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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童軍運動
童軍武藝 ─ 八極拳「基本四路」（二）：黑熊盤肘

向我們的前輩致敬 ─ 鮑紹雄談啟動中港青少年交流

攝影進階篇 ── 鏡頭與焦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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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困擾全球，人類似乎仍要與病毒共處一段時間。雖然不少
面對面的童軍活動要暫停或取消，但眾人都在嘗試替代方案，例如	:	網上課程、

網上集會及在家露營等，希望保持成員參與童軍活動的熱情。不少領袖為了維持網
上活動參與者的投入程度各出奇謀，務求令網上活動更多元化，做到「停課不停
學」。我們搜羅了世界各地和本地不同單位的訓練和集會活動，分享他們的心得和
感受，以及網上資源，期望領袖們在舉辦網上活動時會更得心應手。

　　世界不斷轉變，各地童軍都展現無比的毅力和創意思維。我們相信憑着善用資
訊科技的經驗，在疫情減退後仍可為童軍運動帶來重大的啟發，例如可在舉辦實體
活動的同時，透過網上平台讓更多人參與其中，感受童軍運動的樂趣。

　　總會已公布由 10 月 10 日起恢復面對面的活動，但由於限聚令和場地規限，相
信距離全面復會還有漫長時間。期望大家暫時在家好好準備，做好衛生防疫工作，
善用資訊科技，裝備自己。

23
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世界各地的童軍運動都暫停了面
對面的集會、活動及會議。學校亦要把課堂搬到網

上，讓學生在家中繼續學習；各童軍單位亦把集會及活動
移師至網上舉行。利用電子平台進行教學及集會漸漸成為
趨勢，為童軍運動注入新元素。

  總會在 2 月開始推行「童心抗疫」計劃，推廣衛生常識，並推出
三款紀念章鼓勵成員在家參與網上活動及為社區作貢獻，《香港童軍》
第 430 期曾作出詳細介紹，大家可以參閱了解更多。此外，總會訓
練署亦在 2 月起先後推出「童步學習」計劃及「童理心」活動，定期上
載訓練素材到訓練署 Facebook 專頁、舉辦以心靈健康為主題的互動
活動及推出童步學習紀念章，期望成員保持學習動力及興趣。

  在總會的帶動下，其他單位的網上集會或活動如雨後春筍。月刊
今期分別邀請了地域、童軍區及童軍旅等單位，與大家分享前線領袖
在網上舉行集會及訓練的心得、成員對網上教學的感受及外國童軍的
網上活動及資源，為“Scouting@Home”作參考。

疫情下的童軍運動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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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uts for SDGs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部分訓練班現改為
網上授課。在設計訓練班時，本想只會進行

理論課節，而實習部分會待疫情緩和才能以面對面
的方式進行。可是，由於疫情反覆，實習課程一再
延後，故此部分領袖訓練班便決定開始以全面網
上授課形式開辦。我們訪問了由九龍地域舉辦的

「第 1446 屆領袖初級訓練班」班領導人葉偉良及
課節講師李尚東，分享舉行網上訓練班時遇到的挑
戰及解決方法。

增 添 多 項 設 備    提 升 網 上 教 學 質 素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班職員感想
班務行政及訓練助務員 梁格爾
  網上教學與面授訓練班最大挑戰是要在
軟硬件配套和課節設計上花點心思。我們製
作了虛擬背景和網上資訊平台，加插生動有
趣的環節確保與學員保持良好互動，亦讓班
職員和參加者熟習 Zoom 的基本應用，確保
訓練班順利進行。我們亦在線下與參加者保
持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技術支援。大家在
疫情下都成為了 「KOL」！

做好事前準備 
  領袖訓練員葉偉良認為舉辦網上訓練班的挑戰比想像中
大，無論是導師、專題講師或其他班職員都要作出不少新嘗
試。鑑於大家都不習慣面對鏡頭講課，為免影響授課進度，
團隊額外在訓練班兩至三天前進行綵排，還未包括講師們個
人私下進行的練習。班職員事前亦請教了曾舉辦網上理論課
的單位，了解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提早準備訓練班的流程、
講師的演練、技術支援及測試器材等。

面對重重挑戰 學習提升課堂質素
  領袖訓練主任李尚東認為相比面授訓練班，網上訓練班減低了
講師與學員之間的交流。講師難以透過屏幕進行提問或遊戲活動。
童軍訓練著重氣氛，講師授課要生動有趣，學員才更易吸收知識，
但是只透過屏幕較難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質素亦難以保證。他建
議總會可為訓練員提供有關網上教學的訓練，如網上講課的技巧，
提升教學質素及成效。

  童軍訓練主張「從做中學習」，但網上授課不能讓學員進行
實習，尤其在學習有關露營、遠足及先鋒工程等傳統童軍技能的
知識。兩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坦言網上訓練班存在著不少限制，但
他們相信這是因應疫情而採
取 的 特 別 措 施， 期 望 疫 情 盡
快 完 結， 讓 訓 練 班 重 回 正
軌。 葉 偉 良 亦 藉 此 感 謝 班 職
員 的 協 助， 順 利 完 成 這 個

「不一樣的領袖訓練班」！

班領導人葉偉良及課節講師李尚東

訓練班利用不同顏色的虛擬背景分組
學員可在網上下載訓練班筆記

利用多元化教材 加強學習成果
  班職員花了不少時間錄製及剪輯影片，用以代替體驗形
式的活動，務求讓學員更加投入。地域訓練隊亦添置了新設
備，例如：補光燈、可以配上虛擬背景的綠幕等。此外，網
上授課需要使用大量電腦，除了用於講課的電腦外，旁邊需
要最少四台電腦支援，用來開啟虛擬課室、展示簡報、播放
影片及顯示全部學員的視訊進行互動等，部分班職員為此借
出自己的電腦，讓訓練班順利進行。班職員亦特別設計了不
同顏色的虛擬背景讓學員使用，區分他們的組別。由於網上
訓練班比一般面授訓練班更花精神，所以時間表增加了課堂
間的休息時間，以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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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總會的「『童』步學習」計劃，各區及童軍旅都推出了不少網上教
學及進行網上集會。以下我們分享柴灣區因應長時間不能舉辦面授模

式的訓練班及專科徽章考核而作出的應變方法。

停 課 不 停 學  善 用 網 上 資 源
文：柴灣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何家騏

網上專章考核─柴灣區
  為鼓勵成員善用網上工具在家學習，減低暫停活動
對童軍歷程的影響，柴灣區由二月起推出「童軍專章
考驗『停課不停學』系列」，讓成員以遙距方式學習及提
交事工，完成 10 項專章考核。首次讓成員以遙距方式
考核徽章，難免遇到不少困難。憑著過去數月的經驗，
希望與大家淺談有關設計教材、事工及學習工具的心
得，讓大家在舉行同類型考核時能更得心應手。

