成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服務地點，一同減低碳排放！

  童軍運動一向和大自然息息相關，不少訓練和活動都以保護環境為主軸，
相信成員必定對「善用大自然」這元素不陌生。總會希望藉此活動，讓成員「從
做中學習」，以行動影響社會大眾，一同保護孕育萬物的大自然。



「人馬座 A*」黑洞紀念章設計理念
  新界地域天文組於 2019 年 8 月成立，組徽根據 EHT
於 2019 年發表的 M87 黑洞剪影所設計。事隔三年，我們
再次以人馬座 A* 黑洞及旋轉星圖設計紀念章。旋轉星圖
是所有支部天象訓練課程的入門工具。該星圖所顯示的位
置是香港經緯度於 5 月 12 日凌晨零時的星座圖位置，即
EHT 發表人馬座 A* 黑洞剪影當天的天文觀測情況。人馬
座 A* 黑洞位於銀河系中心，黃道以南約 5.6°，鄰近人馬座
及天蠍座。

備註：
短虛線為「銀河 Galaxy」
長虛線為「黃道 Ecliptic」
圖左星群為「人馬座 Sagittarius」
圖右星群為「天蝎座 Scorp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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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天文團隊的事件視界望遠鏡（Event Horizon Telescope, EHT）
於 5 月 12 日公布黑洞人馬座 A* 的影像，這個黑洞跟我們地球位

處同一個星系，位於銀河系中心，是繼 2019 年 4 月公布 M87 黑洞影
像後，史上第二張黑洞「剪影」。EHT 團隊其中一位天文學家、亞利桑
那大學天文學系副教授陳志均曾是荃灣第 8 旅深資童軍，現任新界地域
天文組顧問。

  新界地域天文組於 7 月 2 日晚上邀請身在美國的陳教授透過視像會議形式與助理
總部總監 ( 天文 ) 蘇柱榮進行網上講座，超過 300 名童軍領袖及成員出席，反應熱烈。

  本組邀得新界地域總監陳秋玉致歡迎辭，陳總監表示童軍活動提倡自然學習，天
文活動為青少年提供探索宇宙的機會，亦可進一步實踐聯合國倡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除了感謝陳教授和蘇總監在百忙中抽空出席，
陳總監亦藉此祝願陳教授及其團隊在未來的工作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文：新界地域領袖 袁鈞揚

新界地域天文組 2022「 銀河系中心 - 黑洞之謎 」講座 

左起：蘇柱榮博士、陳志均教授、袁鈞揚司儀 

活動期間，播放天文組活動回顧

出席者一同做出心形手勢拍攝大合照

陳教授介紹位於地球各處的望遠鏡

參加者正等候講座正式開始

陳教授介紹黑洞的結構環境

陳教授介紹天馬座 A* 的位置

陳教授與團隊在南極收集樣本數據的照片

探索宇宙非遙不可及
  講座先由蘇總監深入淺出為參加者介紹各項有關黑洞的基本
知識，如：黑洞如何形成及其定義、對比光逃離各個行星及黑洞
所需要的速度，亦引用了很多日常生活以及童軍活動作為例子，
破解坊間對黑洞的謬誤，如誤以為 EHT 團隊所公布的影像中，
橙色位置亦屬黑洞一部分，實際上只有中心位置才是黑洞。

  緊接陳教授分享人馬座 A* 黑洞的名字由來。他表示拍攝是
次黑洞照片比 2019 年公布的M87 黑洞的影像更為困難，其難道
有如在香港拍攝台灣的沙粒般，陳教授娓娓分享了他的團隊如何
克服各種技術難題，令人印象深刻。參加者透過螢幕，亦能感受
到當中的困難之處。

  最後的問答環節，參加者都非常積極發問，高質素的問題令
兩位嘉賓嘖嘖稱奇。陳教授於研究過程中，曾經與來自香港的大
學生一起進行研究工作，藉此勉勵大家參與探索太空工作並不是
想像中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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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港島地域舉辦第一屆「港島童軍毅行」，自此這個以港島徑為主的行山賽事成為
地域年度大型活動。每年吸引許多成員、領袖、
會務委員和他們的親友參與。

