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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捐血活動 2020-2021 開展禮暨童軍捐血日
專題：暑期抗疫 動靜交替

攝影進階篇── 鏡頭與焦距（上）

Geocaching ── 甚麼是 Geocac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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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2302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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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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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組保留來稿的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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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編輯組即有權透過本地及海
外媒體（包括網頁）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及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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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前言

今年夏天，全球繼續對抗新冠肺炎。總會除了推動網上視像訓練班和集
會外，我們還希望大家能夠善用資源，在有限的時空參與各類活動，

並鼓勵大家多做家務及運動，保持健康。今期專題編輯組將介紹與童軍運
動息息相關的活動，包括：原野烹飪、在家烹飪及攝影，有「動」亦有「靜」，
適合不同支部成員，希望成員把握機會，在抗疫期間鍛鍊自己，當恢復參
與童軍活動時更能得心應手。

動靜交替
暑期抗疫

2020 年是不一樣的一年，平常的碰面竟變得難能可貴。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絕大部分學校停課，童軍活動暫停，面對面的活動難得一見。幸而
總會與紅十字會合作，捐血活動在疫情緩和之際成功舉辦，讓大家在這個艱難時
刻，仍能幫助他人，履行童軍使命。

　　本港疫情持續，所有童軍集會和活動繼續暫停。編輯組邀請各方友好撰文、
繪圖及拍攝「暑期抗疫	動靜交替」專題，務求大家善用手上資源，寓學習於娛
樂，重新認識社區及發掘才能。動態活動方面，我們介紹了舉行公園定向的好地
方──大埔海濱公園，除了花草樹木外，還有深厚的歷史文化；靜態方面，我們
介紹了烹飪活動，內容豐富，大家絕不可錯過。

　　編輯組繼續加強專欄內容，以陪伴大家在家抗疫。今期，我們有海上活動、
拍攝、輔導、網上資訊、航空、卡通童軍及尋寶遊戲等專欄，內容應有盡有。編
輯組誠邀大家分享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攜手抗疫，盡快步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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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uts for SDGs

天然火堆
  準備足夠的枯葉、枯草、枯枝及幼枝等
燃料作引火；較粗的枝幹或樹幹作主燃料架
建火堆架，另以大小石塊作爐灶。找一個離
草叢約三公尺的地方，把草皮挖起，挖出約
一平方公尺，深約 10 厘米的空地，鋪放鐵片、
鋁箔或小石子，用於保持火堆的熱力。然後
架建火堆成圓錐形，放入枯葉、枯草、枯枝
及幼枝等作為燃料。留意風向，向風位需預
留隙縫，才容易成功生火。挖起的草皮待完
結時用作清理火堆及鋪回原處。最適合無具
炊事的火是熱灰 ( 餘燼 )，既可以煮熟食物亦
不易燒焦。

參考資料：
香港童軍月刊第 43、252 及 338 期
環保觸覺網站

文 / 資料整理：優梓
資料來源：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參與露營活動要攜帶五花八門的
用品及工具，難免遺漏，萬一

忘記帶爐具或炊具，我們可以怎麼做
呢 ? 其實在野外有很多隨手可得的資
源可以用來生火，成員亦可利用鋁箔
紙或食物本身作為簡單炊具。

無具炊事

木瓜肉碎湯
材料：一個木瓜及適量肉碎
方法：
1. 把木瓜如烹煮竹筒飯般分切成蓋及盛器，挖去木瓜囊，留下瓜殼。
2. 加入肉碎和水，把木瓜蓋上。
3. 用鋁箔紙包好木瓜，用極慢火燉煮約 1 小時。

洋蔥蛋
材料：一個洋蔥及一顆雞蛋
方法：
1. 把洋蔥去皮後，切開頂部三分一，挖空中心備用。
2. 打發雞蛋，把蛋液倒入洋蔥，蓋上洋蔥頂部。
3. 用鋁箔紙包好洋蔥，放於爐邊烤約 10 至 15 分鐘。

多功能鋁箔紙
  利用鋁箔紙製作不同炊具，可以做出煎、蒸、烤及焗等效果的菜式，如
把樹枝扭成網狀，將鋁箔紙放在中央，做成平底鑊或把鋁箔紙摺成盒狀作煎
鑊。留意用鋁箔紙摺成的煎鑊不能直接放在火上燒，否則很容易爆裂。

  成員亦可利用兩張鋁箔紙，光面向內包好食物，放在火堆旁直接蒸熟或
在火堆旁架建一個簡單焗爐，利用火的熱力幅射把食物烤熟。

山野不留痕
  大家到大自然參與活動時要謹
記愛護環境，遵守山野不留痕的七
大原則，包括：事前策劃及準備、
在耐久的地面行進及露營、妥善處
理廢物、保持環境原有風貌、減低
用火對環境的影響、尊重野生動物
及為其他遊人設想，成為盡責公民，
保持生態環境平衡。

以食物作容器
  部分食物本身亦可以作為炊具，例如：洋蔥及木瓜等。以下會介紹兩
個食譜讓大家在「手無寸鐵」下仍可煮出美食。

動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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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烹飪是是童軍訓練的重要一環，
磨練成員的童軍技能及訓練團隊精

神。烹飪時所需的器具種類繁多，初次接
觸營地烹飪可能會感到無從入手。以下將
會簡單介紹各項炊具，大家可以選擇合適
的器具，邁向「大廚之路」。

文：優梓

營地烹飪知多點

移動式爐具
  營地烹飪多選用輕便和易於清理的移動式爐
具，如輕便石油氣爐及火水壓力爐。輕便石油氣爐
又分為連接式、分體式及卡式爐，以氣罐作為燃料；
火水壓力爐則使用煤油 ( 火水 ) 作為燃料，經氣泵
加壓後，火水會從燃料缸經過細管到爐頭。由於火
水由細管到爐頭間受到高熱而氣化，氣態火水從爐
頭噴出時會混合空氣燃燒，產生火焰。

