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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波疫情為香港各階層帶來不同程

度的衝擊，童軍活動也不例外。基本上

所有的團集會、實體的訓練班與活動都停

下來，但網上會議、論壇和訓練還是繼續

的，當中也包括一些國際的，亞太區的會

議；成員、領袖透過網絡維繫童軍情誼和

處理日常事務讓童軍運動在疫情下延續。		

而社區參與是童軍方法之一，不同的童軍

單位以行動實踐諾言，回應了不少社福機

構的召喚提供服務，包括抗疫物資的包裝

與發放，接聽抗疫熱線電話等服務，以關

愛與有需要的社群共渡難關；為基層市民

或染疫的家庭提供適時的支援，發揮互助

精神。雖然很多服務都需要在很短的時間

內完成招募大量的工作人員和完成大量的

工作，但對於一群熱心服務的領袖，會務

委員，可說是一呼百應，加上強大的組織

能力，最終都能順利完成任務，也讓社區

人士對童軍刮目相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和認同。可説是危機中的機遇，也見證了

童軍的訓練在有需要時都能發揮積極的作

用。

文：港島地域總監			何偉強

關愛渡難關，
	 	 積極創未來

	 此刻疫情緩和下來，社會運作也逐漸回

復正常，但由於疫情長期窒礙童軍正常的活

動和團集會，致令童軍流失不少領袖和成

員，總會亦借此契機詳細計劃提升會內的

科技系統和調整成員獎章考驗方法以配合

實際的環境和情況，令成員不至完全失去考

核進度章的機會，也為童軍運動重回正軌作

出準備。而香港童軍成立110周年慶祝活動

也密鑼緊鼓推出，大家又可以相聚細說昔日

童軍往事，共慶周年之餘也共謀重新啓動各

項活動和訓練。疫情讓我們引入和使用更多

科技，糅合實體訓練以提升效益、效能，不

少訓練班也加添了不少自學的課程令訓練更

具彈性，使學員及成員可以調節學習的節奏

以配合自身的時間表。疫情帶給我們不少挑

戰，但大家都以積極態度面對困境，希望創

造更好的未來，從來我們的訓練都聚焦培育

成員的解難能力，正念和韌力，讓成員都能

夠跨越逆景，踏上成功之路。疫情讓我們明

白世事的無常，同時也提醒我們必須時刻為

未來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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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抗疫」齊出力	
文：助理地域總監（發展）	羅永杰

	 自本年二月下旬，本港第五波疫情達致高位，香港童軍總

會被邀請加入抗疫團隊作出協助及支援。總會為配合一連串抗

疫服務，設立以「童心抗疫」為主題的大型服務，而港島地域

亦分別招募成員參予「居安抗疫」及「童心抗疫」協助包裝防

疫物資服務等。而在該兩次招募成員時，由於需在短時間內作

出招募成員協助，故只能透過網上發出資訊作出邀請。幸好在

不足一天內已獲得雙位數字的報名人數；而服務時段則分為上

午、中午及晚上，以配合不同人士的時間。

	 「居安抗疫」服務於3月10日開始，主要協助接聽由民政事

務局轉至的電話，為有需要的市民記錄所需物資或其他要求，

並轉往其他團隊作出安排送遞。原本服務日期由3月10日至3月

25日，由於政府在資源重新調配後，有關工作轉交予另一政府

部門接力，故相關服務亦提早於3月16日完成。在是次服務中，

本地域共有25人次參與協助。

	 而另一服務為「童心抗疫」協助包裝防疫物資，本地域主

力協助東區民政事務處於3月3日至4月1日包裝防疫物資，共派

出65人次參與。同樣，是次服務分為早上、中午及晚上時段。

在第一天服務至中午時，需包裝之目標數目共35,000份已達標

完成，故大會決定宣布是日工作已完成，而餘下日子只需安排

至黃昏時段。

	 在整個服務期間，各參與者均全程投入及體會到抗疫期間

伸手相助之重要精神，為全港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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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抗疫」後感
文：港島第99旅幼童軍副團長		胡栢莉