選取合適的教材
  網上的學習資源雖然豐富，但選材時必須加
以整理及編輯，配合實際需要。設計事工時，除
了以文字為主的事工，如報告書及網上問卷等，
亦可多考慮較生動有趣的媒介，如短片及相片故
事等。現時大部分學校均採用網上教學，成員對
此類學習模式已十分熟悉。要留意不是所有專章
項目均適合網上學習，例如：戶外活動、團隊合
作、實習及服務等。

反應踴躍 繼續與時並進
   我 們 的 專 章 考 驗 主 要 透 過 童 軍 區 網 頁、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專頁和支部領袖網絡宣
傳，吸引了超過 180 人參與，近九成參與者亦
於網上檢討問卷中表示對考核的整體模式感到滿
意，成績令人鼓舞。

  我們相信未來的趨勢會更重視青少年自主學
習的能力，隨時隨地尋找所需資源，學習感興趣
的課題，自行發掘新事物，獲取知識及技能。這
次可說是建立了網上考驗的模式及框架，期望日
後加以應用及拓展，讓童軍運動與時並進。

規劃考核方法
  根據個別專科徽章訓練綱要、內容及性質，教學及考核模
式均有所不同，主要採用自主學習模式 (self-directed learning)
或網上遙距實時授課。

自主學習模式：
‧ 成員自行完成文字事工，如專題及研習報告等，利用 Skype

或 Zoom 與主考進行遙距討論，適用於體育（技能組）、語言
（服務組）及指引（服務組）專科徽章考核。

‧ 成員自行完成事工，在家中以短片紀錄及進行示範，適用於
技擊（技能組）、工藝（服務組）及烹飪（中式）（技能組）專科
徽章考核。

‧ 透過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的教材，包括：短片、講義
及參考資料等，完成事工及進行考驗，適用於手藝（技能組）、
秘書（服務組）及樹木護理（技能組）專科徽章考核。

遙距實時授課：
‧ 若課題需要互動及深入指導，成員可以透過 Zoom 參與網上

實時授課，並利用 Google Classroom 上的學習材料，提交
事工及進行考驗，此方式適用於電腦（技能組）專科徽章考核。

  自主學習模式讓成員在時間管理上較有彈性，也能配合不
同成員的學習曲線 (learning curve)；遙距實時授課讓成員和導
師可以有更多互動，適用於需要更多指導的課程（如編程技巧），
各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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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得知童軍活動要暫停時，我們起初樂觀認為暫停幾星期也未嘗不可，但很快
便發現情況會持續下去。我們便想如何為成員多做一步，以不同形式舉辦童軍

活動和集會，讓他們保持溝通，繼續童軍生活。

與 君 童 行  共 渡 時 艱 ─ 港 島 第 15 旅
文：港島第 15 旅童軍團長 鄺廸軒、港島第 15 旅童軍副團長 葉浩森、
  港島第 15 旅教練員 吳冠達及港島第 15 旅童軍團隊長 李光祐

維持社交健康
  二月至今約半年，我們每次舉辦領袖會議都在討
論如何改善網上集會，探討新方向及想法。我們發現
成員除了童軍活動外，停課期間已沒有其他課外活動
可以參與，只能困在家中，甚至連玩遊戲機都提不起
勁。因此集會變得更為重要，我們希望每星期都能給
他們一點樂趣，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保持社交健
康，並提供學習機會，讓他們鑽研感興趣的事情。

善用網上工具 策劃不同活動
  網上集會固然比面對面集會更難舉辦和維持，成
員參與度和集會吸引性都有所下降。因此我們嘗試了
不同的網上平台進行活動，如利用 Zoom 小組討論房
間的功能，讓成員分隊自由討論，完成小隊事工；利
用 Kahoot 或 Google Form 等 製 作 問 答 比 賽； 利 用
Google Drive 或 Whatsapp 等工具提交事工。此外，
我們亦鼓勵小隊隊長與隊員進行線上遊戲，增加互
動。

  網上平台被黑客入侵時有發生，我們特別重視網
絡安全，使用 Zoom 或其他網上平台進行集會時，會
開啟「等候室」設定，成員登入時必須加上小隊名稱及
姓名才可以進入「會議室」。

隨機應變 練習童軍技能
  原定於八月舉行的「領導才訓練營」因第三波疫情取
消，三日兩夜的活動改於網上舉行。我們加入新元素取代
傳統露營，包括：製作木筏模型並於洗手盆測試、小隊合
作的機智遊戲及領袖策劃的虛擬營火會等。領袖在網上直
播時，用家中的燒烤爐生起營火，領唱營火歌，大家隔著
螢幕也能感受到童軍的溫暖。

改善教材 加強互動
  我們的網上集會經歷了數個階段的演變，由最初舉辦
專題講座、教授童軍技能等單向活動，到分享電腦螢幕教
授多媒體創作，包括：平面設計及編輯影片，成員學習後
要提交事工或參與隊際比賽。網上集會畢竟是一個新嘗試，
沒有例子借鑒，所有內容和教材都由不同領袖準備，不斷
嘗試新模式。

  疫情反覆，大家對於數月的網上集會不免感到厭倦，
所以我們盡量舉辦更多互動活動及手工製作等，令集會更
加生動有趣。我們更把物資郵寄予成員，包括：遊戲物資、
皮革及製作先鋒工程模型的筷子和線，保持活動多元化。
集會時，我們亦會要求成員開啟視訊及穿著童軍團服，讓
大家看到彼此的面孔，增加投入感。某些集會如小隊長會
議，更要求成員和領袖穿著整齊的童軍制服，以表尊重。

  為保持成員的新鮮感，我們亦利用 YouTube 分享教學
資源及舉辦個人或隊際比賽，例如：「小隊烹飪比賽」要求
隊員在家中拍下烹飪過程及家人試食後的評語，並剪輯成
影片發佈到童軍團的 YouTube 頻道「XVHK」，與其他成員
分享。最令我們自豪的是上載了數十段童軍團標準繩結手
冊內的繩結教學短片，讓成員在空餘時間自學，製作繩結
板，參加繩結比賽。

成員感想
Buffalo 副隊長   陳淏哲
  不能面對面與成員一起參加活動感到非常可
惜，網上集會帶給我全新的體驗，非常有趣和獨
特。雖然網上集會像面對面的集會般，可以直接溝
通和交流，但也有好處，例如：資料搜集時可以直
接在電腦上搜尋。我認爲兩種集會各有好處，當然
我亦希望疫情盡快過去，能夠和其他成員參與面對
面的集會。