必備炊具
  小隊可以參考以下清單，分工合作帶備各項營地烹飪
必不可少的炊具。
‧套裝炊具 (Cook set)，包括：鍋具、碗、碟及湯勺等
‧菜刀
‧膠砧板
‧餐具

參考資料：
訓練縱橫 ～ 氣爐的認識
訓練縱橫 ～ 壓力火水爐的認識
訓練縱橫 ～ 露營背囊的裝備

傳統火水壓力爐連接式 分體式 卡式爐

請謹記使用各種爐具及利器時必須有領袖陪同，
並跟從領袖指示，避免發生意外。

靜態活動

我也是大廚 文：小巧老師

雖然受疫情影響，大家未能和朋友共聚，一嘗原野烹飪的樂趣，
但大家不妨利用這個機會，作好「準備」，在家中學習基本烹

飪技巧。很多人都覺得下廚「很麻煩」，其實利用簡單的食材，便可
以變化出多道美味的料理。在家長指導下，幼童軍成員不妨嘗試以下
四道菜式一嘗「入廚」的滋味，並為日後考取烹飪章作準備，同時增
進親子感情。

幼童軍烹飪章考核項目撮要
‧討論兩種不同烹飪方法的優缺點及均衡飲食習慣。
‧解釋烹飪時的安全措施及衛生守則。
‧準備兩人食用的兩餸一湯及白飯或餐湯、主菜及甜品。
‧準備小食及熱飲。

泡菜煎餅
做法簡單，無需使用刀具，適合各個年紀的幼童軍成員。有下廚
經驗的成員可以在粉漿中加入不同的蔬菜，如薯仔或韭菜等，烹
調不同風味的煎餅。

材料：
麵粉 250 克、水 250 毫升、泡菜 150 克、適量雞粉及糖

做法：
1. 把麵粉、水、雞粉和糖混合成粉漿備用。
2. 把泡菜加入粉漿拌勻。
3. 在平底鑊加入食油，以中小火燒熱平底鑊。
4. 把粉漿加入平底鑊，搪勻四周，每面用慢火煎約二至三分鐘至

金黃色。

小貼士：
前後搖晃平底鑊，煎餅 ｢ 離鑊 ｣ 代表該面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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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攝影隊
文 : 編輯組
圖 : 霍志英
繪本 : 貓子

適當的運動可以增強身體抵抗力，有助抗疫。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
減少外出，但大家仍可以透過不同方式關心和探索社區，如用智能手機

拍攝居住地附近的美景。幼童軍及童軍成員更可以拍攝 12 張相片考取攝影章。

  今期我們邀請了霍志英和貓子利用最簡單的工具──手機和畫筆介紹大埔
兩個地標公園──大埔海濱公園及元洲仔公園，鼓勵成員重新認識社區，拍攝
香港的特色建築。另一方面，領袖可以這兩個公園為藍本設計合適的定向活動，
為成員日後考取公園定向章作好準備。

文化景點 花鳥蟲魚 任君選擇

單車徑

緩跑徑

吐露港

林村河口

香港回歸
紀念塔

前政務司
官邸

大王爺廟
可遠眺馬鞍山，
欣賞美麗的日落景色

大埔工業村

大埔
櫻花花圃

大埔
海濱
公園

大埔公路
河灘薯仔粟米雞蛋洋蔥沙律

可當作小食或前菜，亦可以作為三文治的餡料。

材料：
薯仔兩個、即食粟米一盒、雞蛋三顆、洋蔥半個及適量沙律醬

做法：
1. 把雞蛋放進注滿開水的鍋內，水沸後煮八分鐘，剝殼切碎備用。
2. 洗淨薯仔，去皮及芽，放進沸水煮五至七分鐘，瀝乾水，切粒備用。
3. 洗淨洋蔥，去衣後切粒備用。
4. 把粟米瀝乾水。
5. 把雞蛋、薯仔、洋蔥、粟米及沙律醬拌勻。

韭菜豬肉餃子 
家長可以和成員一起準備材料及包餃子，盡享天倫之樂。

材料：
餃子皮 50 片、韭菜半斤、梅頭豬肉半斤、粟粉一湯匙、雞蛋一顆、適量鹽、糖及生抽

做法：
1. 把豬肉、粟粉、雞蛋、鹽、糖及生抽拌勻備用。
2. 洗淨韭菜，瀝乾水後，切粒和豬肉拌勻成餡。
3. 把約一茶匙的餡料放到餃子皮中央，用指尖沾水把餃子皮

外圈沾濕，對摺壓實邊緣。
4. 煮沸一鍋水，加入約一茶匙食油，放入餃子，蓋上鍋蓋。
5. 轉中小火煮五分鐘。

小貼士：
- 韮菜必須瀝乾水，避免餃子皮穿破。
- 灑上少許麵粉或粟粉在包好的餃子上，避免黏在一起。
- 烹調時不時用湯勺輕撥餃子，避免黏鍋底。

淮山栗子瘦肉湯
材料簡單，有健脾開胃的功效，有助抗疫保健。

材料：
栗子四両、淮山半斤、乾百合一両、瘦豬肉四両及兩升半水

做法：
1. 洗淨所有材料。
2. 把淮山去皮切塊、浸泡乾百合半小時，並把瘦肉汆水備用。
3. 把所有材料放進湯煲加入開水，大火煮沸。
4. 轉慢火煲兩小時，調味後即可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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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大自然 了解特色花卉和昆蟲
  公園內有多個植物園區，包括：棕櫚園、錦葵園及香草園等，
當中栽種了多株罕有花卉，包括：桂葉黃梅、大果西番蓮、依蘭和
金花茶等。公園中央設有佔地約 250 平方米的昆蟲屋，展示多個昆
蟲標本及模型。大自然與童軍息息相關，大家不妨到公園探索，認
識香港獨有的生態環境。