	 香港再掀起第五波疫情，各方各界團體都

不斷努力參與緩解當前的困難，童軍團體也不

例外，積極參與今次「童心抗疫」義工服務，

我也嘗試參與並且有幸被取錄。由於疫情關

係，今次對參與服務義工防疫安全要求非常嚴

格，每天早上各義工都要自行做快速檢測，保

障每一位的健康。

	 當天柴灣體育館暫作抗疫包裝中心，場館

四周放滿抗疫物資非常震撼，供應還進出不

斷，後勤和負責人員更早已在場內預備，那時

不同團體的義工也魚貫入場，而我們這群童軍

兄弟姊妹們一向訓練有素，準時集合，無論是

新相識，或是老拍檔，都戴上手套做足安全措

施，在工作安排上各盡所能，非常配合，包裝

流程更是完美，往往是超額完成手上的工作，

餘下時間更可為下一天作準備。看到其他團體

義工也非常落力，大家都瞧着同一個目標，趕

快將抗疫物資包裝處理好，讓抗疫物資包可以

準時分派送到全港市民手上。

	 今次疫情之下當義工服務，最大收穫就是

新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童軍領袖，為這兩天

畫上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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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善小而不為
文：港島第204旅幼童軍團長	 吳玉瑩

	 今年二、三月的天氣時晴時雨、社會氛圍陰

霾密佈，疫情數字高企，筆者身為港人的一份

子，自問無甚專長，只好盡己任，提升自身及家

人的防疫意識，保護好自己及身邊人；此外，總

思考著如何可多出分力。

	 透過參加童軍總會的「童心抗疫」活動，筆

者曾任「居安抗疫」計畫熱線的前線人員，接

聽、了解及轉介求助個案，協助來電者得到適切

的物資、情緒支援及抗疫資訊；之後要協助包裝

「防疫服務包」，與來自五湖四海的義工，在短

時間內建立默契，提升包裝生產線產能。

	 在不同的場地與不同年紀、國籍、從事不同

行業的義工人士齊心協力完成不同的事工，親歷

各人在工作期間默默耕耘，為有需要的人，作出

無私服務的精神無不令人動容。

	 在這段艱難的日子，時刻讓我保持正念向前

走的是幼童軍誓詞：「對別人、要幫助；對規

律，必遵行」。

	 祝願香港及世界能儘快重返常軌，社會百業

復興，人人身心靈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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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童軍銀禧毅行	X	

香港海港扶輪社35周年紀念慈善步行	
文：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			李大富

	 時間流逝，轉眼之間，港島地域其中一項品牌活動「

港島童軍毅行」已舉辦了24屆。適逢2022年是此項活動

銀禧（即第25屆）紀念，加上亦是香港海港扶輪社成立

35周年，港島地域及香港海港扶輪社特別聯合舉辦一項慈

善步行活動，路線為港島徑第七段：土地灣至大潭（即由

石澳道	>	土地灣	 >	大潭東引水道	>	大潭道）全程7.5公

里。是項活動於2022年5月7日早上舉行，參加人數為童

軍成員23人和10名親友，	及海港扶輪社成員20	人。

	 活動當日，各參加者於柴灣地鐵站集合後，再乘旅

遊巴士到石澳道•土地灣巴士站，在拍攝指定合照後，由

香港總監劉彥樑先生和香港海港扶輪社候任社長寗秀萍

女士，及在地域總監何偉強先生陪同下帶領各參加者浩浩

蕩蕩朝大潭出發。

	 沿途大潭灣、爛泥灣村、紅山半島和赤柱半島景色全

在眼前展現，加上天公造美，雖然陽光普照，但亦有微風

相伴，使人心曠神怡；在感受微風拂面及沐浴在陽光中，

彷彿令各參加者體內的壓力頓減，精神為之一振。難怪童

軍運動創辦人貝登堡勳爵，將“大自然”設為童軍方法八

大元素之一。

	 約中午12時各參加者陸續到達大潭道終點，在大潭水

塘水壩底打卡和稍作休息後，各參加者經大潭篤村到達大

潭童軍中心完成整個活動。

補誌

	 香港海港扶輪社由2000年開始至今，一直協辦「港

島童軍毅行」及贊助部份經費。而港島地域亦全力支持其

慈善基金籌款計劃以作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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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季刊編輯小組

地域屬會
會務介紹

	 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主要協助童軍支部成員考取進度性獎章

的項目，包括通訊（技能組）及（教導組）專章訓練班、電子

（技能組）專章訓練班和電腦（技能組）專章訓練班。

	 為讓更多童軍成員能夠認識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每年本會

均協助港島童軍繽紛日及國際電訊日暨國際電腦網絡日設立港島

地域分站。此外，更積極參與國際性的業餘無線電比賽，透過國

際性比賽提升會員對無線電的興趣及操作無線電器材的技術。

成立時間

	 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前身為港島地域網頁小組，經過多年來

的蜕變，於2004年正式成為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

成立目的

	 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致力在港島地域推廣資訊科技的活動及

訓練，內容包括通訊（以無線電和互聯網與國際童軍進行交流）

、電子、電腦以及童軍業餘無線電	(Radio	Scouting)。

知 多 少

港島童軍資訊科技會

為成員及領袖提供訓練內容

●	 通訊（技能組）專章訓練班

●	 通訊（教導組）專章訓練班

●	 電子（技能組）專章訓練班

●	 電腦（技能組）專章訓練班

聯絡方式
isit@hkirscou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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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歷史