Eagle 隊員   何家禧
  網上集會很新奇和特別，也挺有趣。第一年加
入港島第 15 旅童軍團已經歷了兩種不同模式的集
會。網上集會和面對面的集會最大的不同是不能出
外活動，但卻可以嘗試一些平日集會未必會進行的
事工，例如：用筷子製作浮艇、營及製作皮革錢包
等。

  網上集會多了不同的「講解班」，介紹不同的
知識，亦舉辦了不同的訓練班，例如：韓文班和攝
影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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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總會訓練署舉辦的「『童』步學習」後，
大埔南第 2 旅受啟發，決定舉行網上集

會。我們在網上進行了數次籌備會議，商討
集會的主題及內容，於四月開始利用 Zoom
舉行首次網上集會，至今已陸續進行了 17 次
集會。

成員感想
大埔南第 2 旅 幼童軍 許愷茵
  透過網上學習童軍知識感到很新奇和開心，我
還成功考取了電腦章，十分滿足。

大埔南第 2 旅 幼童軍 李溢朗
  雖然網上集會能夠學習很多東西，但是不及面
對面的集會那麼開心，懷念以前和大家一起學習的
日子。

與 家 長 建 立 互 信   增 強 成 員 互 動 ─
大 埔 南 第 2 旅 的 網 上 集 會

文：大埔南第 2 旅幼童軍副團長 鄧宇軒

集會內容求突破 運用小道具互動
  為了增加到成員在網上的互動，我們在設計活動時花了不
少心思。除了使用簡報及播放影片等單向教學外，亦安排值日
隊長帶領「線上團呼」及舉行「童行舞台」，邀請成員表演，增
加互動元素。

  我們亦會進行小遊戲，如問答比賽等。坊間有不少線上工
具，如 Kahoot!，但我們選擇邀請成員自行準備小道具，包括：
小白板或便利貼等配合活動，提升參與度。集會時不會要求成
員同時使用多於一項裝置或軟件，避免操作問題或物資不足，
影響流程。

  為免疫情影響成員考章的進度，我們亦舉辦了「電腦章」
及「氣象章」專科徽章考核課程，以簡報授課、利用電子表單
(Google Form) 設計考卷及要求成員上載檔案或相片到雲端硬
碟 (Google Drive)，以完成事工。

與家長建立互信關係
  以上提及的集會及徽章考核均以童軍團 Whatsapp 群
組及 Facebook 專頁發放信息，讓家長知悉有關安排，以
方便配合及加強互信。希望家長了解我們的堅持，讓成員
在疫情下也能參與童軍活動交流，維繫彼此的友誼。我們
的信念亦得到他們的認同及支持，驅使我們繼續努力。

問答比賽

線上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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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世 界 童 軍 學 院 及 青 年 會 談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活動日期 主題

8 月 12 日 開幕及介紹 (Opening Session)

8 月 22 日 未來教育的展望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9 月 5 日 救救地球 (Healing Our Home, One Environmental Action at a Time)

9 月 19 日 實現世界和平 (Time to Mainstream Peace)

10 月 10 日 保障社會各階層身心健康 (Achieving the Wellbeing Our Society Needs)

10 月 17 日 創新與經濟發展 (Innovating for a Reshaped Economy)

10 月 31 日 平等社會 (Leaving No One Behind: What Steps Will You Take?)

11 月 14 日 閉幕 (Closing Ceremony)

青年會談 Youth Dialogues
  活動讓各地 18 至 26 歲的青少年成員及領袖於網上討論
不同議題，包括：未來教育的展望、救救地球、 實現世界和
平、保障社會各階層身心健康、創新與經濟發展及平等社會，
設有五種不同語言的頻道，讓參加者暢所欲言，表達意見。
開幕禮已於 8 月 12 日舉行，活動將定期舉行至 11 月 14 日
閉幕，詳情可細閱國際通告第 13/2020 號及青年會談網頁
https://scoutconference.org/youthdialogues/。

多地的童軍活動因疫情取消或延期，包括：原定於 8 月舉行的「世界童軍會議」
及「世界童軍青年論壇」。有見及此，世界童軍組織舉辦「世界童軍學院」及

「青年會談」，讓成員於網上學習知識和互相交流。

世界童軍學院 The World Scout Academy
  活動於 6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舉行，利用各種網上工具舉行不同主題的直播互動課程 (Webinar)，邀請了 96
位講者主講 64 個講座，主題包括：如何善用技術、連結當地組織和團體、義工及職員之身心及壓力管理，以及
提升當代年輕人於現今社會中的競爭力等，吸引超過 4,000 名世界各地的童軍領袖參加。

大家可以到 learning.scout.org 重溫各個課程。

國際通告第 13/2020 號青年會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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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在 家 露 營  參 與 虛 擬 營 火 會

數碼露營
  除了原定於 2021 年舉行的「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延 至 2022 年 舉 辦 外， 於 8 月 在 波 蘭 舉 行 的「 歐 洲 區
大露營」亦延期一年，不過大會在原定營期舉辦了「網上
營火會」，而原定在蘇格蘭舉辦的「國際小隊露營」亦改
為網上舉行，讓參加者參與不同的網上活動。此外，韓
國童軍會於 10 至 11 月期間舉辦網上「國際數碼露營」
(International Digital Jamboree)，邀請各國成員一起
進行「營內」活動。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由於疫情尚未穩定，原定於各國家
/ 地區童軍會舉辦的活動都相繼

取消。多個單位因而在網上舉辦不同的
活動，希望讓成員在家抗疫時仍能保持
社交，維持心靈健康。

虛擬營火會
  舉行「虛擬營火會」比「網上露營」容易得多，參加者不需
要準備營幕、背囊或炊具等露營用品，只需登入社交媒體一
起高唱營火歌。部分參加者會利用壁爐、燒烤爐或蠟燭等充
當營火，穿上營火袍，讓「虛擬營火會」顯得更有氣氛。活動
主辦單位亦會預先邀請參加者拍攝才藝表演的短片在活動中
播放，參加者亦會留言交流，就像參與真實的營火會。

  疫情似乎仍會維持一段時間，領袖們或許可以參考以上
例子，考慮舉辦「網上童軍團露營」，讓成員一起參與露營，
齊唱營火歌！

Camp@Home
  英國童軍會發起“Camp@Home”( 在家露營 ) ，邀請
全球成員在家中打開營帳，烹調露營食品。部分參加者在
室內搭建營帳及使用睡袋入睡；有參加者更在家中花園打
造「五星級營區」。活動正嘗試申請「最多
人參與的網上露營活動」世界紀錄，大家可
以到 www.campathome.org.uk 看更多的
分享。