  踏入第25屆銀禧紀念，今屆主題為「毅行銀禧廿五載‧
小幼童深樂前行」，貫徹毅行精神，鼓勵成員參與遠足活動，
透過自己和隊友的腳步，征服一段又一段之高山低谷，建
立積極和堅毅不屈的人生觀。

毅行銀禧廿五載 小幼童深樂前行
港 島 童 軍 銀 禧 毅 行 2022

文：第 25 屆港島童軍銀禧毅行籌備委員會主席 伍頴珊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於 7月 10 日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
念大樓周湛燊禮堂舉行，地域很榮幸邀請到社
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郭志良擔任主禮嘉賓。

攜手走了地球半圈
  今屆有超過 3,370 人次參與「銀禧 VR」，合
共完成超過20,100公里。如果當成接力賽計算，
我們已經攜手走了地球半個圈！這個創舉是每
位參加者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

頒獎禮上頒發了多個獎項，包括：

項目 獲獎單位 總里數 全程行畢時間
110 公里 Super Trail Walker 荃灣第 11 旅小童軍周家弘 117.18 公里
累積完成最長距離（領袖） 港島第 86 旅旅長陳劍詩 1,050.1 公里
累積完成最長距離（童軍區） 灣仔區 7,639.78 公里
50 公里港島童軍毅行組冠軍 港島第 35 旅隊伍 50 公里 11 小時 28 分
香港海港扶輪社盃 港島第 35 旅隊伍

在此，恭賀各獲獎成員。

協辦機構 鼎力支持
  總結過往寶貴經驗，「港島童軍毅行」已發展成為一個非一般的遠足比賽。
活動的同時，我們亦為有需要的社福機構提供一個籌款平台，歷年所籌得的善款
超過港幣六百多萬元。今屆香港海港扶輪社繼續協辦活動，並全力支持「香港海
港扶輪社慈善基金」籌款計劃。同時，活動亦得到榕光社、奧比斯香港、香港骨
髓基金及香港骨髓移植復康會多個機構支持。

受惠機構 合作無間
  大會今年繼續與多間「食物銀行」合作，包括聖雅
各福群會眾膳坊、明愛荃灣社區中心、民社服務中心
及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一起舉行「罐頭食品捐
贈大行動」，期望透過一個小小的罐頭，表達成員關
愛的精神及服務社群的承諾。今屆反應非常熱烈，成
員、領袖、會務委員及各界熱心人士都踴躍捐贈。地域辦事處於毅行活動期
間，已陸續收到熱心人士及童軍單位捐贈的罐頭。今次的「罐頭食品捐贈大行
動」共收到超過 17,000 罐罐頭，打破歷年紀錄，成果十分令人鼓舞！衷心感
謝大家之慷慨捐贈，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淨山清徑
  愛護大自然，山野不留痕是我們的責任。今屆毅行邀
請到長春社和參加者分享淨山清徑，並聯同港島地域深資
童軍議會及樂行童軍議會製作了一個淨山清徑小教室，讓
大家在毅行同時響應不留痕。

虛擬跑 打破限制
  因應疫情及減少人群聚集，上屆毅行首次採用虛擬跑的
形式進行，成功錄得超過 600 人次參與活動，合共完成超過
6,000 公里旅程的佳績。感謝上屆籌委會的努力，收集了漁
農自然護理署及總會「山嶺童行」合共 155 條行山徑的資料，
為虛擬跑定下了藍本，打好了基礎。

  今屆毅行以虛擬跑及實體比賽的形式進行，成員可按大
會指定人數及時間，參加「銀禧 VR」和「銀禧毅行」項目。「銀
禧 VR」挑戰組除了過往的 3.5、6、25 及 50 公里四大項目外，
今年特別新增 15 公里、100 公里 Rambler，以及 110 公里
Super Trail Walker，合共七個項目。參加者可因應自己的能
力，選擇完成不同的指定路線，以獲得足夠里數。活動率先
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啟動，原定於 3 月 31 日止，為期半年。
但隨着第五波疫情來襲，「銀禧 VR」及實體比賽「銀禧毅行」
均受影響，故決定順延至 5 月 30 日結束。

請掃描右圖 QR Code 欣賞影片

  銀禧毅行以一輯題為「毅行─父女同行」的短片作結，內容是一
對毅行父女分享行山點滴。父親：「我以妳為榜樣行山，希望追過妳」；
女兒：「我希望爸爸健健康康，快過我之餘可以同我一齊 explore 這
個世界」。相伴相隨 - 港島童軍銀禧毅行感謝各位參與 - 山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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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別離，成年人或會察覺到愛要及時，珍
惜擁有。然而，愛別離苦，實是男女老幼，