香港回歸紀念塔及
香港回歸十周年紀念雕塑
  紀念塔高 32.4 米，於 1997 年與公園同步開放
紀念香港回歸，塔下有紀念碑記載紀念塔的意義。
當年新界鄉民先後於香港成為英屬殖民地初年及抗
日期間保衛鄉土，壯烈犧牲。抗日戰爭後，鄉民積
極參與新界發展。英國接管新界時，於紀念塔的位
置登陸，故回歸時選擇於該地建塔紀念。紀念塔塔
頂風景明媚，可遠眺馬鞍山及吐露港的美景，不同
時份的景色各具特色。

  紀念雕塑位於公園南邊，由藝術名家文樓設
計，以「中」字為造型，與紀念塔互相輝映，極具
歷史意義。

大埔海濱公園
  大埔海濱公園位於大埔大發街，背靠大埔工業
邨，由林村河河口分隔，與元洲仔公園對望。公園
在填海得來約 22 公頃土地上興建，為香港面積最
大的公園。園內設施完善，設有風箏區、緩跑徑及
海濱觀景台等，適合不同階層人士。每年大埔龍
舟競渡都在園內舉行，吸引多支隊伍和區內公眾參
與，場面熱鬧。園內多個地標可作為公園定向活動
的檢查點。

大埔海濱公園開放時間
公園大部分設施均 24 小時開放，部分有指定開放時間，詳情請參閱康文署網頁 : 
https://www.lcsd.gov.hk/tc/parks/tpwp/opening.html。
香港回歸紀念塔開放時間：上午 7 時至晚上 7 時

香港回歸十周年紀念雕塑

香港回歸塔從花園看回歸塔

黃槐

櫻花花圃

遠眺馬鞍山

單車徑海濱公園內花卉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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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大埔海濱公園網頁
古物古蹟辨事處網頁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網頁

大埔前政務司官邸
  前政務司官邸（Island House）為二十世紀初的
典型殖民地式建築，毗連大王爺廟，於 1983 年列為香
港法定古蹟，現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元洲仔自
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英國自 1899 年租借新界後，以大埔作為新界行政
中心，在元洲仔興建新界理民官官邸，於 1906 年落成，
並於 1949 年改為新界政務司官邸。1985 年，時任香
港布政司鍾逸傑搬出後，政府於 1986 年交予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發展為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中心設有多個生態導賞團，並定期舉辦保育活動，
推廣可持續發展目標。成員可以到中心網站報名參加，
了解海岸及公園內的不同物種，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
幼童軍及童軍成員可以藉參觀中心考取維護自然世界
章及世界童軍環境章，回應世界童軍組織推行的「世
界添美好計劃」。

大王爺廟
  大王爺廟是一座水神廟，建於清朝中葉，歷史悠久。「大王爺」
是指王爺神，曾是大埔鶴佬漁民敬奉的鄉土神和水神。

  隨著該地發展，艇戶棚屋漸消失，漁民遷進高樓大廈，但鄉民
仍然尊重敬神傳統。每年農曆五月初六（正誕在初八）都會舉辦「大
王爺誕」，在天后宮前的風水廣場表演神功戲，信眾亦會在這幾天
前到神壇參拜。

元洲仔公園
  公園位於大埔元洲仔完善路，於 1991 年
建成，有水池、草坪及健身設施等，鄰近大
王爺廟及前政務司官邸，動靜皆宜。

大王爺廟開放時間 :
早上 6 時至晚上 6 時

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可持續展覽中心開放時間 :
星期四至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 農曆新年初一至初四除外 )

林村河口黃昏美景

大王爺廟大王爺廟香火鼎盛

海灣是每年龍舟競渡的地點

前政務司官邸位置幽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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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光度 (ISO)
  一般數碼相機的感光度 ( 或對光線的
靈敏度 ) 會等效轉換為傳統菲林的感光度
足值。菲林感光度最低及最高 ISO 為 50
及 1,600， 現 時 部 分 旗 艦 級 數 碼 相 機 的
ISO 更提高至 6,400 至 102,400。數值越
高代表吸光能力越強，適合在黑暗的環境
下拍攝。

快門
  快門用來控制光量進入的時間，會影響畫面的動感及對焦。快門速度 S 分為 : 1、2、
4、8、15、30、60、125 及 250 等。其中 1 等於 1 秒、2 等於 1/2 秒、4 等於 1/4 秒，
如此類推，數目字愈小代表開啟時間愈長 ; 反之愈短。一般而言，快門速度愈慢，拍攝
的影像會呈現愈強的流動感，因此要把運動中的物體拍攝成定格影像時要用快速快門，
如 1/2000 秒。拍攝時只要對準主體，半按快門鎖定對焦距離，再移位構圖，確定後才
按下快門，便可拍攝出清晰的照片。

攝影技能小知識
文：月刊記者 盧施予

考取幼童軍或童軍支部的攝影章需對攝影器材有一定認識。以下會簡單介
紹攝影器材的「曝光鐵三角」(Exposure Triangle)，分別是：感光度 (ISO)、

光圈及快門，希望有助大家拍攝相片。

光圈
  光圈由多片金屬葉片相疊組成，透過可變的孔徑
控制進入鏡頭的光量及景深的深淺。開孔會隨著鏡頭
上的 F 值做調節，F 值小即光圈孔大 ( 如：F2.8)，F 值
愈大，光圈孔愈小 ( 如：F22)。

參考資料 :《香港童軍》月刊

結語

疫情仍然嚴峻，童軍暫時未能恢復集會，不禁令人懷念往日與成員
參與活動的點滴，但我們只要同心抗疫，疫情總會過去，大家必

可以再聚首一堂學習童軍知識。

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今期介紹的原野烹飪是童軍運動其中一項非常有趣的戶外活動，現時我們只能
溫故知新，希望在疫情過後可以一起享受原野烹飪的樂趣。雖然暫時未能參與活動，
但還是可以在家練習廚藝、一展身手。

  相片可以留下美好的一刻，可於未來細細回味。大家可能認為攝影一定要使用
「單反相機」或其他專業器材才能拍攝到漂亮的相片，但今期的「一人攝影隊」建
議大家利用最簡單的器材──手提電話，拍下美景。其實良晨美景就在身邊，希望
大家的拍攝技巧能不斷進步，將來應用於童軍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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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動 態 童軍捐血活動 2020 - 2021 開展禮暨童軍捐血日 