蘇格蘭小隊露營轉到網上

開幕禮及閉幕禮等活動也搬到社交媒體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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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活動五花八門 參加者樂在其中
  網上版「英國基維爾聯誼會」參考以往的分享活動，安排
了互動環節，包括：分享資訊及技能的網上講座、經驗分享及
集章會資深成員的分享。集章會成員在活動上一一分辨出各種
童軍章，並展示五花八打的童軍收藏品，令人目不暇及。營火
會亦是每年聯誼會必不可少的活動，大會在英國基維爾營地每
年舉行營火會的場地點起營火，並播放外國成員傳來的歌曲片
段，舉行網上營火會。

  此外，大會在網頁上載了多段影片，分為九大主題，包括：
童軍歷史、集會活動資源、童軍理念、共融、召募、數碼及通
訊技巧等，十分豐富。部分互動環節的影片也上傳到網站並會
保留一段時間，大家可以到以下網址重溫 :
https://www.scouts.org.uk/events/2020/
september/gilwell-reunion-2020/

疫 情 下 的 英 國 基 維 爾 聯 誼 會
每年 9 月初在英國舉行的「基維爾聯誼會」

自 1921 年起至今已舉辦了 94 屆，每年都
吸引超過 2,000 人到英國基維爾營地參加。不過，
今年英國童軍會決定利用網頁、Facebook 群組
和視訊軟件於網上舉行聯誼會，並免費開放予全
球領袖參加，讓更多領袖可以一同參與。

嶄新的互動活動 帶給領袖新啟發
  大會安排了「Oggy' great Gilwell gateway」虛擬導覽 (Virtual 
Tour)，參加者要先從每個關卡的影片中解謎，再在畫面上尋找小
箭豬圖案，跟著彩色箭豬 Oggy 在衛星地圖上參觀營地的各個景
點，極具挑戰性。「Disney Bingo」 則是在視訊軟件進行的 Bingo 
連線遊戲上，主持人會隨機播放迪士尼歌曲，參加者要把歌曲連
線才能勝出。這活動十分有趣，相信能為領袖們帶來啟發，應用
在日後的網上集會。

  網上版「英國基維爾聯誼會」十分成功，參加者達 3,000 多人，
值得各地領袖參考。希望大會可以藉著是次經驗，於明年舉行實
體聯誼會時，讓更多領袖同時在網上參與其中！

在章會的互動環節大家帶著藏品請專家們幫忙辨認基維爾營地主任在網上開幕禮中歡迎參加者

虛擬導覽帶大家認識基維爾營地

參加者透過 Zoom 跟大家介紹他們的營火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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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Scouting@Home”是疫情期間的新概念，意思指成員在家中透過通訊軟件在網
上參與活動及訓練，或利用各種網上資源自行在家中參與活動，自學童軍技能，

甚至在網上考取專科徽章。概念與外國童軍會為偏遠地區成員舉辦的“Lone Scouts”
相似，都是利用互聯網或無線電通訊進行活動。

  最近，世界各地的童軍會舉行了不少網上講座 (Webinar)，亦會把訓練資源上載到互聯網，讓成員
按需要自學，童軍旅亦會舉行網上集會維繫成員。以下是幾個實用的網上資源，讓領袖在計劃網上集會
時可以有些新主意。

  總會訓練署不時上載童軍技能教學
影片到總會及訓練署 Facebook 專頁，
以及訓練署 Instagram 專頁，如繩結、
歌唱、地圖使用及金氏遊
戲等，並推出「『童』步學
習」計劃，鼓勵領袖投稿，
分享童軍技能知識。

  戶外活動一直是童軍運動的核心活動，但大家在疫情期
間減少外出，英國童軍會便推出“The Great Indoors”，在

“ Scouts at Home”網頁上載了超過 100 個可在室內進行的
小活動，以及介紹了通訊軟件或平台及網上資源，讓成員和
非成員都可以在家參與。 英國童軍會不但考慮到童軍成員
的需要，更讓非成員也可以使用平台上的資源，十分難得。

英國童軍會“ Scouts at Home”網頁 :
https://www.scouts.org.uk/volunteers/
scouts-at-home/

  美國童軍會為各個支部成員設計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教 材 及 活 動， 包 括：

「30 日挑戰」及 STEM 資源等。
美國童軍 Scouting at Home 網頁 :
https://www.scouting.org/scoutingathome/ 

昆士蘭省童軍 :
https://scoutsqld.com.au/scouting-home/

澳洲童軍 Scouting@Home 網頁 :
https://scouts.com.au/blog/2020/03/27/
scouting-home/

  澳洲童軍會的網上資源十分豐富，總會及各省童軍會均提供了不同資源，包括：每周網上集會教材及
童軍旅提供的集會主意等。

西澳洲省童軍 :
https://scoutswa.com.au/scoutinghome/

維多利亞省童軍 :
https://scoutsvictoria.com.au/age-
sections-adults/scouting-at-home/

新南威爾斯省童軍 :
https://www.nsw.scouts.com.au/things-
to-do/scoutinghome/

  世界童軍組織上載了一些有用資源協助領袖在疫情期間在家參與童軍
活動及網上學習。大家可以到以下網站了解更多。

世界童軍組織網頁 “Scouting at Home and Beyond”：
https://services.scout.org/servi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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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結語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童軍運動受到很大影響，除了停止集會，所有面對面的
活動、會議及獎章考核亦全面暫停。幸而各國成員都靈活變通，改於網上

舉行活動、講座及訓練班，維繫成員間的情誼，協助成員在家中接受訓練，考取
專科徽章。世界童軍組織亦在 4 月初舉行「國際互聯網日特別版」，讓全球成員連
接起來，體驗童軍「天下一家」的精神。“Scouting@Home”成為了童軍運動的
新趨勢。

  總會配合疫情發展推出「童心抗疫」計劃鼓勵成員注意衛生、宣揚健康資訊及分享防疫物資予
有需要人士，計劃已展開第二階段，繼續助己助人。訓練署及地域亦在網上提供訓練教材，讓大
家舉辦網上集會。大家必須要謹記做好防疫措施，阻止疫症蔓延。

  本年度學生要在網上參加開學禮，面授課程亦於 9 月底才分階段恢復。不過，童軍訓練講求「從
做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雖然可以在網上學習理論知識，但實習課節必不可少。我們可以
在疫情期間先把握時間進行理論課節，疫情緩和後才參與實習課堂。或許網上學習將會是大勢所
趨，但必須平衡「網上學習」和「從做中學習」。

  當我們安坐家中參與活動時，社會上仍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士，大家可以思考如何提供協助，
發揮童軍「竭盡所能，服務社群」的精神。希望疫情能夠早日散去，讓生活重回正軌，大家可以繼
續參與多姿多采的童軍活動！

