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總部總監(社區參與及服務)吳雪貞女士榮休專訪
吳雪貞女士按「香港童軍

總會政策、組織及規

條」的年齡限制，由2022年3
月3日起卸任地域總部總監(社
區參與及服務 )。由中學時代
成為見習領袖的吳總監，在訪

問中提及一切與童軍的緣份是

由她的一位中學同學開始。

吳總監首次接觸童軍是參加第

三屆見習童軍領袖訓練班。在

一年多的訓練過程當中，儘

管學習童軍知識及技能是辛苦

的，但也有令人難忘的夜行遠足、認識星空等，同時更重要的，

是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

吳總監與其他訓練班的同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大埔區內的學校。

1977年吳總監在大埔錦山師範紀念學校開始當領袖，努力不懈地
做好前線的旅團工作，得到區內學校校長和老師的信任及團員的

愛戴。吳總監期後的童軍歲月便是見證著大埔區童軍運動的變

化，而同班領袖的融洽，有著大家庭的感覺，便成為吳總監童軍

生活的序幕。

2000年吳總監見證大埔南北分區、從新界地域至新界東地域的誕
生。訪問中吳總監提及她當時選擇了大埔南區做「開荒牛」，帶

著部分支部領袖，用心盡責地做好每次訓練班及活動。全靠大埔

區的兄弟姊妹，每次活動都一呼百應，並得以順利完成。2004年
更在地域總監推薦下，獲得「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吳總監在訪問當中特別鳴謝開宗校長柳志強先生的信任及對各位

弟兄姊妹的支持，此外感謝林斯茂校長、宋平中校長、翁鏡松校

長、前地域總監陳蔭昌先生及黃耀榮先生支持，這也是吳總監堅

持在大埔區服務多年的動力，直至現在也繼續陪伴著大埔南第4
旅的成長。

吳總監多年來為童軍服務，累積了很多感動時刻。譬如在大埔區

當幼童軍支部總監的時候，在大埔海濱公園舉行植樹日，分發樹

苗給幼童軍並教他們愛護環境愛惜樹木。該次經歷讓她真切感受

到以身作則、薪火相傳的震撼。童軍運動有如植樹般，從萌芽到

茁壯成長蘊含了不少前人的血淚與堅持。

吳總監又憶述，在2020年疫情剛爆發時，作為社區參與及服務總
監，她推動及參與同心抗疫防疫包派發活動，並上門探訪獨居長

者。長者們因家人長年累月缺少陪伴而變得寂寞，更顯蒼老。吳

總監不單與長者們打成一片，也深深領悟到協助社區有需要人士

的重要，希望日後也能為不同群眾提供更多的支援。

「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眼見從前的童軍好友帶著自己的兒女參

與童軍運動，從第一代見證童軍成長的吳總監感觸良多。吳總監

表示雖然退下前線領袖的崗位，但她會繼續以其他角色繼續參與

童軍運動；童軍生涯不斷，各資深領袖以至小幼童軍也

可以鼎力合作，做到承傳與薪火相傳。

文：地域領袖  劉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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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終於有回穩的跡象，社會再

次步向正常軌道。早前總會已

經公布各單位可按需要及情況恢復實

體的集會、活動及訓練。雖然如此，

我們在活動時，對於防疫措施絕對不

能夠鬆懈；任何人如果出現任何冠狀

病毒病的病徵，或正在接受強制檢

疫，或活動當日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

為陽性，就不可參加活動；務求令到

我們的活動能夠在安全情況下舉行。

經歷著疫情長時間的影響，童軍運動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首要

任務是「保留及拓展成員」工作。縱使在疫情期間我們曾成功舉

辦了多項線上活動，以維繫一班熱心童運的青少年；但無可否

認，我們亦因為疫情而溜失了不少青少年，我們必須再次確訂目

標，設計全方位策略及行動計劃，為童軍運動重新出發。我們不

單只重點推動保留現有成員及招募新成員工作，更要考慮如何協

助拓展新旅團，甚至於現有旅團中拓展新支部。除了拓展青少

年成員外，成年成員亦是同樣重要的目標；旅團的運作有賴成年

成員的帶領，我們必須支援旅團在足夠的人力資源情況下運作。

走在最前線的旅團領袖，面對不少的困難和挑戰，我們更應該提

供足夠的支援，協助地域轄下旅團得以正常的發展。我們不可以

只是以口號式推動此目標，而是要貫徹地全地域及各區會共同推

進，所以地域將會成立「保留及拓展成員」事工小組，

研究解決方案及監督推行情況，定期匯報進度及跟進問

題個案，務求令「保留及拓展成員」的目標有實質的成

果。

要達至「保留及拓展成員」的目標，多舉辦歡愉而富吸

引力，同時迎合青少年口味的活動亦非常重要。慶祝香

港童軍成立110周年的活動正好將會在本年下旬陸續推
出，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活動有：六月於全港不同地區舉

