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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過後，疫情急轉直下，確診數字每天不斷攀
升，恢復集會和活動，相信仍要待一段長時間，經過 2

年多的反覆抗疫措施，無論領袖和成員也會感到十分疲累；
不明的前景，未能預測的變數，更加添大家的憂慮。雖然在

這充滿負能量的社會中，但仍有很多兄弟姊妹正努力地與病毒
對抗，他們站在前線，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協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士。大家也應在精神上或實質上全力支持！無論是留家抗
疫，減少外出；又或是協助維持秩序，分派物資；請緊守崗位，
多加鼓勵。因為一個問候，一個關心，便給予無形的動力。請
發揮童軍的正能量！

創辦人紀念日剛過去，想起貝登堡勳爵給我們最後的訊息，當
中提及 “Be contented with what you have got, and make the 

best of it,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ings instead of the 

gloomy one.”。滿足現有，作好準備，凡事看好，疫情必
定過去，期待生活盡快回復正常，早日在不同的活動和

訓練中與各位見面，祝安康！

地域總監的話總監的話
       地域總監  
       譚國權

童心抗疫童心抗疫



優異服務獎章
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朱均偉先生

紅磡區副會長

傅偉宗先生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黃子潔女士

紅磡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黎玉珍女士

何文田區司庫

黎海國先生

何文田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吳麗蓮女士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何景全先生

九龍第 11 海童軍旅童軍副團長

馮靖怡女士

九龍第 15 旅旅長

陳志華先生

九龍第 217 旅小童軍團長

許晴薇女士

深旺區名譽會長

鄺萬鈞先生

深旺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何君雄先生

深水埗東區秘書

譚榮檜先生

深水埗東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劉凱琳女士

深水埗西區會長

姚南華先生

深水埗西區幼童軍區長

麥偉雄先生

九龍第 194 旅幼童軍團長

林麗霞女士

油尖區主席

許文傑先生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馬志堅先生

 優良服務獎章
地域副會長

周偉基先生

九龍第 75 旅小童軍副團長

麥嘉順女士
地域副會長

黃  勁先生

九龍第 249 旅童軍副團長

郭詠琳女士
地域副主席

范啟鏞先生

九龍第 249 旅幼童軍副團長

劉淑儀女士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楊澄峰先生

九龍第 1201 旅幼童軍副團長

歐倩芬女士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資源）

文  傑先生

九龍第 1230 旅小童軍副團長

關綺華女士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野外巔峰）

郭信亨先生

九龍第 1230 旅小童軍副團長

黃慧敏女士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楊庭威先生

深水埗東區副主席

鍾寶兒女士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支部支援）

廖雅媛女士

九龍第 3 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梁栢忠先生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麥翰龍先生

九龍第 62 旅童軍副團長

梁家倫先生
何文田區深資童軍區長

曾家駿先生

深水埗西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鍾文漢先生
九龍第 67 旅深資童軍團長

高海謙先生

九龍第 33 旅小童軍團長

劉笑屏女士
九龍第 77 旅旅長

梁文傑先生

九龍第 90 旅幼童軍團長

夏蕙芬女士
九龍第 77 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鍾健樂先生

九龍第 90 旅小童軍團長

黃巧明先生
九龍第 290 旅幼童軍副團長

文家輝先生

九龍第 90 旅幼童軍副團長

陳倩雯女士
九龍第 2 海童軍旅幼童軍團長

楊詩韻女士

九龍第 257 旅童軍副團長

蘇詠嫺女士
九龍塘區副會長

蘇建霖博士

油尖區會長

魏麗霞女士
九龍塘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吳玉乾女士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施亞朗先生
旺角區副會長

梁華勝太平紳士

九龍第 19 旅樂行童軍團長

羅耀樑先生
旺角區童軍區長

吳振瑋先生

九龍第 19 旅童軍副團長

鄭嘉莉女士
九龍第 60 旅旅長

謝天豪先生

九龍第 130 旅童軍副團長

黃思盛先生
九龍第 75 旅幼童軍團長

陳志雄先生

九龍第 1468 旅旅長

鄧佩鸞女士
九龍第 75 旅幼童軍團長

譚嘉文先生

 感謝狀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孔維釗先生之夫人

孔姚綺雯女士

   2022 年童軍運動創辦人紀念日獎勵   2022 年童軍運動創辦人紀念日獎勵
恭賀九龍地域各獲獎人士恭賀九龍地域各獲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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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地域 九龍地域壬寅年九龍地域壬寅年