Scouting in the New Norm
  新加坡童軍會在 8 月舉行了“Scouting in the New Norm”的網上講座，邀請了三位
業界人士分享如何利用社交媒體或視訊軟件，把面對面的活動改為網上舉行，非常實用。
他們亦邀請了亞太區童軍辦事處負責童軍教育方法的 Syd Castillo， 探討童軍方法在疫
情下的改變。如欲重溫網上講座，可瀏覽以下網頁：https://youtu.be/udgM678Bc-g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世界童軍組織網頁、澳洲童軍會及旗下部分省市童軍會網頁、英國童軍會網頁、美國童
軍會網頁、新加坡童軍會網頁、蘇格蘭「國際小隊露營」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加拿
大童軍會網頁及 YouTube 頻道，以及「歐洲區大露營」網頁及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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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影 進 階 篇  
鏡 頭 與 焦 距  ( 二 )

 文︰沙田南第 43 旅童軍團長    盧施予

傳感器大小 焦距轉換系數 代表機型 等效焦距
全片幅 1x Canon 5D Mark III 10mm

半片幅 1.5x
Nikon D300s
( 以 10mm 全 片 幅
鏡頭為例 )

15mm

半片幅 1.6x Canon 800D 16mm
M4/3 2x Olympus E5 20mm

半 片 幅 尺 寸 傳 感 器 的 鏡 頭 轉 換 系 數 是 1.5（ 如 Nikon、Sony
及 Fujifilm）， 或 者 1.6（ 如 Canon）， 實 際 焦 距 乘 以 1.5 或
1.6 就 是 該 鏡 頭 的 等 效 焦 距。M4/3 的 鏡 頭 轉 換 系 數 是 2（ 如
Olympus），所以實際焦距乘以 2 就是等效焦距。

實際截取效果以全片幅鏡頭取景範圍最大，然後依次是半片幅
（ASP_C）、M4/3 片幅及一英寸片幅。

上期簡單介紹過鏡頭焦距和它與視角及成像的關係，今期我們會探討等效焦距、實際焦距及
了解適合全景拍攝的焦距。

等效焦距和實際焦距
  鏡頭上標注的數字表示實際焦距，例如 8mm 和 8-15mm。
傳感器（CCD）大小影響實際焦距取景範圍的截取，造成拍攝
的視角與實際焦距原本的視角不同。實際截取效果，非全片幅
會裁剪了部分全片幅圖片，而等效焦距就是按照這些視角大小
重新定義鏡頭的焦距。兩者的關係可以參考這條公式︰等效
焦距 = 實際焦距 X 焦距轉換系數（焦距轉換系數與傳感器大小
有關）。當全片幅尺寸傳感器的鏡頭轉換系數是 1.0 時，實際
焦距會等於等效焦距。

全景圖片的拍攝張數
  不同場景需要使用不同焦距。在選擇焦距時，需要考慮拍
攝張數和圖像分辨率。例如 24mm 至 28mm 的標準廣角鏡頭
適合拍攝風景；300mm 以上的超長焦鏡頭則多數用於拍攝野
生動物和運動題材。

  當拍攝距離固定時，鏡頭焦距越短，取景範圍越大，構成
360 度全景所需要的源圖像張數就越少，反之越多。考慮到拍
攝張數問題，我們一般使用超廣角鏡頭達至高效低成本地拍攝
全景，這樣拍攝圖片較少，有利於前期拍攝和後期製作。以
18mm 鏡頭為例，當使用半片幅相機拍攝時，完成一張全景
圖需要 30 多張圖片。如想減少張數，可以使用更短的焦距，
如 15mm 或 8mm 鏡頭。

全景圖片的分辨率
  當然，我們不能只顧拍攝張數，還需要考慮全景圖片的分
辨率。相機傳感器固定時，所選鏡頭的焦距越長，最終圖像
分辨率也越高，反之越低。舉例以 8mm 魚眼鏡頭配合半片幅
1,600 萬像素的相機拍攝，最終的 360 度全景圖會有 3,000 多
萬像素。如想追求更高品質，可以使用 15mm、18mm，甚至
24mm 鏡頭。

  總括而言，以拍攝張數和圖像分辨率來看，全景攝影時
15mm 焦距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最終大家會選擇什麼鏡頭，
除了焦距還涉及到鏡頭本身的質量、畸變問題或甚是個人的攝
影美學等。正如著名美國猶太攝影家 Alfred Eisenstaedt 說︰

「與人們產生情感連結比按下快門更重要。」
210mm 2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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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後，我習慣吩咐成員填寫紀錄冊，
把當天學到的事情記錄下來。每次我

都看到一些「特別」的文字，像是被大風吹
散的甲骨文，還有很多漏了一劃或多了一點
的錯別字。每次看到，我都會氣上心頭，想
把文字狠狠擦乾淨並要求成員重寫。深呼吸
冷靜過後，我明白成員其實每次都很認真書
寫，努力記錄當天所學，只是紀錄冊的書寫
空間太小，行距過窄，加上有書寫障礙的難
處，很難把文字全都「塞進」橫線上。

有種使命叫做愛

理解「特別」的文字
文：木辛口鳥

書寫障礙的難處
患有讀寫障礙或讀寫困難的人在閱讀及書寫時，常出現以下特徵︰

1. 加減筆劃
在書寫時自行增加或減少一些筆劃，例如「目」字部，
他們會寫成「日」字。即使得到別人的提醒，也未能察
覺筆劃當中的差異，甚或他們每次增減的位置也不同。

2. 部首比例不恰當
書寫部首時不合比例，如「水」部在左邊的「三點水」，
會大於右邊的部分。

3. 顛倒上下或左右部分
中文字是一個方塊字，不同部分都有特定的位置。有
書寫障礙的成員容易把文字上下顛倒或左右對掉，如
把「杏汁」寫成「呆汁」。

4. 混淆相似文字
混淆「士」、「土」及「十」等形象相近的文字。

5. 混淆詞語單字
如「童軍」一詞，他們獨立書寫「軍」字時，有很大可
能誤把「童」寫成「軍」字，未能準確分辨單字。

6. 經常執筆忘字
會忘記一些常用的文字，如「中文」、「數學」及「書本」
等。

  當慢慢認識這些「特別」的文字，就可以嘗試為他們
想出不同的方法去支援他們書寫和閱讀上的需要，一步
一步跨越那些看不見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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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aching
  官方應用程式，可以在 Android 及 IOS 系統免費下載。
基本會員只能查閱初階的「傳統」寶藏（困難度及地勢度都在
1 顆或 1.5 顆星以內），而付費的高級會員 (Premium Member)
則可看到所有寶藏，包括限定寶藏 (Premium Cache)。程式
同時會顯示尋寶者取得的「成就」，如虛擬紀念品 (Virtual 
Souvenir) 及用戶資訊，亦設有即時通訊功能，尋寶者可以聯
絡前人或「寶主」尋求提示。雖然要成為付費會員才可使用程
式的全部功能，但基本會員仍可以透過通訊功能及官方網站查
看限定寶藏以外的寶藏資料。