不論貧富，皆有所感。

  仲夏之月，兒童因著畢業、轉校，甚至移民，
需與親朋摯友說別離。要孺子憑一己之力，疏導
別離之情，他遷之感，真是不容易的任務。一眾
家長，如何與年幼子女談論離別，更是難以找到
一本「說明書」。

童軍知友社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繪本
文：童軍知友社社工 蔡慧煌

面對別離
  童軍知友社於 6月出版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繪本。故事的
主角「小兔兔」移居他鄉，要與好朋友「熊啤啤」別離。插畫師李
佩賢以美麗的插畫，道出主角與好友離別前後的經歷和感受。我們
更邀請一群婦女義工擔當旁述，將繪本變成有聲書，讓更多的讀者
和聽眾認識兒童面對別離的需要。

引領情緒
  童軍知友社於 8月 6日舉行「童‧你看繪本─如何
引領孩子表達情緒暨《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網上工作坊」，
分享如何透過說故事，引導孩子表達情緒，從而協助兒童
面對別離的感受。工作坊邀請了註冊社工陳顯庭進行分享，
參加者都踴躍發問，氣氛熱烈。

更多繪本詳情，可掃瞄右邊二維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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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將於 11 月在灣仔水上
運動及康樂主題區舉行，比賽項目包括：獨

木舟、龍舟、風帆、標準艇及立划板。今期會回顧
香港海童軍運動發展史，讓大家溫故知新，為賽船
大會作好準備。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 —冷智識篇 ( 三 )
文 : 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品牌推廣組

  想知道更多「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的
資訊，請留意大會 Facebook 專頁。

香港童軍總會第一個海上活動基地
  60 年代，香港成為亞洲航運中心，海員人數增加，連帶海童軍旅亦
增加了不少。1964 年，總會把當時的柴灣營地 Nissen Hut 改為海上活
動基地，定期舉辦全港海童軍賽船大會。現時，總會轄下有三個海上活
動中心，分別是：大潭童軍中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及大美督
海上活動中心。

海童軍旅訓練之特色
  早期的海童軍旅除了一般童軍技能訓練外，所有的禮節及海上活動
形式參照皇家海軍的傳統進行，成員必須懂得操鈎竹禮及上下船艇的特
有禮儀，如 Scouter on Board 及海軍笛號等，現時仍有部分海童軍旅保
留這些傳統。

資料及圖片來源：
Scouting In Hong Kong
《香港童軍》月刊第 258、264、278、447 期
《香港童軍百年圖史》
《儀容與制服手冊》
《港島第 7 旅 70 周年特刊》
HK Seekweb https://bd.seekweb.com/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網頁 https://www.hkirscout.org.hk
香港童軍總會 Facebook 專頁

海童軍運動的開展
  貝登堡勳爵於 1907 年創立童軍運動後，於 1909 年構思
成立海童軍分支。同年 8 月，貝登堡舉行了第三次露營 The 
Beaulieu River Scout Camp。訓練船 (TS Mercury) 停泊於營
地附近，作為各種水上活動的基地，這次可說是首次的海童
軍露營及成立海童軍的起源。

  1921 年 5 月，在駐港英國海軍軍官協助下，香港童軍舉
行了「夏日海童軍計劃」，讓成員學習各種不同的海上活動
及訓練。1922 年，港島第 1 海童軍旅正式成立。及後，香港
童軍運動因太平洋戰爭中斷，但總會香港分會於 1946 年 1
月再次重組，得以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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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感想
屯門東區署理區總監 周志偉
  計劃配合深資童軍於新學習常態下的活動與訓練，讓
他們安在家中亦能參與童軍活動。計劃包括多個工作坊，
協助參加者在疫情下完成進度性獎章的考核。作為區幹部
的一份子，十分支持成員透過計劃完成各個不同進度性的
考驗。計劃內容豐富，參加方法簡單，又怎可少了大家的
參與！