自2001 年起，總會與香港紅十字會合作，定期舉行童軍捐
血活動，實踐「對別人，要幫助」的精神，推動並落實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中的
「良好健康與福祉」。

文：活動負責人   譚奕軒

童軍捐血活動 2019-2020 －
「童軍捐血計劃」獲獎名單
最佳參與童軍旅 ： 璧峰第 35 旅
最佳參與童軍區 ： 將軍澳區
最佳參與地域 ： 新界東地域

反應熱烈 熱心捐血
  本年度「童軍捐血計劃」開展禮於 7 月 12 日舉行，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香港
總監劉彥樑及署理助理香港總監 ( 青少年活動 ) 羅紹衡一
同進行剪綵儀式，為活動揭開序幕。同時亦頒發了「童軍
捐血活動 2019-2020 ──『童軍捐血計劃』」各個獎項，
在此恭賀各得獎單位！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但無阻一眾成員及
公眾人士熱心捐血。捐血日共有 90 人出席，
其中 80 人成功捐血，以「捐一次血，可救
三人」計算，是次活動可以幫助 240 位病
人，成績令人鼓舞。當日衞生署亦派員
推廣器官捐贈，14 位參加者更即場登
記成為捐贈者。

以身作則 日行一善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衞生署及各童軍兄弟姐妹的支持。現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童
軍組織呼籲各地人士定期捐血，讓需要接受輸血治療的病人得到援
助。作為世界童軍一份子，希望各位都能秉承童軍日行一善的精神，
以身作則，養成恆常捐血的習慣，鼓勵身邊親友一起捐血及支持器
官捐贈。

有 關 總 會 之 各 項 捐
血 推 廣 活 動， 詳 情
請 參 閱 青 少 年 活 動
通 告 第 41/2020 號
及第 50/2020 號。

青少年活動通告
第 41/2020 號

青少年活動通告
第 50/20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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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焦距
  焦距是光學系統中量度光的聚集或發散的
方式，指平行光入射時從透鏡中心到光聚集之
焦點的空間。相機中則是指從鏡片中心到底片
或圖像傳感器 (CCD，亦可稱為圖像控制器 ) 等
成像平面的相距。簡單來説，焦距是焦點到面
鏡的中心點之間的距離。

攝影進階篇
鏡頭與焦距 ( 上 )

文：沙田南第 43 旅童軍團長   盧施予

按：「以光與影結緣」是「攝影」專欄的設立意念。筆者曾在不同活動中與多位領袖分享攝影
的樂趣。時隔兩年半，「攝影」專欄再次跟大家見面。基礎篇中介紹了「DSLR」的概念，

解釋不同的拍攝模式，並介紹了「曝光鐵三角」和「白平衡」，協助初學者於拍攝時更得心應手。

  進階篇將由「鏡頭與焦距」、「景深與透視」及「構圖與影像」三大攝影技巧出發，大家可配
合基礎篇的概念「從做中學習」，繼續以「單反機」為本及基礎作主導，深入了解攝影。

  然後，就讓我們再以光與影結緣。

「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表示你還離的不夠近。」

           – Robert Capa

焦距與視角、成像的關係
  拍攝時焦距越短，視角就越寬廣，取景範圍越大，單個物體成像越小，
反之亦然。

香港童軍樂隊 50 周年音樂會，
攝於荃灣大會堂 

200mm 焦距 ( 較長 )

19mm 焦距 ( 較短 )

相機鏡頭焦距與視角之間的關係

圖片來源：
劉永泗：《影視攝影》，
遼寧：遼寧美術出版社，1997 年：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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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aching

甚麼是 Geocaching？

17 呎童軍標準艇

划船 (Pulling Boat) 講求團隊精神

17 呎童軍標準艇風帆型態 20 呎童軍標準艇

海上活動與童軍訓練
  童軍創辦人貝登堡勳爵在《童子警探》中
說過：「童軍應能夠駕駛小船，可以正確地泊
岸或靠泊另一艘船隻。」因此童軍運動發起之
初的首批專科徽章已設立了「海員章」(Seaman 
Badge)，成員要學懂操控小艇及掌握海上知識
和技能才能考取。海童軍在 1909 年
成立後，青少年有更多機會學習駕駛船艇。艇
上的「舵手」(Coxswain) 如同小隊長，負責操
控船舵，帶領艇上眾人，其他人則各司其職，
與童軍訓練中的「小隊制度」不謀而合。標準艇
以划槳、風帆或船尾機作為動力推進，船艇更
可當作「營幕」，功能多樣化，所以海童軍活動
以標準艇訓練為主。

乘風破浪

童軍標準艇 文：舵手

夏天正是碧波暢泳，參與海上活動的
季節。今期起筆者會簡單介紹多款

童軍海上活動使用的船艇，首先會介紹海
童軍訓練中主要使用的「童軍標準艇」。

童軍標準艇的由來
  早年，海童軍多以救生艇、小艇及小型帆船進行划
船和風帆訓練，由於艇隻過大，年幼的成員難以控制船
艇 ; 船艇亦沒有規範，令訓練難以統一。因此，紐西蘭
海童軍總監在 1944 年參考皇家海軍船上的 16 呎小艇
(Skiff)，找公司設計出「童軍標準艇」，並分別在紐西蘭
南北兩島製造。首兩艘童軍標準艇在 1945 年誕生，於
同年舉行的「紐西蘭童軍賽船大會」中首次使用，及後
廣泛在訓練中應用。標準艇的尺寸及帆的設置等均有明
確規定，定下了訓練用船艇的標準。

  標準艇最初用木材製造，現今則使用較耐用的玻璃
纖維，但卻會令艇身變重，難以搬運。不過，紐西蘭童
軍會於 2019 年成功以塑膠注模方式製造標準艇，大大
減輕了重量，期待總會於未來引入。