（網上進行）
文：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傳訊 )  何偉文

因疫情嚴峻，於 2022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舉行的「九龍地域壬寅年新春團拜」改為網上
視像形式進行，藉此機會與九龍地域一衆成員共慶新春！

這次是一個別開生面和互動的新春誌慶活動，也是九龍地域的一個新常態。在疫情期間，籌
備委員會嘗試透過科技及各種應用程式，使參加者能安在家中，仍可經網絡線上參與，一眾
地域會務委員及總監亦預先拍攝了新春祝賀短片，為大家送上祝福！

新春團拜由童軍領袖「文龍」（旺角區深資童軍區長張文龍先生）及「財神爺」（深水埗東
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關忠傑先生）一同主持。故事講述「財神爺」在天庭久久沒有參與
九龍地域的實體新春團拜，繼而走到九龍地域辦事處查看究竟，巧遇文龍正在抹擦「地域神
石」。隨後在「財神爺」帶領下一起走進元宇宙，透過穿梭於元宇宙、天庭及地域辦事處，2
位主持巧妙地介紹了地域各種新的應用程式。團拜環節中亦預先拍攝了頒授童軍獎勵儀式的
部分，由香港總監劉彥樑先生頒發童軍獎勵及由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殷斯偉先
頒發木章。恭賀各獲獎人士。

當中加插了抽獎環節，由劉彥樑總監、地域會長伍燕梅小姐、地域主席黃俊雄先生及地域總
監譚國權先生進行互動抽獎環節，過程既緊張又開心，將活動氣氛推高。各抽獎嘉賓選擇心
儀的幸運號碼後，中獎者便透過視像即時「現身」，並說出祝賀語句，為大家送上祝福。此
外，籌備委員會更安排「財神爺」派發利是（鳴謝地域名譽會長何榮高先生贊助利是），並
由 3位副地域總監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派發，參加者以二維碼方式領取利是，過程要眼明手快，
參加者玩得既興奮又投入。

最後由譚國權總監致賀辭，是次團拜活動便圓滿結束。籌備委員會感謝各贊助人士，包括抽
獎環節：地域名譽會長王仲熹先生、地域副會長陳黎惠蓮女士、地域副主席湯蕊瑗小姐及地
域核數師郭志成先生鼎力贊助抽獎禮物，為是次活動生色不少 。

九龍地域上下同心於網上團拜聚首一堂，體驗了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活
動的經驗，度過了一個愉快的農曆新年。謹祝大家壬寅年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獲頒授童軍獎勵名單
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 孔維釗先生
香港總監嘉許 深水埗西區幼童軍區長 朱碧琪女士
香港總監嘉許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任俊謙先生
行政人員木章 地域會長 伍燕梅小姐
行政人員木章 旺角區會長 陳繼良先生
行政人員木章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甄志强先生

新
春

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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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地域

九龍塘
區 「熊貓 X 幼童軍 CROSSOVER」共融工作坊「熊貓 X 幼童軍 CROSSOVER」共融工作坊

文：集研會副主席  梁釗麟

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及深水埗東區成立 30 周年，九龍地域集研會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參與由深水埗東區假元朗錦田有機薈農莊菠蘿園舉辦的「童享家庭樂日營」，協助擺設攤位展覽和遊
戲。

攤位經過悉心布置，為響應香港童軍 110 周年及推廣搜集活動，集研會主席及顧問借出私人珍藏，包
括多幅以童軍周年紀念、活動和標誌為主題的大型紀念章章布、「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的不同造型
人像及各式童軍擺設，令人目不暇給，不僅吸引大批人士觀賞，還互相交流對搜集的樂趣和心得。此外，
亦安排遊戲送出小禮物，讓小童軍、幼童軍和家長一同分享歡樂，體現大會主題。