元朗東區助理區總監 ( 深資童軍 ) 徐嘉年
  回顧過去兩年，香港疫情不斷反覆，實體童軍訓練及
活動接近停頓，無法進行常規性集會，令一班深資童軍無
法進行進度性獎章的訓練。感謝一班總監及領袖建立了這
個嶄新的活動平台，既可作另類集會，亦可考取進度性獎
章。計劃內有多個網上學習替代方案工作坊，可以聯團參
與，讓各團成員互相認識。此外，計劃覆蓋深資童軍錦標
賽（地域會長盾），參賽者可透過比賽完成進度性獎章。計
劃有助凝聚一班領袖及深資童軍，在歡愉、具挑戰及新常
態的情況下交流。

新界地域領袖及十八鄉第 11 旅深資童軍團團長 阮健恆
  這兩年，部分童軍旅暫停了實體集會，令成員未能考
取進度性獎章，部分感到無助，最終放棄參加童軍活動。
幸運的是新界地域深資童軍支部推行了「日晷行動」，成員
透過「替代方案」可完成進度性獎章，日常遇到的難處，也
多了渠道表達意見及求助。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區及地
域都能給予大力的支援，如海上的燈塔般，指引我們繼續
帶領童軍活動。

新界第 7海童軍旅深資童軍 陳振維
  「日晷行動」計劃鼓勵我們以「替代方案」進行進度性
獎章考驗，「替代方案」亦把考取獎章期限延長多一年，令
我們在疫情下有更多時間考取獎章。是次簡介會對我們很
有幫助，讓我們了解到考取進度性獎章的程序。

屯門西區第 26 旅深資童軍 胡倬苠
  簡介會讓我了解到更多深資童軍考取獎章時所遇到的
困難，以及區和地域可以給予的資源，例如不同類別的工
作坊及各種考取進度性獎章的方法。同時，我更清楚了解
到區及地域的行政工作，明白到如何透過「日晷行動」申請
完成證書。這些資訊都為我日後考取榮譽童軍獎章帶來極
大的幫助，獲益良多。

文：新界地域助理地域領袖 董敏佩

新界地域
網上童軍活動計劃 — 「日晷行動」
深資童軍新常態活動簡介會 

  計劃詳情可瀏覽 Facebook 專頁「新界地域深資童軍NTRVS」或 Instagram帳號「ntrventure」

為讓深資童軍在新常態下能夠繼續參與童軍
活動，地域深資童軍組推行了「網上童軍

活動計劃─『日晷行動』」。由地域及區提供教
練、場地及物資，設計了 30 項不同範疇的工作
坊，包括：童軍技能、航空、海上、正向心理、
歷奇教育及資訊科技等。課程內容參考《深資童
軍訓練綱要》、疫情下網上學習及進度性獎章網
上考驗計劃（替代方案）。透過計劃，各區代表、
領袖及成員可以參與由地域主辦的工作坊及由旅
主辦並由地域及區幹部成員帶領的活動。

  計劃簡介會於 6月 18 日以網上形式舉行，共有 62 名
參加者出席。除了介紹計劃詳情外，也分享了榮譽童軍獎
章及證書的申請辦法，以及考取進度性獎章的行政程序，
讓大家了解地域及區的行政工作，使參加者策劃項目時更
得心應手。大會更邀得助理地域總監（支部）梁耀偉及屯門
東區署理區總監周志偉與參加者分享處理考核程序時常見
的問題，鼓勵成員在新常態環境下努力完成進度性獎章。

新界第 1199 旅深資童軍 曾佩珊
  簡介會詳細介紹了計劃如何在新常態下協助成員考取
進度性獎章，讓我能儘快制定合適的方案，並及早與領袖
商議和準備，為我們打下了一支強心針。此外，有經驗的
領袖亦分享個人經驗，讓我們作為參考，有助推動多元的
童軍活動。

新界第 1742 旅深資童軍 梁倬健
  「日晷行動」集合了大家的力量，協助我們以新常態方
式考取各進度性獎章。同時提醒我們考取金帶時，要注意
的行政工作。一旦疏忽，只會徒勞無功。

荃灣第 24 旅深資童軍 陳志豪
  由於身在海外留學及疫情關係，很久沒有參與大型童
軍活動，令我更記掛童軍這個大家庭。參與簡介會後，發
現有很多虛擬活動，身處外地的我也能參加。互聯網打通
區域界限，即使人在外地仍能考取進度性獎章，重燃我對
童軍的熱誠！亦感謝地域舉辦各類網上活動，打破各式各
樣的限制和框架。願人在海外的我，能為深資生活添上色
彩；在疫情期間，能享受一個特別的童軍生涯！