行的「潔伴童行110」清潔山徑活動，九月於香港警察學
院舉行的「軍樂匯演嘉年華」，十一月於維多利亞港旁

舉行的「香港童軍國際賽船大會」，而重頭戲是十二月於南丫島

舉行的「一世童軍110大露營」，目標是讓5,000名營友參與五日
四夜大露營，其中包括海外童軍和內地青少年，並邀請香港其他

制服團體成員一同參與。當然，除了這些總會的大型活動外，地

域及各區會亦有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訓練項目，期望透過多元化的

挑戰和體驗活動，讓青少年享受童軍生活的樂趣。

新冠肺炎疫情的而且確嚴重打擊了童軍運動，但只要我們做好風

險管理及應變措施，保持警惕，時刻堅守童軍銘言「準備」的信

念，帶著聖佐治屠龍武士勇氣，加上我們擁有「新東童軍，敢創

追夢」的精神，童軍運動在任何的環境下亦必定能夠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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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監 黃燁堂

地域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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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域青年音樂祭已於2021年12月圓滿舉行。舉辦是次活動是源

於較早前所舉行的地域青年大會，當時有青年提出透過音

樂連結不同童軍成員，讓童軍的形象不局限於傳統技能，也能夠

連繫到流行文化和青年人的世界。音樂祭就從這一個簡單的想法

而誕生。

是次音樂祭邀請到雙魚第19旅的童軍團團員Jeffery、曾參加童軍

運動超過10年的Tony以及本地樂隊One Promise (OP)為各位參加

者獻唱及作出分享。Jeffery表示能夠在疫情期間仍然籌辦到屬於

青年人的活動，並且提供舞台讓他們可以挑戰自己，實在難能可

貴。而Tony特別分享他參加童軍的經歷至今都是彌足珍貴，每次

參與童軍技能比賽的汗與淚，回想起都是甜蜜的憶記，寄語各位

童軍成員應該好好珍惜穿起制服的時光。當晚，OP亦分享樂隊成

軍至今的甜酸苦辣，特別提到過去一段時間，雖然隊友患病，但

其他成員亦從沒想過放棄，就是因為堅持，讓樂隊可以繼續站在

舞台上表演。各表演者的分享不但讓各參加者感動，而且發人深

省，相信各童軍成員定會回想起與隊友們同行的片段。

新界東地域青年音樂祭
文：地域總部總監(青年參與)  羅恒威

音樂祭只是一個開始，大會邀請參加者到網上平台表達對地域未

來發展和活動的想法，讓大家可以聆聽到青年人的聲音。不少參

加者都希望地域可以舉辦大露營、舞蹈比賽、歌唱比賽、運動會

等，同時亦有一些別具創意的想法，例如：「火星移民」、「環

遊世界」等。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大家的想法陸續實現。

感謝地域總監、各部門及所有青年籌備委員的支持，讓青年人的

想像能夠轉化成現實，期望下次可以提供更大的舞台予各童軍青

年。



小童軍見見面

協助沙田及北區民政事務處包裝及
派發防疫服務包
於2022年3月30日至31日及4月1日，新界東地域50多名領袖義

務協助沙田及北區民政事務處包裝防疫服務包。每個服務

包有20套快速抗原測試包、20個KN95口罩和兩盒內地中成藥，

並有政府製作的抗疫資訊手冊和心意卡。在包裝中心我們和其他

地區團體的義工合作無間，大家都期望儘快把中央和特區政府

的心意傳達予市民，亦深深彰顯了團結抗疫的精神。在2022年4

月2日，我們的成員更在上水石湖墟協助派送防疫服務包給區內

的「三無」大廈及基層家庭。我們從服務中深深體會作為童軍成

員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願盡所能與各界人士一起承擔社區的需

要。我們深信只要大家眾志成城，定能早日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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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助理地域總監(公關)  黃勝輝

網上集會因為疫情關係成為常態，但不少小童軍旅團也慢慢

開始不再舉辦網上活動，是領袖懶惰嗎？不是，是小童軍

覺得無聊不再參加了。

為此，地域在2021/2022年度推出「小童軍見見面」活動，包括

3次網上及1次實體活動，我們盡可能為網上活動增添新元素，當

中包括：把人人都可以學懂的樂器Kazoo(卡祖笛)寄到小童軍手

上，學懂後一同網上大合奏；教他們用一張紙做出可彈出人物的

手工；與「大自然捉迷藏」學會動物的保護色；利用是非題學懂

大自然的趣事；及邀請小童軍及家長主持繪本分享等。在疫情緩

和期間，我們則利用實體課教授了療癒人心的和諧粉彩。一系列

的「見見面」活動，參與人次多達300人，期望能為抗疫期間苦

悶的小童軍體驗歡愉的童軍生活。

文：地域領袖  莫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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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界東第1074旅童軍團長  陳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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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童心抗疫
沙田北區童軍會在社會服務一向不遺餘力。於接獲民政事務局、香港童軍總會