在海上旅程時童軍標準艇可變成營帳

香港的童軍標準艇訓練
  童軍標準艇於 1950 年代傳入香港，沿用至今，現時總會轄下的
海上活動中心共配置了 15 艘 17 呎及四艘 20 呎標準艇。童軍、深資
童軍、樂行童軍成員及領袖均可考取一至五級的「童軍標準艇證書」，
具備一定經驗後便可報讀各級教練員課程。領袖亦可報讀「船藝訓練
班」及「船藝課程」；幼童軍、童軍及深資童軍成員則可考取相關的海
上活動徽章，詳情可參閱青少年活動署及訓練署通告。

深資童軍支部海上活動徽章

幼童軍水手章 水手章

副舵手章

艇工章

水手長章

水手長章

舵手章

童軍支部海上活動徽章



21
HK SCOUTING 436HK SCOUTING 436

20
專

欄

“Geocaching”是全球最大型的尋寶遊戲，由美國人 Dave Ulmer 在 2000 年發
明，於歐美興起後發展成全球性的活動。規則與野外定向相似，但需要利用

有全球定位系統 (GPS) 功能的智能電話或手提 GPS 接收器尋寶。寶藏亦不會放在當
眼處，藏寶點遍佈郊野及鬧市。現時全球共有超過 300 萬個「地理寶藏」(Geocaches)
及超過 700 萬名活躍尋寶者 (Geocachers)。一些家庭會把其視為親子活動，世界童
軍組織 (WOSM) 及部分外國童軍會更推出相關的專科徽章及產品，鼓勵成員參與。

          Geocaching

甚麼是 Geocaching？文：舵手

童軍營地也有地理寶藏

  大家尋寶時要避免引人注目，有時需要「扮鬼扮
馬」，避免途人看到異常舉動而去查看，甚至是把寶
藏隨手扔掉。當遇到途人坐在藏寶點便要靜候他們
離開，實在是耐性的考驗！大家亦要攜帶筆以便在
寶藏內的記錄簿寫上名字，並到官方網站記錄，
讓其他人知道寶藏仍然存在。寶藏需要放回原處
讓下一位尋寶者尋找，但如果寶藏內有寶物可以交

換，便可拿走寶物，例如 : 匙扣或小襟章，並放下另一
件物品以作交換，讓下一位尋寶者享受尋找寶物的樂趣。不過，找不到寶藏
時也要到網站紀錄，因為連續幾位尋寶者都找不到時，代表寶藏可能被移走
(Muggled)，「寶主」便要去檢查及放下新的寶藏。

  不少寶藏都放置在特色景點，例如：特別的小街小巷、建築物或景色優
美的地方，大家可以一邊尋寶，一邊欣賞附近的景色。最後提醒大家要量力
而為，安全至上，“Geocaching”官方不會為任何尋寶中遇到的損傷負責。

Geocaching
  「Geo」代表地理(Geography)及地球；
而「Cache」則有「隱藏」及「拿取」的意
思，因此「Caching」就是指藏寶及尋寶的
過程。活動沒有官方中文譯名，部分人稱
之為「地理藏寶」或「地理尋寶」。

外國童軍所推出的Geocaching 物品

每個 geocache 都會有一張紙或
一本紀錄簿讓尋寶者留下大名

現時全港共有超過 2000 個「寶藏」，單是維港兩岸已有很多

一起成為尋寶者
  尋寶者在網上找到寶藏的座標及資料後，便可隨導航前往藏寶點。以往活動要依賴手
提 GPS，但在智能電話普及後，現在只需下載官方手機程式並到www.geocaching.com
開設免費帳號便可參與其中。

大家可以到 https://youtu.be/vuFiLhhCNww
觀看“Geocaching”的官方介紹影片，了解
更多。

公園長椅下、圍欄底、路牌背面及石堆下都是熱門的藏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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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武藝
八極拳「基本四路」（一）：
關羽閱書

文：香港八極拳協會主席   盧韋斯

起式：演示時的開始動作
1.  立正站好，雙手握拳。
2. 左手上提，手肘屈曲成 90 度，拳頭齊眼高（眼望拳頭），

拳背向外；右手橫架胸前，手肘屈曲成 90 度，拳背向外。
3.  雙腿微蹲，臀部向後坐，上身微微前傾，同時眼向右望，

左手外向扭轉，左肘向外送出，右拳自下弧形揮出。
4.  回頭眼向左望 ( 後續動作的朝向）。

收式：演示時的結束動作
1. 左腳並到右腳旁站正，左手上提，手肘屈曲成 90 度，

拳頭齊眼高（眼望拳頭），拳背向外；右手橫架胸前，
手肘亦屈曲成 90 度，拳背向外。

2.  雙腿微蹲，臀部須向後坐，上身微微前傾，同時眼向右
望，左手外向扭轉，左肘向外送出，右拳自下弧形揮出。

3.  回頭眼向左望。
4.  雙手前臂向前合攏，拳背向外。
5.  站起並把雙手下拉至腹前。
6.  立正站好，雙手握拳。

八極拳是中國著名拳術，由宗師劉雲樵發揚光大後，近年在台灣及香港等地都廣受
歡迎。筆者 20 年前赴台灣升學時，有緣習得這門武術，回港後便為所屬的童軍

團設計成活動。是次專欄介紹的「八極基本四路」就是針對小童軍及幼童軍成員而設計
的課程，內容摘自八極拳中的經典動作，將之濃縮簡化，冀能讓年幼成員容易學習後，
在服務活動中表演。

  今期會介紹開始及結束的動作，摘自八極拳中「關羽閱書」一式，是每次演練都會
做的動作。

「八極基本四路」示範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1299136930/videos/1020913032963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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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為漫畫大國，每次舉辦大型活動時都會推
出動漫角色的童軍造型產品，俗稱「鹹蛋超人」

的Ultraman便在「第23屆世界童軍大露營」中亮相。

卡通童軍

文：舵手

  2015 年，日本童軍會主辦世界童軍大露營時推出了
印有超人吉田穿上童軍制服的布章、巾圈、呔針及鎖匙
扣於營地的童軍商店發售。產品上的圖案相同，各推出
了紅、藍兩款底色。