「日晷行動」三大目標：
-	採取適當措施，以保留新界地域深資童軍支部成員；
-		體驗在疫情下以新常態進行可持續發展（SDGs）的訓練 /
活動；及
-	促進地域深資童軍支部各持分者的聯繫，鼓勵以「替代方
案」進行進度性獎章考核。

紀念章設計理念
  日晷是一種利用太陽影
子的位置來辨別時間的工具。
青少年在成年人的領導下 (太
陽 )，按著誓詞與規律 ( 晷針
的影子 )進行歡愉而富吸引力
之有進度性訓練 ( 時間 )。紀
念章上所顯示的時間為晚上，
對應深資童軍支部自務自治
的特色。

  此外，紀念章的直徑為 10.9cm，對應太陽是地球直
徑的 109	倍；而紅色就代表深資童軍支部。晷針的傾斜及
夾角為香港緯度，並指向北天極，即Generation	的「N」，
配以銘言 Passing	the	torch	to	the	new	generation（薪火
相傳）及拉丁文Hora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英文譯：
I	don't	count	the	hours	unless	they're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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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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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軍歷史資料及珍貴的收藏品介紹香港
童軍 110 周年的重要歷程。展覽籌備委員會以童軍服
務作為展覽主題，展示香港童軍在過去百多年間曾參與
過大大小小不同的社會服務，傳承童軍運動幫助他人、
貢獻社會的精神。

「 香 港 童 軍 110 周 年 誌 慶 展 覽 —
服 務 社 群 百 一 載 」 開 幕 禮   展覽在 8 月 6 日下午舉行開幕禮，由香港總監劉彥樑、總會執行委員

會主席葉永成、歷史資料委員會主席康寶森、副香港總監（管理）容建文
及助理香港總監（支援）岑偉建一同剪綵，為展覽揭開序幕。

  大會亦邀請了幾位重量級人馬跟參加者分享他們推動童軍服務的經
歷，當中包括三位前任香港總監：鮑紹雄、陳傑柱及吳亞明，以及在
1950、60 年代活躍於童軍運動的前九龍第 11 旅童軍團長蘇國榮太平紳
士。

  在典禮結束後，一眾嘉賓和成員亦隨即欣賞展覽，並在導賞員的講解
下深入認識展品以及童軍百多年來曾參與過的重大社會服務。

  是次展覽在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20 樓的盧觀榮展覽廊舉行，展
期為 8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的周末，並開放予童軍成員及其親友參觀。展
覽主題包括：救急扶危、戰時民防、多元共融及公共衛生等，各位參觀人
士在完成參觀後更可獲得一套三張設計精美的明信片留念。展覽場地亦有
一幅大型的香港地圖，標記著香港童軍服務社群的足跡。各童軍旅在參觀
時均會拿到一塊小卡板，讓他們在地圖上標記他們所做過的服務，增加他
們的參與感之餘，亦可透過觀看其他單位的小卡板來啟發他們計劃不同形
式服務，饒有意義。

  展覽除了展出一些珍貴童軍物品外，亦準備了一個延伸活動予參
加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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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觀者從遊戲中學習。參加者會根據指示前往五
個地點完成一個簡單任務以獲取指示前往隱藏關卡完成遊戲，而這些地點
更是曾經有香港童軍作出英勇行為的地方，事後他們亦因而獲頒發英勇獎
章。在這五個地點的附近亦有不少歷史古蹟，幼童軍領袖亦可以順道帶幼
童軍參觀，以完成香港歷史章的相關要求。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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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巾日的意義
  為紀念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在 1907 年 8 月 1 日於英國白浪島舉行首次
童軍露營，每年 8 月 1 日都會舉辦世界童軍領巾日，重申童軍誓詞及承諾，
時刻做好童軍銘言「準備」，樹立良好榜樣，以及不論在實體還是網上的童
軍與日常生活中，都要切記保持並向外界及公眾人士展示童軍的正面形象，
推動童軍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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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世界童軍領巾日及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總會於 7 月
31 日在香港童軍中心周湛燊集會堂舉行「香港童軍領巾日 

