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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代代童軍情
創造空間 網上學習 訓練署網上訓練有感

香港童軍總會新網頁

攝影進階篇──景深與透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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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童軍運動非常重視薪火相傳，希望把規律、誓詞和技能承傳給後輩，
發揚光大；若能夠把這三項寶物傳給自己的子孫，讓家庭沐浴在童

軍懷抱中，更是難能可貴。我們邀請到兩個童軍家庭分享參與童軍運動的
點滴，傳承童軍精神。

  總會名譽總監康寶森在香港童軍運動名聞遐邇，由成員時期至擔任前線領袖及總會
總監時都貢獻良多，出任過多個職守，包括：助理香港總監 ( 港島地域 ) 及助理香港總
監 ( 訓練 ) 等。他的兩位兒子也幼承庭訓，先後加入童軍，及後兩位孫兒亦得到父輩薰陶，
祖孫五人均是港島第 1 旅 ( 聖若瑟書院 ) 的成員，一脈相承。

  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 ( 公共關係 ) 黃勝輝及雙魚區副區總監柯嘉儀夫婦亦曾出
任多個童軍職守，在前線為童軍運動盡心盡力。他們育有三名女兒，也先後加入童軍運
動，成為童軍家庭。他們將會分享如何平衡家庭及童軍生活的心得，亦會分享參與童軍
活動的樂趣。

薪火相傳

文：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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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都步入生活「新常態」。所謂「新常態」，不只是指多利用網
上技術支援教學、經濟及教學活動，亦令我們有機會更深刻反思，生活將會處於

長期不確定的狀態，令我們的生活模式步入嶄新的形式。

　　童軍運動的「新常態」與資訊科技息息相關，如：訓練署舉行網上訓練班及成員可
應用手提電話應用程式尋找寶藏等，都在提醒我們，資訊科技正高速向我們生活的各
範疇伸延。

　　不過，運用資訊科技的同時亦要以創新思維迎接疫情下的新生活。總會宣布於
10 月初恢復有限度的集會活動，不少童軍旅正積極安排面對面的集會，我們非常期
待前線領袖會如何在限制下實踐實體集會，當中的寶貴經驗必是創意無限。

　　我們極重視傳統的童軍情誼，如果有家人是童軍，不多不少會受他們的熱情感染
而加入，成為童軍世家，更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童軍技能。我們邀請了總會名譽總
監康寶森和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 ( 公共關係 ) 黃勝輝兩個家庭，暢談「童軍祖孫三
代情」和「闔府童軍」的溫馨家庭事。

代代童軍情

專題
1	 薪火相傳　代代童軍情　前言
2	 祖孫三代童軍情
	 　康寶森的成功之道
	 　　運用童軍方法　逆轉弱勢學校
5	 祖孫三代童軍情
	 　受父親啟發　實踐童軍方法和精神
6	 祖孫三代童軍情
	 　薪火相傳　勇奪嘉爾頓錦標賽冠軍
7	 祖孫三代童軍情
	 　受長輩薰陶　傳承童軍精神
8	 闔府童軍　樂也融融　黃勝輝及柯嘉儀的童軍之路
11	 童真小孩　世界充滿驚喜
12	 結語

總部動態
14	 創造空間　網上學習　訓練署網上訓練有感
16	 香港童軍總會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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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eocaching	──	如何尋找 Geocache	?
21	 卡通童軍	──	小飛俠阿童木
22	 童軍武藝	──	八極拳「基本四路」（三）：	蟒蛇纏身
23	 向我們的前輩致敬	──	投身童軍運動逾半世紀
	 　鄺啟濤分享感染眾人加入童軍的經驗
24	 乘風破浪	──		香港獨木舟運動的發展
26	 IT 專欄	──	提高公共 Wi-Fi 安全意識

悼文
27	 前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林煒雄　Paul	LAM	Wai-hung		1951-2020