	 在新一屆天文組重新運作之前，港島童軍天文組一直運作

至2005年。在2013年，現任主席在一次偶然機會參加領袖天

文工作坊後，深感不少童軍成員對天文觀星活動甚有興趣，但

缺乏途徑參與，因此在地域及總會天文組的支援下，便重新組

成現今的天文組。

成立目的

	 港島童軍天文組一直致力推廣天文教育工作，期望將天文

觀星的樂趣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帶給各支部的童軍成員與領

袖，藉此讓成員及領袖欣賞星空與大自然的美。

訓練內容

	 港島童軍天文組主力為幼童軍、童軍及深資童軍舉辦天象

章訓練班及各式天文觀測活動，培養青少年成員對天文觀星活

動的興趣。例如每年暑假均會舉辦幼童軍天象章訓練班、童軍

天象（技能組與教導組）專章訓練班以及深資童軍天象訓練

班。而今年12月本組亦將會協助港島地域訓練隊舉辦領袖天象

工作坊，協助培訓更多領袖參與天文教育的工作。

	 期望在疫情完結後能將天文觀星活動帶到社區，舉辦共融

天文活動，讓更多人可享受觀星的樂趣。

港島童軍天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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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介紹

	 透過定期舉辦不同類型活動，如展覽、講座及工作坊等，提供機會給會員聚首一堂，同時

增強參加者對搜集徽章之認識及交流。本會也協助總會和地域舉辦大型活動及提供技術支援，

增加機會接觸各層面人士。

成立時間

	 本會成立於1998年，在這20逾年，一直默默耕耘，為協助總會保留成員不遺餘力，繼往開

來，本會一如以往繼續努力，以徽章為本、多元化之知識網絡為輔，去教育後起之童軍。

成立目的

	 向集章者提供香港及世界各地有關男女童軍徽章的歷史資料、意見及支援。同時藉此加強

童軍成員的聯繫並培養成員收集或改良搜集童軍章的興趣，以保留童軍成員。

會務介紹

	 以IPSC氣動手槍為基本，定時舉行童軍或以上支部及領袖訓練班；
除此以外，恆常練習逢星期五進行，並於每年舉辦分別名為「Speed	
Shot」及「IPSC射擊比賽」，以及參加各類本地和國際公開賽事。

成立時間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氣槍射擊會（HONG	 KONG	
ISLAND	REGION	-	ISLAND	SCOUT	SHOOTING	CLUB	–	ISSC）於2002年
成立。

成立目的

本會宗旨是：
1.		於港島地域內提倡、推廣及發展安全的氣槍射擊活動。
2.		 以準確、火力及速度，簡稱DVC，安全地使用各種氣槍射擊訓練。
3.	 正確及認識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Shooting	Confederation(IPSC)	運動。

	 訓練班日期及通告可瀏覽港島地域網頁，如有查詢可私信本會
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IRShootingClub/　
或電郵至issc@hkirscout.org.hk

港島童軍章會

港島童軍氣槍射擊會

聯絡方法：28357713	香港童軍總會	港島地域

屬會專訪
QR	code

9

https://www.facebook.com/HKIRShootingClub/
mailto:issc@hkirscout.org.hk


文：港島地域皮藝小組委員				伍維錦及王世瑛

簡介 

	 2014年2月港島地域首次開辦皮藝訓練班	(初期名為
皮藝工作坊)，目的是希望承傳一些傳統手藝，給予旅團
領袖和成員自行動手製作一些具有個人風格及有特別意
義的皮具或皮具小飾物給自己或盛載心愛的物品使用，
又或用以盛載一些日用品，如製作筆袋、匙扣或銀包
等，除可以妥善保管自己的用品之餘，最重要是可以嘗
試創造及挑戰自己。	

傳承

	 荏苒七載，由工作坊發展至訓練班，當中教授內容
涵蓋工具介紹、皮革知識、穿針縫線、染色、釘扣打
孔、製作和修復等技巧。而課程內容在童軍或深資童軍
訓練綱要內也有詳細列明，但由於只在文字上表達，很
多時被認為實行起來存在困難，而本小組成立的目的希
望為大家提供一個較容易入門的平台，為重拾一些被忽
略、被遺忘的技藝，尋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訓練方向，
所以除了重視創造的成功感外，我們也想融入一些簡易
的復修方法，傳承愛物更惜陰的理念。	