2022」啟動禮，並邀得消防處處長暨總會名譽會長楊恩健擔任主
禮嘉賓。楊處長致辭時談及童軍運動一直致力為青少年提供課室
以外的發展空間，培養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觀，鍛鍊身心
意志，建立自信，帶出香港童軍總會培養青少年成為有責任感的
公民的使命。及後，楊處長聯同香港總監劉彥樑、總會執行委員
會主席葉永成、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羅紹衡及副青少年活
動總監（支部）暨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張俊彥一同為領巾日揭開序
幕。各地域均有派代表出席支持，參加人數近 180 人，反應熱烈。

香港童軍 110 周年紀念―

文：港島第 1旅深資童軍 潘韋翰

領巾的故事
  領巾象徵着童軍的身分，每個童軍旅都有其獨
特的領巾。大會攝製隊於 7月走訪曾奪得全港比賽
冠軍的隊伍，拍攝其領巾的特色以及他們的童軍故
事，當中包括：沙田南第 59 旅幼童軍團、北葵涌
第 13 旅童軍團及東九龍第 231 旅深資童軍團。啟
動禮上播放了有關片段，讓大家感受到受訪成員對
童軍運動的熱誠，以及童軍生活的多姿多彩。

一日童軍 一世童軍
  此外，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領袖張銘恒、屯
門東第 53 旅童軍小隊長楊澤明及港島第 1旅深資
童軍潘韋翰與參加者分享童軍運動對他們的意義，
以及對個人生活及發展的影響。其中楊澤明分享
於 6月 10 日完成集會離開時，遇上一名倒臥在地
上的途人，他隨即運用急救知識，評估途人狀況，
作出相應救援及施行心外壓，直至救護人員接手處
理。楊同學的見義勇為充分體現了「竭盡所能」及「勇
敢不怕難」的童軍誓詞及規律，也讓參加者明白到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童軍精神，真正做到「一日
童軍，一世童軍」。

全港童軍齊參與
  今年領巾日設有網上參與計劃，成員於社交
平台展示指定照片及訊息便可獲得紀念章，反應
踴躍。

香港 童軍領 巾日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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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曹莉莉	 青少年活動署特能童軍活動組副主席	 20.06.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區惇波	 屯門東區名譽會長	 20.06.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梁冠平	 青少年活動署空童軍及航空活動	 20.06.2022
	  委員會副主席	
𡩋基求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活動）	 20.06.2022
廖漢新	 離島區副會長	 20.06.2022
盧偉國	 屯門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6.2022
李嘉輝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營地管理）		 12.07.2022
李啟明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張秀貞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20.06.2022
黃秀雯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20.06.2022
王淑卿	 深水埗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6.2022
杜國強	 離島區副區總監	 20.06.2022
原川山	 離島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0.06.2022
羅明遠	 屯門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6.2022
劉德榮	 屯門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6.2022
伍世華	 屯門東第十旅幼童軍團長	 20.06.2022
劉英明	 屯門東第五十三旅童軍副團長	 20.06.2022
曾碧霞	 新界第一六七六旅旅長	 20.06.2022
陳詠信	 元朗東區區總監	 20.06.2022
張淑芬	 新界東第一二四一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0.06.2022
李龍臻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20.06.2022
何嘉雯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幼童軍團長	 20.06.2022
張 忠	 沙田西第三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20.06.2022
楊慧敏	 訓練執行幹事	 20.06.2022
王麗賢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20.06.2022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萬奕彤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20.06.2022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劉嘉銘	 屯門西區深資童軍區長	 08.07.2022
李蘭心	 屯門西區童軍區長	 08.07.2022
馬燕媚	 屯門西區小童軍區長	 08.07.2022
黃玉君	 大嶼山第十三旅小童軍團長	 08.07.2022
李艷美	 大埔北第十二旅幼童軍副團長	 08.07.2022
梁耀光	 公共關係署總部領袖	 12.07.2022
黃詩曼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12.07.2022

甘婉芬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黎俊生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馮銳明	 九龍第一三八旅副旅長	 12.07.2022
李勁冲	 童軍知友社童軍旅團協調小組委員會顧問	 12.07.2022