和新界東地域的服務呼籲，誠邀義工協助為全港18區包裝及為居家隔離或檢疫
人士派發生活用品後，區職員即時透過不同聯絡小組，把訊息迅速廣傳。由於反應

良好，稍遲報名的領袖也未能參與，或須參與其他工作小組，包括上門派發防疫物

資予有需要協助的人士等。大家的「盡所能」本心和態度，真值得讚賞和鼓勵。

沙田北區童軍會上下一心，區主席張永德醫生、副主席梁立勤先生及陸詠儀女士、

區總監蔡學富先生、助理區總監(童軍)方嘉樂先生及區領袖容曼華女士透過不同童
心抗疫計劃工作小組及社區工作小組，參與不同的抗疫服務，完成童軍使命，服務

各界人士，貢獻社區。在各方群策群力的努力下，期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抗疫成

功之路快到了！

文：沙田北區區領袖  蔡蓓禧

由於本港疫情嚴重，所有童軍實體集會需要暫停，為了保持旅團成員的學習興

趣，善用疫下時間，達致停課不停學的目的。本旅團採用了網上集會的形

式，讓成員繼續進行童軍活動。

在每次集會當中，我們會安排一至兩個環節，教授童軍成員「童軍訓練綱要」當中

的內容，範圍涵蓋了戶外歷險、社會、環境及個人發展等知識。在教學後，我們利

用"Google Form"進行小測驗，以加深成員對相關知識的記憶。

由於網上教學有很大的限制，成員難以從實踐中學習，可能會略為沉悶。因此我們

在教授童軍知識外，亦會利用不同的網上工具，例如:"Gartic"、"Board Game Arena"
及"City Guesser"等，與童軍成員進行各類型的遊戲，以保持他們對集會的興趣。

縱使科技進步使我們能夠在家中學習不同的知識，但仍然希望香港能儘快走出疫

情，使童軍成員能夠享受接觸大自然的樂趣。

新界東第1074旅疫情下如常集會大埔南區

沙田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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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峰區

大埔北區

香港童軍總會於2021年5月推出「食物營養章」，是童軍支部服務組最新開設的
專章之一，內容包括認識營養素、食物金字塔、營養標籤、均衡飲食、有機

及基因改造食物、食物安全處理及不同的飲食模式等，令成員能夠從多角度了解青

少年在成長階段對食物及營養的需求。

璧峰區童軍支部於本年4月舉辦上述訓練班，來自五個不同地域的23位學員皆順利
完成課程。課程包括兩個半天的理論課及半天的分組彙報會，但由於疫情關係，全

程均只能採用網上模式進行。課程中學員須搜集資料，分析市面上四種零食的熱量

及營養素含量，並說明過份進食零食可能構成的影響，同時介紹四種不同飲食模式

（例如：純素食主義、素食主義、無麩質飲食、生酮飲食、原型食物飲食、排毒飲

食、各種宗教信仰飲食等），比較它們的特點，並研究於該等飲食模式下如何達至

均衡飲食，最後於彙報會上向組員及主考人報告。

文：璧峰區區總監  廖慶新

璧峰區第一屆食物營養章訓練班

文：大埔北區區總監  孫慶輝 疫情舒緩，香港童軍總會宣布實體青少年活動可於5月3日恢復，本區的青少年
活動及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亦強勢回歸。

打頭炮就有多個給不同支部的成員及領袖參加的活動，萬勿錯過！

區會活動精彩重臨

• 二十周年紀念壁畫填色比賽
(小童軍)

• 幼童軍家務章考驗

• 幼童軍寫作章考驗

月份5
• 皮革工作坊(童軍、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

• 童軍精神健康專科專章
 (服務組)

月份6
• 創意壁畫樂滿FUN

月份(計劃)7 大家立即

上網報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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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剛剛在本年1月份完成的幼童軍繩結章訓練班，雖然人數不多，但各學員都
很用心學習。我們只教他們6個基本繩結及3個編結，有些學員練習了很多次