   Geocaching 

手 提 電 話 應 用 程 式
文：舵手

自從 “Geocaching”推出手提電話應用程式後，參與人數及藏寶數量都顯著上升。
2004 年，有報道指全港只有 17 個寶藏；至 2013 年，寶藏數量已增至 700 多個；現

時全港有超過 1,950 個寶藏。手提電話應用程式對推動“Geocaching”功不可沒，今期會
介紹三款常用的應用程式。

C:geo
  由第三方開發的免費 Android 應用程式，基本會員可以看
到限定寶藏以外的寶藏，筆者也是使用這程式尋寶，對於初期
接觸“Geocaching”的玩家而言十分實用。

Geocaching - Cachly
  除了官方應用程式，IOS 系統內免費的“geocaching”
應用程式比較少，“Cachly”相對便宜實用，部分用家更指其
尋寶功能上比官方程式優勝，基本會員可以尋找限定寶藏以
外的傳統寶藏。

  市面上還有不同的“geocaching”應用程式，大部分主打尋寶功能，如 Locus Map 等。
大家可以自行比較，選擇最適合的程式，一起加入尋寶者的行列！

有種使命叫做愛

理解「特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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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之 道 多 學 多 做
康 寶 森 懷 念 前 線 領 袖 歲 月

文：香港八極拳協會主席   盧韋斯

今期介紹「八極基本四路」的第一路，摘自
八極拳中「黑熊盤肘」一式，簡化後可分

為提膝及頂肘兩個動作。大家可配合上期介紹的
起式及收式一起演示。

「八極基本四路」示範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1299136930/videos/10209130329637565/

童軍武藝

八極拳「基本四路」（二）：
黑熊盤肘

第一路：  黑熊盤肘（提膝頂肘）
1. 左腳往前踏出，左膝曲，右腿直立成「弓箭步」，同時

雙手握拳齊胸推出。
2. 右膝上提頂出。
3. 右腳往前落步成「騎馬步」，右肘向前頂出，左拳拉到

腹前。
4. 演示第二次後，可以左右對調重覆以上步驟，並在單數

次數接收式結束。

第一路：提膝頂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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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總會副會長鮑紹雄自中學時代起參加童軍運動，服務其母校喇沙書院──九龍第 17 旅，及後加入
總會，先後出任助理香港總監 ( 產業 ) 及香港總監。總會於 2018 年頒發長期服務四星獎章予鮑

前輩，以表揚他多年來對童軍運動的貢獻。

心繫母校 擔任多個職位
  鮑前輩參加童軍及深資童軍時，曾擔任隊長及大隊
長一職 ( 早期的深資童軍支部為隊長制 )，帶領隊內成員
進行童軍活動。1961 年，鮑前輩考獲榮譽童軍獎章，
於 1963 年出任九龍第 17 旅深資童軍團副團長，並於
1968 年晉升為團長。此外，他亦曾出任九龍城區深資
童軍區長一職。 

大家可以掃瞄 QR Code 連結到總會
YouTube 頻道看訪談片段。

善用個人專長 服務社群
鮑紹雄談啟動中港青少年交流

啟動深港兩地青少年交流
  鮑前輩非常喜歡露營活動，認為大自然生活是童軍運
動的精髓。他印象最深的是由深圳市青年聯合會、少先隊
深圳市工作委員會及總會於 2004 年首次合辦的「深港青
少年交流營」，營期四日三夜，在農曆新年間於深圳觀瀾
湖舉行。當時天氣嚴寒，但仍吸引了 850 位青少年參與。
成員到埗時，步履整齊，令深圳的青少年、導師和領導印
象難忘；當大會發號施令要求集隊時，成員馬上脫下外套，
露出整齊的制服，令國內朋友耳目一新。成員精神煥發的
模樣，深深感染了內地青少年，兩地互相學習及交流。活
動後，國內不同團體和香港各制服團體的交流活動如雨後
春筍，開啟了中港青少年交流的大門。

產業管理 出謀獻策 
  鮑前輩一直不忘童軍運動的培育，期望發揮自己所
長回饋總會。鮑前輩擁有豐富的產業知識，自 1971 年
起協助總會管理各項營地及物業，並於 1993 至 2003 年
間出任助理香港總監 ( 產業 )，及後更出任香港總監，
帶領香港童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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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訊會議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
《Webex, Teams, Meet, Jitsi 8 款視訊會議軟體需求測試比較表格》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0/04/webex-teams-meet-jitsi-8.html?m=1

延伸閱讀：
《Zoom、Hangouts、LINE、Teams、Facebook、Skype 功能比一比》
https://comebusiness.com/static/【一表看完視訊會議 app 比較】zoom、hangouts、line、teams、facebook、skype 功 /
《除了 Zoom 還有這些好用！ Google、Apple、微軟皆推出的「六大視訊會議軟體」推薦》
https://www.gq.com.tw/gadget/article/%E8%A6%96%E8%A8%8A%E6%9C%83%E8%AD%B0%E8%BB%9F%E9%AB%94-
%E6%8E%A8%E8%96%A6

自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爆發，香港分別在 3 月和 7 月
先後出現第二及第三波疫情。為防止病毒於社區傳

播，不少企業讓員工在家工作；教育機構如中小學和大專
院校也採用視像授課；部分童軍旅亦因應疫情改為「線上
集會」。

視訊會議應用程式對比
  筆者整理了四個較熱門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Skype Meet Now 和 Zoom，對比各免費版的功能，方
便大家按照實際情況和需要作出選擇。

軟件內容會有不定期更新，請以官網內容作準。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Skype Meet Now Zoom

人數上限 250 人 250 人 無限制 100 人
時間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40 分鐘
發起者 需帳號但不需安裝程式 需帳號但不需安裝程式 不需帳號或安裝程式 需帳號和安裝程式
參與者 不需帳號和安裝程式                             不需帳號和安裝程式 不需帳號和安裝程式 不需帳號但需安裝程式
參與權限 以網址直接參與 需主持人批准 以網址直接參與 以會議密碼 / 網址直接參與
行事曆預約 無（付費版有） Google 日曆 無 有（需要外掛）
主持人 由發起者設定 發起者 發起者 可設定
靜音參與者 主持人 主持人 無 主持人
關閉參與者視訊 無 無 無 主持人
移除參與者 主持人 主持人 無 主持人
可共享內容 螢幕、軟體及簡報 螢幕及軟體 螢幕及軟體 螢幕、軟體、文件及簡報
共享畫面權限 主持人（支援多人） 任何人 任何人 主持人控制
遠端控制 無 無 無 有
螢幕註解 無 無 無 有
白板 有 Jamboard 無 有
手機畫面投影 有 有 無 有
舉手 無 無 無 有
投票 無 無 有 無
會議筆記 有 Google 文件 有 無
錄影 無 有 有（需要安裝程式） 有