壓軸環節，集研會主席陳兆斌先生公布及頒獎給「估估吓」的遊戲冠軍，得獎者是猜中章盒內的紀念
章數量最接近的幸運兒，得獎者可單手任取紀念章。頒獎後，現場人士反應依然熱烈，當陳主席宣布
其他參加者也可按成績次序任取章盒內的紀念章，直至派完為止，喝采聲和掌聲即此起彼落，將氣氛
推向高峰；遊戲最後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結束，各人均開心盡興。

文：九龍第 61旅幼童軍副團長    岑美儀

2021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六）上午，本旅幼童軍團參加了一項共融活動工作坊，當天共有 2 名領袖及
16 名幼童軍成員一同參與，旅長亦到場支持及鼓勵。

活動由「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協創坊」主辦，是次活動是「手繪咕𠱸」。讓我先介
紹一下，在一次活動中認識了賽馬會協創坊的生產主任，她表示該會的服務使用者
均為殘疾人士及弱勢群體，在工場內由導師帶領，以他們專長為主，創作一些手工
物品於坊間售賣，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於是便詢問團長及旅長的意見，他們也贊同，
因此我便聯絡主任，經商討後，她便介紹此項活動給我們。

學習「手繪咕𠱸」先由中心學員在導師帶領下，製作一個 15 吋乘 15 吋的咕𠱸套，然後由
多位學員創作鈎畫幼童軍造型的「熊貓」草稿，最後便由幼童軍成員在中心工作人員教導下
以塑膠彩塗畫在咕𠱸面上，待乾透後便放入預先準備的咕𠱸芯，就此便完成這個 crossover
的咕𠱸，各幼童軍成員均爭相與自己的作品合照。相信這項活動是起步點，祈望未來能與
機構多合作和溝通，增加彼此交流。

九龍地域集研會九龍地域集研會
參與深水埗東區「童享家庭樂日營」參與深水埗東區「童享家庭樂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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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區

旺角童軍歡欣再聚 ‧ 齊齊邁進 64 周年旺角童軍歡欣再聚 ‧ 齊齊邁進 64 周年
文：副區總監（行政）吳金妹

鑑於新冠疫情略為緩和的情況下，「香港童軍總會旺角區第 64 屆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在香港童軍中心周湛燊集會堂順利舉行。

大會邀請了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蒞臨主禮外，地域會長伍燕梅小姐、副地域總監（常務）黃冠生先生
及副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行政）梁婉冰女士撥冗出席是次活動。

儀式開始時，由區會長陳繼良先生致辭，陳會長在致辭中感謝各嘉賓撥冗出席，更感謝各領袖在面對
不同的挑戰時積極處理，勇往直前，在艱難的環境下仍堅守信念，為不同年齡的青少年提供與時並進
的活動，利用視像會議、網上課程及在防疫限制下，有限度舉辦實體訓練及活動，在疫境下仍能將童
軍知識灌輸給成員，並笑言自己在連串的課堂及在職訓練下，成為一個持有木章的領袖，希望大家繼
續通力合作，令會務更上一層樓。其後，由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致辭，譚總監感謝本區在過去一年，
在本區區務委員會、各級總監及領袖的努力下，會務得以繼續推行外，更能秉承過去傳統，精誠團結
地推展童軍運動，實屬難能可貴。期間更簡介地域有意推行的「家長領袖」理念，期望藉此招攬更多
領袖，服務社會。其後代表大會頒發委任及選任證書，再由伍燕梅會長、黃冠生總監及梁婉冰總
監等代表大會頒發各項獎章、感謝狀、木章及金紫荊獎章。最後，由區主席盧偉民先生致謝
辭，盧主席在致辭中亦感謝本區職員及領袖，默默耕耘，雖歷經不同困難及挑戰，仍能
迎難而上，充份發揮童軍勇敢不怕難的團結精神，並預告為慶祝香港童軍總會成立 110
周年紀念，於 2022 年 1 月 2 日舉辦「旺角區童心童樂大比拼暨童愛家庭嘉年華」，目的
是透過活動讓參加者及家長享受愉快的週日，更能加深大眾對童軍運動的了解，並呼籲各
旅團踴躍參加。大合照後，儀式在簡單而隆重的氣氛下亦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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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多時的慶祝活動，因疫情影響一改再改，最終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
在基維爾營地舉辦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童軍旅程 同享經歷」。整個活動的參