都未能成功，十分沮喪甚至想放棄。幸得我們有一群資深、有心及耐心的領袖們以

鍥而不捨的精神鼓勵及教導下，最終大部分學員都能順利過關，學識這9個繩結的
打法及用途。

學員取得繩結章是對自己一種鼓勵，使他們繼續向前進，日後以這9個繩結為基
礎，不停地重複練習，才不容易忘記。考獲繩結章的幼童軍們還需繼續努力，希望

他們能把繩結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並繼續學習其他繩結技巧，尋找當中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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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難精的繩結
文：雙魚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賴裕豐

文：沙田南區幼童軍區長  盧施予

沙田南區

雙魚區

香港自2022年開始爆發第五波新冠疫情，過去數月更出現多區「社區爆發」，
情況較前四波嚴峻。不少有需要人士在資源短缺下採購不到防疫物資，特別

是防護口罩、快速抗原測試用具等等。有見及此，沙田南區延續「一人一口罩　沙

南齊抗疫活動」精神，了解區內有需要的社福機構，並銳意配對物資，伸出援手。

2022年3月12日，陳湛康副主席慷慨捐出200套快速抗原測試包，與陸藝允區總監一
起前往沙田隆亨邨贈予香港心理衛生會隆亨中心（沙田南第53旅主辦機構），讓院
友及各職工能有足夠的抗疫物資以應付疫情。中心代表收下抗疫物資，表示感謝香

港童軍總會以及沙田南區，讓他們感受到社區鄰里的關懷及溫暖。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沙田南區將繼續響應總會防疫抗疫服務，並適時了解區內有

需要的單位，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懷、共渡難關、齊心抗疫，實踐童軍精神，為社

區作貢獻。

一人一口罩　沙南齊抗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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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新挑戰-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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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田西區副區總監(行政)  周堅旋

文：沙田東區副區總監(行政)  陳佩嫺
沙田東區童軍區會自1996年已於沙田禾輋邨成立會址，超過四分一世紀的磨

練，區會會址內的設施及裝置都需要進行更新及改善。因此，我們成立了

『區會裝修小組』，成員除區總監外，還邀請了區務委員會委員及兩位青少年成員

參與，希望區會內的裝修主題、設施及設備都符合童軍旅及成員的實際需要。

由於我們並不是專業裝修人員，因此是次裝修事宜對於區會真的是一項新挑戰，幸

運地我們的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梁文傑工程師也是小組一員，他把大家裝修的構
思，專業地用3D圖繪畫了出來，令每位裝修小組成員都能輕易地理解及方便進一步
的討論。

期望裝修工程能夠儘快展開，日後便有新面貌、新設備帶動沙田東區童軍成員對區

會更有歸屬感，無論集會、訓練及聯誼都可以在區會內進行。

沙田東區

沙田西區 疫情阻不了的童軍集會
今年一月開始，香港疫情日漸嚴重，晚市禁止堂食、學校更於三月中開始放

「特別暑假」，但這些又怎能阻止童軍活動的進行呢？我想起童軍規律「童

軍勇敢不怕難」。只要我們花點心思，集會還是可以繼續的。沙田西區就有不少旅

團還在疫情下如常進行童軍活動。

沙田西第19旅童軍團為學校旅團，學校雖然正值「特別暑假」，但童軍成員們並沒
有因疫情嚴峻及學校假期失卻對童軍的熱情。他們每個星期日仍努力不懈學習童軍

的各樣知識，寓學習於娛樂，以互動的方式發揮創意、盡展潛能。

沙田西第28旅幼童軍團為公開旅團，領袖們在忙碌的工作下仍抽出寶貴時間進行集
會，激勵幼童軍自我學習和啟發，在疫情下學習不同的童軍技能；成員還根據幼童

軍訓練綱要，努力考取不同範疇的幼童軍徽章。

疫情無疑減少了童軍面對面的集體活動，但只要大家不怕困難，發揮創意，仍能有

效陪伴青少年及幼童的成長。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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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同學會鄺啟濤博士基金

出版 新界東地域

督印人 地域總監黃燁堂

執行編輯 副地域總監(行政及公關)劉禮源、

 助理地域總監(公關)黃勝輝、

 地域總部總監(行政)馮逸寧、

 地域執行幹事區彩嫻、地域幹事陳碧鳳

新界東地域總部地址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 2667 9100     傳真 2667 0298

香港童軍總會網址 http://www.scout.org.hk/

新界東地域網址 http://www.nter-hkscout.org/

新界東地域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nteryouthscout

公關部於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期間舉行上述比賽，經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各組冠軍作品如下：

初級組
冠　軍

楊皓熙
新界東第1385旅幼童軍

(沙田南區)

親子組
冠　軍

陳炫銘
大埔南第17旅小童軍

中級組
冠　軍

廖嘉曦
雙魚第4旅童軍

公開組
冠　軍

彭慧玲
新界東地域副主席

整齊制服WhatSticker
創作比賽成績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