  日本童軍會在大露營後，推出了其他 Ultraman 童
軍造型的產品，當中更初次以「七星俠」穿著童軍制服的
造型製作塑膠巾圈。可惜所有商品的童軍造型都沒有配
戴領巾，希望未來的產品能加上。

Ultraman



HK SCOUTING 436

24
專

欄

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成 功 之 道 多 學 多 做
康 寶 森 懷 念 前 線 領 袖 歲 月

名譽總監康寶森曾擔任助理香港總監 ( 訓練 ) 多年，他幾乎經歷過所
有職級 : 由幼童軍至深資童軍並獲榮譽童軍獎章；港島第 1 旅童軍

團副團長至副旅長；維多利亞城區助理區總監至港島地域總監，可謂名符
其實的「紅褲子」出身。康總監於 2017 年獲總會頒發長期服務四星奬章，
以表揚他對童軍運動的貢獻。

時段 活動
早上 小隊集會

早上 11 時 銅樂隊練習
下午 2 時 團集會

下午 5 時至 7 時 踢足球

  每逢周末所有成員都全情投入童軍生活，雖然
大家都耗盡精力，但他認為這正是建立健康人生和
正確價值觀的康莊大道。

喜見年輕人盡己所能 
獲得相應賞報
  在康總監領導下，港島第 1 旅多次
奪得「嘉爾頓錦標賽」冠軍。雖然這個
成就令人欣喜，但令他最深刻和滿足的
是每位成員經過努力後，獲得相應的成
果。這正是童軍訓練中，重視「過程」
多於「結果」的精髓所在。

多學多做 成功之道
  康總監坦言自己並不是出色的學生，所以一直
謹記要多學、多做及多嘗試。擔任童軍團長時，他
常購買英國童軍總會出版的 Scouting 和 Scouter
兩本雜誌和專為童軍團訓練而出版的著作 Troop 
Life，細心研究內容，並把當中談及的方法都實踐
在童軍集會中。他憶述當時的童軍團活動既豐富又
精彩，周末的節目表都排得密鑼緊鼓 : 

大家可以掃瞄 QR Code 連到總會
Youtube 頻道看訪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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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飛 機 的 傳 奇
民 航 客 機 的 經 典

文：東九龍地域領袖 黃梓揚

第一代波音 737 客機 

  第一架波音 737-100 於 1967 年首飛，而載客量較多
的改良版 737-200Adv 則於 1971 年投入服務，裝有自動剎
停系統、優化氣流動力學、獨特的 Sperry 77 自動駕駛面
板及性能計算電腦 (Performance Data Computer)。737-
200 特有的扁長形引擎可裝設渦流消散器，令它能在泥地
和雪地升降。737 至今已服役半個世紀，舊飛機經翻新駕
駛艙後可延長壽命，現時在加拿大仍可看到它的蹤影，相
信未來十年我們仍可繼續看到這款人稱「侏羅紀」的機型翱
翔天際。

模擬飛行軟件能夠模擬出各類飛機的駕駛系
統，包括機齡 10 多年至數 10 年的「老爺

機」。部分在少數地區服役的罕見經典飛機型號
的操作方式頗為獨特，大家可以利用模擬飛行器
了解早期的自動駕駛及導航系統。透過感受駕駛
舊型飛機的難度，對比操作新型飛機的既有經
驗，體會人類實現飛行夢想的發展。

  東九龍地域航空活動組計劃於 11 月開設空中
巴士模擬飛行班，學員們可透過親身操作體會空
巴特徵。此外，亦有其他入門班及進階班供各成
員參與。詳情可留意地域通告、活動組 Facebook
專 頁「EKRairbase 東 九 航 空 」及 Instagram 專 頁

「EKRairbase」。

在啟德機場的
波音 737-200

波音 747-400 駕駛艙

波音 747-400 客機 
Boeing 747-400
  1989 年，波音 747-400 投入服務，儀表板改用了液
晶顯示屏 (LCD)，波音花巨資開發這款「玻璃駕駛艙」主要
為了回應空中巴士的競爭。在模擬飛行器上，你會看到液
晶顯示屏而非傳統面板，它能讓機師更易判讀飛機狀況。
747-400 裝設飛行電腦 (FMC) 代替飛機工程師管理燃油調
配及動力，這樣能使飛行員人數由三名減至二名，減省航
空公司的營運成本。一些優秀
的模擬飛行外掛模組，具備頗
為全面及擬真度極高的飛行電
腦，是大多數資深模擬飛行愛
好者所追求的重要設備。

波音 747 經典型客機 
   首 架 波 音 747-100 於 1969 年 試 飛， 及 後 發 展 出 多
個型號，包括 : 縮短版的 747SP、日本國內全經濟艙的
747SR、改良版 747-200 及延長上層的 747-300 等多種型
號，其大載客量令平民也能享受相對便宜的飛行旅程。透
過模擬飛行器駕駛 747 型號，你會發現駕駛艙內設置像真
度甚高的傳統面板。這些早期長途機種的最大特點，就是
運用了慣性導航系統 INS 作導航定位。此外，自動油門及
自動駕駛亦有優化，以減輕飛行員的工作量。要駕駛真正
的客機需要機械工程師管理燃油配置及推力輸出，而使用
模擬飛行器駕駛客機其實也絕不容易，大家不妨挑戰一下。

模擬飛行中的新型號客機
  隨著航空業迅速發展，更精密的模擬飛行機種亦需求
甚殷。開發人員需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在愈趨先進的自
動駕駛及導航系統，才能滿足一眾模擬飛行愛好者的需
求。目前較新型的飛機包括波音 747-8 及波音 787，除具
備飛行電腦外，更配備電子飛行包 (EFB)、電子檢查清單
(Electronic Checklist) 及 機 場 顯 示 系 統 (Airport Display 
System) 等。模擬飛行外掛設備日益進步，可以想像未來
的模擬飛行活動將會更具吸引力。 