長期服務獎章
嚴駿豪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氣象）	20.06.2022
蘇柱榮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天文）	20.06.2022
謝浩俊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20.06.2022
張敏思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20.06.2022
劉曉峰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20.06.2022
鄭信恩	 總會救護委員會委員	 20.06.2022
龍紀嬋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20.06.2022
黎志榮	 新界地域總部總監（設備與供應）	 20.06.2022
陳嘉俊	 璧峰第七旅樂行童軍團長	 20.06.2022
吳煒君	 璧峰第三十一旅童軍團長	 20.06.2022
周少蘭	 新界東第一六二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6.2022
曾慶邦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長	 20.06.2022
梁慧姸	 沙田南第一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6.2022
林信波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拓展小組委員	 20.06.2022
周岳思	 助理執行幹事（港島地域）	 20.06.2022
方子華	 區務文書支援組助理文員	 20.06.2022
楊至鏗	 港島地域領袖	 08.07.2022
蔡敏萍	 港島第一七五旅幼童軍團長	 08.07.2022
辛銘堃	 九龍第二旅童軍團長	 08.07.2022
陳玉宜	 九龍第一二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08.07.2022
丘明淵	 九龍第一二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08.07.2022
崔詠倫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副旅長	 08.07.2022
潘錦榮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教練員	 08.07.2022
葉兆廣	 元朗西區名譽會長	 08.07.2022
葉乃煖	 元朗西區名譽會長	 08.07.2022
王 寧	 大埔北第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8.07.2022
盧志超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梁耀強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黃雅萍	 九龍第一三八旅深資童軍團長	 12.07.2022
張寶寶	 九龍第一三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2.07.2022
唐德偉	 九龍第一三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12.07.2022
姚南華	 深水埗西區會長	 12.07.2022
張子俊	 大埔南第四十一旅童軍團長	 12.07.2022
祝慧珊	 沙田北第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12.07.2022
葉浩然	 童軍知友社教育委員會委員	 12.07.2022

總監委任書
總會
羅保林	 助理香港總監（貝登堡聯誼會）	 05.07.2022

青少年活動署
黃振強	 總部總監（行政及資源）	 01.07.2022

國際署
伍頴珊	 副國際總監（行政）	 01.07.2022

港島地域
王世瑛	 灣仔區副區總監	 01.07.2022
羅卓華	 灣仔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7.2022
佘添順	 維多利亞城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7.2022

九龍地域
麥婉晶	 旺角區副區總監	 01.07.2022
許心怡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01.07.2022
周國威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7.2022

新界地域
夏漢彬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01.07.2022
陳浩智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01.07.2022
黃銘成	 北葵涌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7.2022

童軍知友社
丘信強	 助理總部總監（中心服務）	 01.07.2022

領袖委任書
總部領袖
古浩禾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6.2022
程明偉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7.2022
鄧玉彩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7.2022
馮銳明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01.07.2022
鄧仲基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7.2022

助理總部領袖
劉俊毅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6.2022

地域領袖
譚嘉洋	 港島地域	 01.07.2022

樂行童軍區長
周禮文	 北葵涌區	 15.06.2022

小童軍區長
鍾嘉雯	 沙田南區	 01.07.2022
簡世樂	 沙田南區	 01.07.2022

區物資管理員
蔡耀霆	 深水埗西區	 01.07.2022

區領袖
張錦浩	 璧峰區	 15.06.2022
何俊傑	 旺角區	 01.07.2022
楊永健	 鯉魚門區	 01.07.2022

葉志成	 北葵涌區	 01.07.2022

旅長
林旭傑	 九龍第八十四旅	 15.06.2022
鄧志豪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07.2022

深資童軍團長
王柏豪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7.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古浩禾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06.2022
劉祉妡	 雙魚第二十旅	 15.06.2022
何偉強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7.2022
曾瑋賢	 璧峰第六旅	 01.07.2022
張敬浩	 雙魚第二十旅	 01.07.2022
唐偉傑	 雙魚第二十旅	 01.07.2022

童軍團長
吳子軒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15.07.2022

童軍副團長
姚蕭志	 九龍第十九旅	 15.06.2022
盧浩祥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	 15.06.2022
嚴詩婷	 沙田西第二十旅	 01.07.2022
李家豪	 沙田西第二十旅	 01.07.2022

幼童軍團長
周淑芬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15.06.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黃泳珊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	 01.06.2022
鍾志文	 港島第七旅	 01.07.2022