文：月刊記者   曾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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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舵手

Monchhichi

Monchhichi( 蒙 奇 奇 ) 是 兩 隻 小 猴 子 玩 偶，
於 1974 年 1 月 26 日 在 日 本 誕 生， 名 字 的

靈感源於法文─「我是可愛的」。設計師關口晃市
早期以圍兜顏色區分男女，藍色圍兜的是男猴子
Monchhichi Kun；粉紅色圍兜及綁上辮子的是女猴
子 Monchhichi Chan。Monchhichi 一直深受大眾
喜愛，不斷推出不同職業造型的玩偶。

  早年 Monchhichi 多沒有穿著衣服，官方不時會
與其他公司合作，推出不同造型的 Monchhichi 服飾。
1980 年代初，英國的玩具公司曾推出英國幼童軍制
服和小女童軍制服的 Monchhichi 服飾，服飾在香港
生產並在英國發售。

  2005 年，Monchhichi 推 出 了 一 套 三 款 的
“Monchhichi Scout”玩偶，分別穿上當時的日本童
軍、幼童軍及女童軍制服，童軍徽章則換成“M”字及
猴子圖案，深受童軍朋友歡迎，但現時在市面已難以
購買。早前新界地域推出的「如何正確佩戴口罩」影
片中，筆者赫然發現這三款 Monchhichi 玩偶戴上口
罩的身影，十分可愛！

圖片及資料來源： 
Sekiguchi Theme Shop 網頁
Monchhichi Corner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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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nge ones, the odd ones or maybe the outsiders.”The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SJD) has been called many things, 

but like everyone else, they are proud of being part of the Hong 
Kong Scout Movement, just maybe doing things a little differently. 

資料整理：月刊助理編輯   朱泰來
Assistant Editor  Chu Tai-loi

言語障礙
  銀禧區的成員大部分是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如：英國、
法國、加拿大、澳洲及美國等，在籌劃訓練及活動時，需要顧
及多元文化。現時銀禧區共有 1,078 位青少年成員及領袖，主
要以英文溝通。

  銀禧區總監 Darren Barton ( 白達倫 ) 表示總會訓練內容及
通告不一定有英文譯本，故有時難以掌握最新童軍資訊，翻譯
通告也是一大挑戰，並要把訓練教材及內容轉為英文。由於區
領袖同時要兼顧家庭及工作，未必每個周末都可以全情投入參
與童軍活動。最近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面對面的童軍活動
被迫暫停，他們改以 Zoom 進行網上集會，這種學習模式其實
有利於區的發展，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銀禧區予人陌生、與眾不同及外來者的形象，其
實他們和我們一樣，都以身為香港童軍而驕傲。

銀禧區小資料  About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區總監 District Commisioner：
Darren Barton ( 白達倫 )
地址 Address：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1023 室
Room 1023, 10/F Hong Kong Scout Centre, 
Scout Path, Austin Road, Kowloon
網頁 website：
https://www.facebook.com/SJDHongKong

 更多資訊  More Information
  銀禧區由非華語童軍旅組成，直屬於總會，
沒有明確的地區界線，童軍旅幾乎遍布全港，亦
是少數擁有區巾的童軍區。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is the non-Chinese 
speaking section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without clear borderline. Their Scout 
Groups can be found all over Hong Kong and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district scarf.

Language Barrier
  The SJD follows the same training scheme and rules as other members, but 
due to their diverse background, they have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activities. Most of the members may be ethnically Chinese, but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cluding the UK, France, Canada, Australia, the 
US. Englis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to bind 1,078 youth members and leaders 
together, but this also creates probably the most problems.

區區遊蹤 銀禧區
Discovering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探索世界
  雖然面對重重挑戰，但銀禧區每年均為成員舉辦多個戶外活動，讓幼童
軍每年可以參與最少兩次的戶外或宿營活動；童軍或以上支部成員則可以參
與最少六次露營活動。成員不時到西貢的岩壁參與索降、紮作竹筏橫渡白沙
灣、於跑步比賽擔任義工及走遍全港遠足。區內差不多每位資深總監都同時
活躍於前線，親力親為帶領青少年成員。

  每年銀禧區都會在夏季舉辦海外活動，近年童軍及深資童軍成員先後到訪尼泊爾、
瑞士、意大利、法國、德國和丹麥。2019 年，50 名童軍、深資童軍及領袖到美國參與

「世界童軍大露營」，大部分成員及後更前往加州，於當地國家公園參與為期九日的遠足
探險及激流體驗。

  白達倫表示銀禧區正不斷茁壯成長，希望未來能更進一步。

  “Getting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material, and even translations of circulars, 
can be challenging” said Darren Barton, District Commissioner of the SJD.“We do 
quite well on our own, but sometimes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something so we 
can translate it”he went on to say. Other challenges are providing training in English, 
and coping with an inflexible training programme.“Leaders have families, jobs and 
lives outside Scouting. We can't all devote every weekend to Scouting activities. 
COVID-19 stopped face to face activities and made us all use zoom, but it has brought 
welcome advances in online and modular learning,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 need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the World
  Despite these problems, the SJD strives to organise great outdoor programmes 
for its members. A typical Cub pack would normally take part in 2 to 3 camping 
activities and a Scout troop would probably camp 6 or 7 times a year. On top of that, 
you might find SJD Scouts abseiling down rockfaces in Sai Kung, building rafts to sail 
across Hebe Haven, assisting at running competition checkpoints or hiking almost 
anywhere. Every commissioner in the SJD is still an active front line leader, so you will 
normally find them with their youth members on activiti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each year is the SJD summer expedition. SJD Scouts and 
Venture Scouts have visited Nepal, Switzerland, Italy, France, Germany, and 
Denmark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 2019, 50 Scouts, Ventures and Leaders 
joined the Hong Kong Contingent to the World Scout Jamboree. Those 
Scouts and more headed to California afterwards for another 9-day 
adventure, hiking the national parks and rafting the rivers.