  模擬飛行無論對發展個人
嗜好，還是立志投身航空事業
都 對 成 員 的 精 神 陶 冶 甚 有 裨
益。一連六期的模擬飛行專欄
已經完結，謝謝大家追看。

波音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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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變化，希望停留在舒適圈。遇上改變時，我們其實有能力即時
作出調節，儘管感到有壓力也能夠勉強面對和適應。然而部分青少年成員對於

變動，可能會產生莫名的擔憂和抗拒，甚至堅持固有的做法。「作為領袖應如何調適，
讓成員順利過渡改變？」我經常反覆思量這個問題。 

有種使命叫做愛

猜不透的「堅持」( 下 )
文：木辛口鳥

上是「專家」。我曾遇過一位中一生，能夠準確
分辨出各類鐵道，由生產廠房、出廠年份、型
號排列、車內設計特點及班次時間表等，均能
一一細說。我嘗試發揮他的所長，運用他「獨有」
的興趣作為考評框架，例如鼓勵他以「鐵道」作
為搜集專章的主題，用興趣為基礎慢慢作出引
導。我亦曾鼓勵另一位鍾情巴士路線的成員負
責計劃行山路線的交通，善用各人長處，鼓勵
成員互相合作。

  每個 ASD 成員都有他的獨特性，未必能夠
一一盡錄。遇上他們時可以先聆聽與了解，從
特質中找出新方法，陪伴他們一起成長。

節目預告的重要
  針對「突變」的恐懼，領袖們可以提早作出
預告。在集會開始時，先講解一次當日的流程與
變動，讓成員有足夠時間消化改變。同時可以把
當日的程序表張貼在當眼位置，輔以視覺提示，
在步驟轉換的地方以箭頭或手指示意，讓成員清
楚了解每個步驟，減低變化所引致的壓力，有助
他們適應變動。

獨特的興趣
  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 成員的喜好有時令
人嘖嘖稱奇，例如他們對交通工具的了解可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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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專欄
密 碼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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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在生活中經常使用密碼，無論利用銀行自動櫃員機提款、登入電腦系統及在家中連
接公司或學校的虛擬私人網絡（VPN) 等，均需要建立帳戶和輸入密碼。密碼的作用是進

入系統的一道保護防線，若處理不當，這道防線自然會失守，甚或招致個人資料或財物損失。

延伸閱讀：
《處理帳戶及密碼指引》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handling-user-
accounts-and-passwords

設立密碼的原則
密碼是非常重要的資訊保安前線工作，以下是設立密碼的重要原則：
‧ 不應使用容易猜度的密碼組合，例如 123456 或 abcdef
‧ 避免使用他人容易取得的個人資料如姓名、出生日期及電話號碼等作密碼
‧ 密碼應包含英文大小寫、數字及特殊符號，並最少以 8 個字元為基準

管理密碼的守則
為了保護個人資料及財產，除了設置安全的密碼，我們亦應該妥善管理密碼。管理密碼應跟從以下守則：
‧ 最少每九十天定期更改密碼
‧ 不應隨便把密碼告訴任何人
‧ 應關閉或取消瀏覽器等軟件的儲存密碼功能
‧ 切勿把密碼記錄在當眼處，例如把密碼寫在紙條並黏在電腦屏幕上

  如有疑問，請向專業人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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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黃健榮	 元朗西區名譽會長	 16.06.2020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鄧念慈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委員	 16.06.2020

鄭永寧	 南葵涌第八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6.06.2020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吳禎貽	 北葵涌區名譽會長	 16.06.2020

蘇淑冰	 北葵涌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6.06.2020

張暹欽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長	 16.06.2020

楊嘉華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旅長	 16.06.2020

謝滿紅	 新界東第一六九六旅旅長	 23.06.2020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邱國強	 北葵涌區副區總監	 16.06.2020

陳劍強	 屯門東第四十旅旅長	 16.06.2020

張國輝	 屯門東第四十旅童軍團長	 16.06.2020

謝彩虹	 童軍知友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16.06.2020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鍾紫茵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18.06.2020

溫嘉蕙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0

毛志成	 屯門西區副會長	 18.06.2020

黃建華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幼童軍團長	 18.06.2020

李鳳翔	 童軍知友社副社長	 07.07.2020

長期服務獎章
陳國生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總監	 16.06.2020

	 	（救護行動）	

陳少揚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16.06.2020

鄺萬鈞	 深旺區名譽會長	 16.06.2020

陳 東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16.06.2020

彭詢元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6.06.2020

洪英峰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6.06.2020

梁錦有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6.06.2020

區建華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6.06.2020

黃慕芬	 北葵涌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16.06.2020

葉兆輝	 北葵涌第六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曾慶成	 北葵涌第六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梁淑霞	 北葵涌第十旅幼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何家雨	 北葵涌第十三旅樂行童軍團長	 16.06.2020

王翠娟	 新界第一二八一旅小童軍團長	 16.06.2020

楊少月	 新界第一二八一旅小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洪立緯	 十八鄉第九旅副旅長	 16.06.2020

張詠文	 十八鄉第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何靜茵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童軍團長	 16.06.2020

鄧志鵬	 青衣區副主席	 16.06.2020

王韋思	 青衣第六旅幼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陳中行	 青衣第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16.06.2020

張紹良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16.06.2020

關綺年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旅長	 16.06.2020

張翠華	 新界第一五○八旅旅長	 16.06.2020

彭偉豪	 屯門東區深資童軍區長	 16.06.2020

林 煒	 屯門東區區領袖	 16.06.2020

張錦嬋	 元朗西第十五旅小童軍團長	 16.06.2020

許兆豐	 東九龍第十旅深資童軍團長	 17.06.2020

莫震霖	 東九龍第十旅童軍團長	 17.06.2020

勞嘉豪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樂行童軍團長	 17.06.2020

楊銘姿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深資童軍團長	 17.06.2020

朱肇祺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17.06.2020

謝詠妍	 港島第九十九旅幼童軍團長	 18.06.2020

黃偉應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小童軍團長	 18.06.2020

楊淑霞	 九龍第一五五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18.06.2020

王美莉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18.06.2020

陳義廉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8.06.2020

李立堯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童軍副團長	 18.06.2020

陳偉東	 北葵涌第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0

利偉亮	 北葵涌第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0

許兆洪	 屯門西區副主席	 18.06.2020

鍾嫻英	 屯門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8.06.2020

布小玉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小童軍團長	 18.06.2020

張祉蕾	 公共關係署總部領袖	 23.06.2020

蘇東成	 港島第一一七六旅幼童軍團長	 07.07.2020

陳永超	 柴灣區童軍區長	 07.07.2020

唐慧君	 九龍地域會務委員會委員	 07.07.2020

黃健祖	 九龍第七十五旅童軍副團長	 07.07.2020

總監委任書
訓練署
李漢文	 總部總監（童軍技能評核）	 01.07.2020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陳志銘	 總部總監（急救訓練）	 01.07.2020