小童軍團長
曾凱瑩	 璧峰第六旅	 01.07.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麥青儀	 九龍第五十一旅	 15.06.2022
陳廸秀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06.2022
盧炳佳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06.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陳錦富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6.2022
李少峰	 童軍知友社	 15.06.2022
翟健伶	 童軍知友社	 15.06.2022
吳冠達	 總會資訊科技部	 01.07.2022

地域領袖
吳浩軒	 九龍地域	 15.06.2022
黃梓軒	 九龍地域	 01.07.2022

助理地域領袖
廖安東	 九龍地域	 01.07.2022

童軍區長
蔡源陞	 大嶼山區	 01.07.2022

幼童軍區長
蔡芷晴	 旺角區	 01.07.2022

區物資管理員
張浩賢	 北葵涌區	 01.07.2022

區領袖
陳慧嵐	 油尖區	 01.07.2022
方逸藍	 沙田西區	 01.07.2022

助理區領袖
陳子朗	 旺角區	 01.07.2022
余仲恆	 北葵涌區	 01.07.2022

旅長
李諾思	 港島第一一六七旅	 15.07.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陳若義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15.06.2022
姜浩然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7.2022

童軍副團長
王銘深	 九龍第十七旅	 15.06.2022
梁棹熙	 沙田南第二十九旅	 15.06.2022
劉開萬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7.2022
吳冠達	 港島第十五旅	 01.07.2022
黃英豪	 港島第十五旅	 01.07.2022
蘇毅忠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7.2022
賴建成	 北葵涌第六旅	 01.07.2022
蕭駿鴻	 璧峰第七旅	 15.07.2022

幼童軍副團長
羅俊基	 東九龍第一○七一旅	 01.06.2022
陳珈錡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15.06.2022
施文炫	 港島第一一四旅	 01.07.2022
劉嘉韻	 港島第一一八七旅	 01.07.2022
鄧詩凱	 港島第一八三旅	 01.07.2022
許雅麗	 九龍第八十九旅	 01.07.2022
白曉晴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01.07.2022

岑燃芬	 九龍第二○五旅	 01.07.2022
陳佩晶	 九龍第二○五旅	 01.07.2022
張凱琪	 東九龍第一三一旅	 01.07.2022
潘志廣	 九龍第十旅	 15.07.2022
張妙娟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15.07.2022

小童軍團長
吳玉平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07.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麥堃玲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15.06.2022
馮卓鍵	 港島第二五五旅	 01.07.2022
鄭善婷	 新界第一一九七旅	 01.07.2022
鄒惠美	 新界第一一九七旅	 01.07.2022
趙婉怡	 璧峰第六旅	 01.07.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童軍團長
張志成	 東九龍第一二五九旅	 22.06.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Ellen	Clare	HOBSON	 30.06.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Lucy	NIGHTINGALE	 30.06.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James	Ewin	LEWIS	 30.06.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Susannah	Faith	HARVEY-JONES	 30.06.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Kym	Louise	TOLLER	 30.06.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力 量

有興趣者請掃描下圖 QR Code 下載表格並連同您的
作品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係署《香港童軍》月刊編輯組收。

查詢：2957 6366（公共關係署）

徵稿及童軍照片
活動稿件
◆ 每頁約 300 字
◆ 附 6 至 10 張照片 （每頁計，照片必須為 jpg 格式，並切勿插於文章內）
◆ 附活動名稱、日期、地點  （其他詳情，請見每期月刊目錄下方的「投稿細則」）

開心童軍活動 /童軍集會照片
◆ 解象度最少為 300 dpi，格式為 jpg

DIY 稿件
◆ 中文 / 英文製作方法
◆ 附照片 / 圖片說明

文稿或照片一經刊登，即可獲投稿章一枚。不論投稿或投相
須附真實姓名、所屬童軍單位、職位及聯絡方法。

所有投稿或投相請交予《香港童軍》月刊編輯組
電郵：hkscouting@scout.org.hk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香港童軍總會
 公共關係署《香港童軍》月刊編輯組

愛好 寫作 的您，還不快加入《香港童軍》月刊，成為我們的一員？

文 字

同時歡迎愛好 攝影 、

擅長 美術設計 的您，

加入成為我們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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