與人數超過 380 人，當中非制服的參加者亦達 120 人。

由活動召集人深旺區主席葉景強先生陪同主禮人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與一眾嘉賓步入升
旗場，在各參加者一同見證下，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升旗禮及啟動禮。

大合照後，各參加者便開始了各項營內活動，包括：手工藝、繩結玩具製作、山野不留痕
學習、先鋒工程、高空歷奇（繩網）、營地野外定向及下午的遠足旅程。

遠足旅程是活動中的焦點項目，在疫情下，全賴旅團領袖及家長的協助，能夠以
1 名成人對 3 名成員的比例進行。在旅程中，不但欣賞到東九龍一帶的美景，還可
參觀一些戰時遺蹟。沒有參與遠足旅程的參加者，仍可在營地進行活動。

隨著旗幟緩緩降下，各參加者獲得豐富而心意滿載的紀念品，在快樂笑
聲中為活動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FACEBOOK 搜尋 @shammongscout 可以瀏覽更多相片及花絮短片 
 # 香港童軍 110 周年 # 童軍旅程同享經歷

    深水埗西區區幹部退修日    深水埗西區區幹部退修日
文：深水埗西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關智瑛

深水埗西區於 202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在王兆生領袖訓練中心舉行了「區
幹部退修日」，在導師帶領不同團隊挑戰下，在歡樂氣氛下完成。

是次活動的目的旨在團結區幹部及讓各幹部對其區職責有更深入的了解。當
天由導師帶領進行一連串的團隊協作和歷奇活動，幹部和委員透過這些體驗，
增加彼此的互動和了解，並學習團隊之間的多樣性，如：溝通、協作、領導、
信任、聆聽及同理心等。當面對種種的挑戰時，大家都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在互相支持和鼓勵下盡力完成任務。

本年是深水埗西區成立 30 周年，期望各區幹部和委員能繼續發揮這個團隊的
優勢，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繼續為本區的未來發展而努力，積極舉辦適合
區內青少年參與的童軍活動，以吸引他們加入成為童軍的一份子，從中享受
童軍生活帶來的樂趣。

  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祝活動
「童軍旅程 同享經歷」「童軍旅程 同享經歷」文：深旺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范敬謙

深水埗
西區

深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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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前署理九龍地方總監鄧錦仁先生 , MBE      
文：九龍第 11旅童軍副團長 鍾明浩

九龍地方（九龍地域前身）前署理地方總監鄧錦仁先生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與世長辭，
享年 90 歲。
鄧錦仁先生在 1931 年生於香港，中學時期就讀於九龍華仁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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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後即以不同身份回饋母校，歷任童子軍副團長、童子軍團長及旅秘書等職務。在
他的領導下，本旅童軍曾於 50 年代數次奪得全港嘉爾頓錦標。
鄧先生自 1956 年起積極參與九龍區的童軍事務與行政工作，曾先後出任童子軍區
長及專責九龍西的副區總監。1958 年，九龍區正式分為東、西兩區，鄧先生順理
成章出任新成立九龍西區的區總監。隨著本港童軍運動的迅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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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分區，

鄧先生轉任九龍地方助理地方總監，並於 1965 至 67 年間署理地方總監
一職。除了童軍區和地方的治理與拓展，鄧先生亦致力於訓練成年領袖，
並由 1959 至 67 年出任本港童子軍訓練副主任。

因其成就卓越，鄧先生於 1967 年聖佐治日獲頒授
功績榮譽獎章 (Medal of Merit)。
鄧先生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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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職退休時，獲英女皇授予大英帝國員佐勳章 