港島地域
鄭鴻基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01.07.2020

李曉筠	 港島西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7.2020

九龍地域
陳耀明	 地域總部總監（區務支援）	 01.07.2020

袁偉駒	 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1.07.2020

東九龍地域
曾偉雄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01.07.2020

丘美華	 九龍灣區副區總監	 05.07.2020

新界地域
夏漢彬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01.07.2020

英勵成	 元朗西區助理區總監（領袖訓練）	 01.07.2020

新界東地域
馮逸寧	 地域總部總監（行政）	 01.07.2020

方鍵強	 地域總部總監（資訊科技）	 01.07.2020

陳健明	 沙田西區副區總監	 01.07.2020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陳志文	 香港訓練隊	 15.07.2020

李潤球	 香港訓練隊	 15.07.2020

總部領袖
陳錦駿	 總會訓練署	 15.06.2020

幼童軍區長
林志誠	 九龍塘區	 01.07.2020

區領袖
黃銘基	 十八鄉區	 15.06.2020

王樂熙	 港島南區	 01.07.2020

助理區領袖
李婉蔚	 何文田區	 15.07.2020

旅長
鄭建成	 東九龍第一四七二旅	 01.07.2020

丘美華	 東九龍第一三一旅	 05.07.2020

樂行童軍團長
江振華	 九龍第一二○旅	 01.07.2020

高景懿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7.2020

深資童軍團長
顧南軒	 九龍第一二○旅	 01.07.2020

馬家昌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01.07.2020

何志磊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7.2020

童軍團長
歐錫麟	 九龍第十旅	 01.07.2020

楊位浩	 九龍第一二○旅	 01.07.2020

童軍副團長
王樂熙	 港島第五十五旅	 01.07.2020

幼童軍團長
陳子毅	 九龍第十旅	 01.07.2020

幼童軍副團長
高潔怡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7.2020

謝卓衡	 屯門東第二十八旅	 01.07.2020

郭家祺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	 01.07.2020

小童軍團長
周玉燕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15.06.2020

祝惠娥	 九龍第十旅	 01.07.2020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地域領袖
方逸藍	 新界東地域	 15.07.2020

區領袖
蔡昊倫	 大埔南區	 01.07.2020

旅長
莫培超	 九龍第一六三○旅	 01.07.2020

胡浩順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7.2020

顏舜芝	 東九龍第二六○旅	 15.07.2020

樂行童軍副團長

陳國忠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7.2020

李靄汶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01.07.2020

深資童軍團長
梁世韜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7.2020

深資童軍副團長
曾蔓莉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15.07.2020

童軍團長
甄浩宏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01.07.2020

白竣燊	 東九龍第一四七二旅	 01.07.2020

麥頌華	 九龍第五十旅	 15.07.2020

張國偉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	 15.07.2020

童軍副團長
張燿斌	 港島第三十五旅	 01.07.2020

廖宴庭	 港島第三十五旅	 01.07.2020

陳潔恩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01.07.2020

呂明恩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01.07.2020

秦嘉殷	 東九龍第一○七八旅	 01.07.2020

梁家浩	 東九龍第一○七八旅	 01.07.2020

周詠詩	 九龍第五十旅	 15.07.2020

盧建豪	 九龍第十八旅	 15.07.2020

蔡昊倫	 大埔南第三十七旅	 15.07.2020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馬豫瑩	 港島第一旅	 01.07.2020

李嘉耀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01.07.2020

謝文浩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01.07.2020

鄒浩明	 東九龍第一七八一旅	 01.07.2020

羅滿輝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01.07.2020

Stephanie	BENNETT	 01.07.2020

	 銀禧第二十八旅	

	  28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張知恆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7.2020

伍思敏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7.2020

施文煜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7.2020

曾昭仁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7.2020

王俊薇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7.2020

小童軍團長
黃雅莉	 九龍第一七九六旅	 01.07.2020

小童軍副團長
許 悅	 屯門西第三旅	 15.06.2020

徐婉明	 九龍第一六一旅	 01.07.2020

岑家輝	 港島第六旅	 15.07.2020

領袖委任書註銷
旅長
歐陽浩崑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01.07.2020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小童軍團長
梁珮雯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10.06.2020

新童軍旅註冊
新界東第一八一三旅	 15.07.2020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旅團註銷
港島第三十一旅	 01.07.2020

	（港島西區區務委員會）	

九龍第一七二八旅	 01.07.2020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東九龍第八十四旅	 01.07.2020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東九龍第一六八旅	 01.07.2020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新都城））	

東九龍第一一六一旅	 01.07.2020

	（福建中學）	

新界第一五○三旅	 01.07.2020

	（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	

新界第一五二六旅	 01.07.2020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青衣第三旅	 01.07.202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青衣綜合服務處）	

屯門東第九旅	 01.07.2020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沙田北第十一旅	 01.07.202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院）	

沙田北第四十二旅	 01.07.2020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新界東第一六五二旅	 01.07.2020

	（扶康會秦石成人訓練中心）	



有 興 趣 者 請 填 妥 參 加 表 格 www.scout.org.hk/
article_attach/3361/reporter_reg_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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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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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好寫作的您，
還不快加入《香港童軍》月刊，成為我們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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