樂趣

	 我們聚集一眾志同道合的領袖齊心組織皮藝小組。
透過各種形式的小組活動、訓練班或交流體驗，提升成
員和領袖們對傳統童軍技能「皮工」手藝的興趣。藉著
領袖互相交流，提供工具借用和自發團購材料等服務，
使皮工藝術可以更容易帶回旅團與成員分享，訓練涉及
製作時的耐性，失敗時的挫敗感、執漏時的應變能力，
完成後的成功感，大有「從做中學習」的樂趣。

成立

	 經過多月籌劃，由於疫情仍然肆虐，小組最終獲港
島地域支持下，於2022年3月20日晚上9時於網上平台
舉行簡單及具有象徵意義的「港島地域皮藝小組」成立
慶典。當晚非常榮幸獲港島地域總監何偉強先生為主禮
人，連同嘉賓副地域總監（訓練與發展）霍偉倫先生，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黃偉安先先生，副地域總監
（行政與常務）楊國光博士，助理地域總監（發展）
羅永杰先生一同出席。

	 儀式中先由霍偉倫總監致歡迎辭，介紹皮藝小組成
立背景；繼而由主禮人何偉強總監致辭以作支持和鼓
勵。最後由羅永杰總監介紹皮藝小組創組成員暨第一屆
執行委員名單，包括：

組長:	 	 林倩雯女士
文書:	 	 陳世青女士
財政:	 	 張瑞怡女士
物資管理:	 伍維錦先生
支援:	 	 王世瑛先生

	 作介紹後續由主禮人何偉強總監宣佈港島地域皮藝
小組正式成立及確認委任第一屆小組委員會名單。

	 在新任小組組長林倩雯女士致辭及介紹未來活動、
計劃和訓練大綱後，全體隨即在網上拍照留念，慶祝港
島地域皮藝小組成立典禮順利完成。

展望

	 在未來發展，小組會持續進行定期訓練班、工作坊
和小組聚會，亦會準備各類工具／材料，預備隨時可以
進行實體工作，在訓練班安排上，小組暫定於本年10月
舉辦皮藝（中級）訓練班，並計劃多做一些染色和進階
的作品練習，而小組成立的紀念品，會另覓日期與總監
和友好們共同製作。

港島地域皮藝小組成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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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培育。拓展。大潭五十」紀念活動

港島童軍繽紛日 大潭童軍中心2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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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成員

顧  問：
青少年活動及公共關係小組委員會主席  
葉智強先生 , PMSM
地域總監何偉強先生

督印人：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黃偉安先生
總編輯： 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李大富先生
行政編輯： 張嘉政先生
美術編輯： 唐嘉亮先生
校對及文字編輯： 梁樂羚小姐

編輯小組： 關浩然先生、馮渝彬先生、李婉怡女士、
張佳良先生、彭    博先生

港島地域總部： 香港灣仔日善街 23 號
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19 樓

電話： 2574 4296

傳真： 2835 7777

香港童軍總會網址： http://www.scout.org.hk

港島地域網址： http://www.hkirscout.org.hk

出版： 港島地域公共關係部
設計及承印： 聯合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 2324 9868

考獲木章人士名單
（2022年 3月 16日至 2022年 5月 15日）

本刊歡迎各童軍成員投稿，請把作品電郵至 
bulletin@hkirscout.org.hk。
投稿者請附真實姓名、單位、童軍職位及聯絡電話。
來稿請以 400 字為限，並附上最少 5 張相片。
截稿日期為每期季刊前一個月的第 15 日（即 2、5、
8 及 11 月的第 15 日）。
編輯小組保留來稿的刊登、出版、轉載、刪剪、修改、
展覽或作宣傳用途而不另行通知及付酬。

領袖 所屬區 所屬單位 簽發日期 支部

邵文偉 港島西區 港島第十旅 20/4/2022 行政人員

區綽雄 港島西區 港島第一六一旅 20/4/2022 童軍

楊曉彤 筲箕灣區 港島第二五五旅 20/4/2022 童軍

陳少佳 筲箕灣區 港島第一○九五旅 20/4/2022 童軍

總編輯的話
文：助理地域總監 ( 公共關係 ) 李大富

	 由於第五波新冠病毒病肆虐，童軍活動

差不多全部暫時停下來。但是，本著童軍誓

詞中「對别人，要幫助」精神，童軍總會特

設立以「童軍抗疫」為主題的大型服務，包

括「居安抗疫」和「童心抗疫」。前者主要

協助接聽由民政事務局轉至的電話，為有需

要的市民記錄所需物資或其他要求，並轉往

其他團隊作出安排送遞；而後者為協助包裝

防疫物資套包。港島地域領袖們當然不甘後

人，積極參與，有關此服務詳情，各位讀者

可參閱「童軍抗疫齊出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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