  Where to do see the SJD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Outside, and 
bigger than ever”Barton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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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通 告

香港總監嘉許	

羅紹衡	 署理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	 05.08.2020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黎時煖	 總會名譽會長	 05.08.2020

何榮高	 九龍地域名譽會長	 06.08.2020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郭熙亮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03.08.2020

譚萬鈞	 總會訓練委員會主席	 06.08.2020

楊勵賢	 紅磡區名譽會長	 06.08.2020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李志輝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03.08.2020

梁 強	 紅磡區名譽會長	 06.08.2020

區鳳君	 九龍第一三五旅幼童軍團長	 06.08.2020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李婉怡	 港島地域領袖	 20.07.2020

林俊濤	 九龍第五十三旅副旅長	 20.07.2020

楊愛蘭	 大埔南第二十六旅幼童軍團長	 20.07.2020

陳青霞	 童軍知友社行政主任	 20.07.2020

陳慧姸	 行政署二級文員	 20.07.2020

郭靈琳	 訓練署總部總監（專責）	 03.08.2020

王雲生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03.08.2020

張祿祥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趙汝強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郭仲頣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木章 Wood Badge

王偉庭	 小童軍	 03.02.2020

梁志文	 幼童軍	 03.02.2020

陳倩雯	 幼童軍	 03.02.2020

林冠傑	 童軍	 03.02.2020

馬明才	 童軍	 03.02.2020

李嘉鳳	 幼童軍	 03.02.2020

李俊穎	 童軍	 03.02.2020

陳美莊	 童軍	 16.04.2020

李偉昌	 幼童軍	 16.04.2020

張翠芬	 小童軍	 23.04.2020

吳曉琳	 小童軍	 23.04.2020

吳慧薇	 小童軍	 23.04.2020

黃嘉緻	 小童軍	 23.04.2020

劉潔儀	 小童軍	 23.04.2020

許紹基	 深資童軍	 23.04.2020

江佩樺	 童軍	 06.05.2020

易瑞文	 深資童軍	 06.05.2020

殷棋滙	 樂行童軍	 06.05.2020

梁家榮	 旅長／總監	 20.05.2020

陳施偉	 童軍	 20.05.2020

李翠娟	 童軍	 22.05.2020

陳新華	 深資童軍	 22.05.2020

范麗玲	 幼童軍	 22.05.2020

鄭溫文	 幼童軍	 10.06.2020

黃培芳	 幼童軍	 10.06.2020

陳 前	 童軍	 10.06.2020

陳厚善	 童軍	 10.06.2020

陳偉文	 小童軍	 10.06.2020

黃泳珊	 小童軍	 10.06.2020

祝惠娥	 小童軍	 02.07.2020

王美怡	 幼童軍	 02.07.2020

吳嘉偉	 童軍	 15.07.2020

鍾寶兒	 旅長／總監	 15.07.2020

冼國昌	 童軍	 15.07.2020

劉海華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呂子麟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武偉昌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蔡志堅	 港島第七十六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3.08.2020

關卓然	 總會副會長	 05.08.2020

吳兆新	 紅磡區會長	 06.08.2020

殷國榮	 紅磡區名譽會長	 06.08.2020

蔡志賢	 紅磡區名譽會長	 06.08.2020

吳秀華	 紅磡區核數師	 06.08.2020

李寶玲	 九龍第一三六旅童軍團長	 06.08.2020

關滿順	 九龍第一三六旅小童軍團長	 06.08.2020

長期服務獎章
周嘉弘	 港島地域副會長	 20.07.2020

梁佩珊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20.07.2020

黃坤成	 新界東地域發展及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20.07.2020

陳遠生	 大埔北第十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7.2020

林靄明	 紅磡區副會長	 06.08.2020

何倩冰	 紅磡區副主席	 06.08.2020

劉美芳	 紅磡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6.08.2020

黎玉珍	 紅磡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06.08.2020

婁國芳	 紅磡區樂行童軍區長	 06.08.2020

何詠琴	 九龍第一一四旅旅長	 06.08.2020

陳瑞娟	 九龍第一○八○旅幼童軍團長	 06.08.2020

何詠詩	 九龍第一一五四旅幼童軍團長	 06.08.2020

李嘉儀	 九龍第一三五八旅旅長	 06.08.2020

何嘉鈴	 九龍第一四○八旅旅長	 06.08.2020

蔡婉英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旅長	 06.08.2020

連嘉敏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小童軍團長	 06.08.2020

黃帶娣	 九龍第一五二五旅小童軍團長	 06.08.2020

謝鳯儀	 九龍第一五二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8.2020

楊鳳群	 九龍第一五二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8.2020

文詩詠	 九龍第一六九二旅旅長	 06.08.2020

溫瑞芳	 九龍第一三六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8.2020

吳雪堅	 九龍第一三六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8.2020

陳嘉名	 銀禧第一四四四旅旅長	 10.08.2020

陳楚良	 銀禧第一四四四旅幼童軍副團長	 10.08.2020

艾樂善	 新界東地域名譽會長	 12.08.2020

林曉義	 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	 12.08.2020

    		（海上活動）	

總監委任書
訓練署
連志昌	 總部總監（訓練隊支援）	 01.08.2020

王灝鳴	 助理總部總監（數碼管理及網上學習）	01.08.2020

朱嘉傑	 助理總部總監（童軍技能）	 01.08.2020

劉焯斌	 助理總部總監（專責）	 01.08.2020

九龍地域
鄧志遠	 深旺區副區總監	 01.08.2020

新界東地域
馮澤參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資訊科技）	 01.08.2020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地域領袖
陳玼珣	 九龍地域	 15.07.2020

何偉文	 九龍地域	 01.08.2020

幼童軍區長 District Cub Scout Leader
蘇駿賢	 銀禧區	 15.07.2020

SO	Chun-yin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區領袖
黃斯敏	 青衣區	 15.06.2020

鄧仲強	 九龍城區	 15.07.2020

張少聰	 港島北區	 01.08.2020

楊曉彤	 筲箕灣區	 01.08.2020

旅長
郭家暉	 九龍第二五六旅	 15.07.2020

副旅長
謝彩蓮	 九龍第十九旅	 15.07.2020

樂行童軍團長
林志波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01.08.2020

深資童軍團長 Venture Scout Leader
付天恆	 銀禧第三十旅	 15.07.2020

Ross	Andrew	FOTHERGILL	

  	 3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陳樂仁	 港島第二十二旅	 01.08.2020

童軍團長
黃斯敏	 青衣第二十旅	 15.06.2020

陳樂姸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01.08.2020

童軍副團長
張蔚浚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08.2020

許 俊	 九龍第五十七旅	 01.08.2020

幼童軍團長
呂永恒	 九龍第一○六四旅	 15.07.2020

幼童軍副團長
岑美儀	 九龍第六十一旅	 15.07.2020

謝玉琼	 元朗西第十五旅	 01.08.2020

小童軍團長
黎潔茵	 九龍第一○六四旅	 15.07.2020

領袖暫許委任書
地域領袖
畢海祺	 九龍地域	 01.08.2020

區領袖
曾伊齡	 九龍城區	 15.07.2020

童軍副團長
黃宇晴	 九龍第一二七旅	 15.07.2020

曹家榮	 港島第五十一旅	 01.08.2020

葉瑞恩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01.08.2020

江雪怡	 港島第一○一旅	 01.08.2020

小童軍副團長
方琛惠	 東九龍第二七八旅	 01.08.2020

新童軍旅註冊
新界東第一八一四旅	 15.08.2020
	（保良局莊啟程夫人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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