(MBE)，以表彰其對香港的貢獻。

      懷念我們的童軍兄弟甯樹開先生
  文：貝登堡聯誼會九龍第 1海童軍旅分會主席  呂明告

前九龍第 1 海童軍旅童軍團長甯樹開先生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在運動期
間，因突發性心臟病與世長辭，終年 63 歲。
甯 Sir 生於 1958 年，中學時期就讀於九龍格致書院，在學生時開始參加
童軍運動，加入了九龍第 115 旅，展開其童軍生活。於 1975 年轉投九龍
第 1 海童軍旅深資童軍團，同時加入九龍地域拯溺隊，並在海童軍及拯
溺訓練雙線發展。期間考取了英國皇家救生會多項救生章，並在 1976 年
取得九龍地域拯溺隊個人最佳進度獎。同期亦不忘考取深資童軍進度獎

章，他於 1977 年取得深資童軍支部最高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和愛丁堡獎勵計劃金章，並
獲英女皇伉儷簽署證書。
甯 Sir 在當深資童軍成員時，已兼任教練員工作，除對童軍團進行海上訓練外，也在九龍地域拯溺隊
為來自不同旅團的童軍成員進行拯溺訓練，筆者亦在其教導下考取拯溺銅章。

甯 Sir 在 20 歲之齡，帶領第 1 海童軍團奪得全港海童軍錦標。其先後在深資及童軍團當
領袖，成為領袖的他，沒有停止個人進度，先後分別於 1980 及 1982 年完成幼童軍及童
軍支部領袖木章。婚後因舉家移民加拿大，辭任海童軍團長之職務，並保留其在第 1 海
的海外委員身份，繼續支持旅部。他與太太亦因童軍運動而結緣，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甯 Sir 移民加拿大數年後回流返港，繼續童軍生活，在第 1 海旅務委員會及貝登堡分會
擔當會務，同時加入總會和九龍地域領袖訓練隊。於 2010 年完成及取得第 3 對木章（深
資支部）。多年來，他參與教導的訓練班，多不勝數，可算是挑李滿門，贏得「甯訓練」
的美號。

筆者與甯 Sir 相識接近半世紀，亦師亦友，他突然離開我們，深感難過 ! 回想去年初夏，
一起參加急救證書重溫課程，拍擋實習、考試、互相包紮、提點……一起上山下海，教
我游泳拯溺，一起出海潛水等。種種事往，百感交集！
願您一路好走，他日在 BP 懷裡重逢……

九龍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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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

徵稿徵稿

‧ 本刊物公開歡迎各級童軍成員提供圖文佳作。
‧ 投稿者請附真實姓名、單位、職銜及聯絡電話。
‧ 來稿請以 400 字為限，並附上最少 3 張相片，格式

為 jpg。
‧ 每期之截稿日期為雙數月之月底。
‧ 特此聲明，凡在活動安排及 / 或獲取的文稿、相片、

錄像、聲軌之全部或其部分屬香港童軍總會九龍
地域所有，並保留其刊登、出版、廣播、轉載、
刪剪、修改、展覽或作宣傳用途而不另行通知及
付酬；文章及 / 或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地域即
有權透過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網頁）轉載被刊登
的文章及 / 或相片。如有異議，請先表明。

WhatsApp

Instagram YouTube九龍地域網頁 Facebook 專頁

為提升地域資訊效率，已特設「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主要用途如下：
  1.  每月通告
  2.  特別通知
  3.  緊急通知（如地域大型活動遇惡劣天氣之宣布）

訊息發放專區將以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WhatsApp 廣播功能運作，並歡迎各界人士訂閱，訂閱者不需記
名而各訂閱者相互間不會得知其他訂閱者的電話號碼。如欲訂閱訊息專區，請完成以下程序：

1. 於裝有 WhatsApp 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新增 9540 8470 為聯絡人；
2. 以 WhatsApp 發放任何非空白訊息（如：Hi）予 9540 8470；
3. 你將被加入「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並會不定期收到地域資訊。

備註： 

1.「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只用作單向資訊發放，並非熱線電話；
2. 登記「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服務後，即表示同意接收由 9540 8470 發送的地域資

訊；
3. 登記後如不欲繼續使用「九龍地域發放訊息專區」服務，請以登記電話 WhatsApp 發

送「取消訂閱」予 9540 8470，九龍地域將於收到訊息後刪除有關登記，相關電話號
碼日後將不會再收到由 9540 8470 發出之有關訊息廣播。

詳情請參閱地域特別通告第 01/2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