總部消息
28	 總部通告	



03
HK SCOUTING 438HK SCOUTING 438

02
專

題

Scouts for SDGs

文：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祖 孫 三 代 童 軍 情
康 寶 森 的 成 功 之 道
運 用 童 軍 方 法 　 逆 轉 弱 勢 學 校

童軍方法 三大秘訣
  康總監曾受聘於教育局及擔任中學
校長。前總會名譽總監張枝繁當年邀請
康總監出任大埔一所弱勢學校的校長，
他利用「童軍方法」管理學校，五年間成
功逆轉成為區內的增值學校，令人津津
樂道。這三種童軍方法都是康總監扭轉
弱勢學校為增值學校的秘訣。他分別從
三方面詮釋「童軍方法」──獎章制度、
小隊制度和義務領袖。

  獎章制度鼓勵領袖與成員商量，定立合適的目標，讓成員自
行完成。若失敗，可以不斷挑戰，領袖主要從旁協助，直至成員
完成目標，這與現時以競爭為本的教育方式可謂南轅北轍。

  小隊制度則是指人際關係的建立和學習。當新成員加入小隊
後會跟隨前輩學習，經歷成敗，從中了解成功之道。

  童軍領袖是義務工作，評論領袖成功與否，主要視乎成員在
集會的表現和回饋。由於是義務工作，我們不能強制別人或下屬
工作，這反而有助養成互相尊重、有商有量及為大局著想的態
度，營造愉快和積極的學習氣氛。

營造和諧新氣象
  康總監在教育局工作時，工作環境階級分明，
依規程行事，若不依從上級指示，輕則警告，重則
行政處分。他笑言這管理方法對一所千瘡百孔的弱
勢學校來說，一定行不通，故決定由基礎做起，先
改善中一新生。他認為「大刀闊斧」改變學校氣象在
短時間內並不可能，也不易管理，容易被人戲稱為
「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他邀請了五位有熱誠
及幹勁的新老師出任中一級班主任，由於他們尚未
被學校舊習慣和氣氛影響，可以帶動新生，營造新
氣象及成功感。他認為師生關係是成功關鍵，中學
生容易受老師影響，關係密切會令他們努力讀書。

見賢思齊 重燃鬥志
  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總監亦要應
付學校的「壞份子」學生及長期積習的老師。他相
信每個人都希望成功，只是找不到正確方法。他運
用「童軍方法」一段時間後已漸見成效，面對積習老
師的閒言閒語，自然不攻自破。至於所謂的「壞份
子」，他們早已被老師責備至麻目，即使加強罰則
也沒作用，所以他要求有心改革的老師多讚賞及關
心學生。日積月累下，學生終於開始改變。

名譽總監康寶森對子孫的影響力自不待言，三代
人在童軍運動的經驗都對個人事業發揮極大影

響力。我們分別與祖孫五人進行訪談，邀請他們分享
參加童軍運動後對個人成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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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身體力行 展現領導才能
  康醫生記得有次跟隨父親參加童軍露營時，父親十分
忙碌，不時巡視營地。可能由於活動太多，營友留下了不
少垃圾，他看著父親二話不說，馬上捲起衣袖執拾垃圾，
旁邊的領袖見狀亦馬上加入，不一會營地便回復整潔。

  他深感領導才不是指示別人做事，而是要親力親為作
榜樣。當時康總監是助理香港總監 ( 訓練 )，只要一聲令
下，相信所有人都會跟從。不過正如康總監所言，利用權
力行事決不能營造和諧愉快的氣氛，反而竭盡所能，身體
力行，才是領導才的展現。

祖 孫 三 代 童 軍 情  
受父親啟發 實踐童軍方法和精神

自治自務 全情投入
  康總監亦採用了童軍自治自務的方法，讓學生帶領同學參與活動。如學校的欖球隊曾奪
得全港比賽三連冠，但在創辦初期，老師其實不太懂球例及訓練方法，只能一邊摸索和學習，
主要的行政和訓練工作都由學生負責。透過親身實踐和經營，讓學生得到成功感，這正是童
軍自治自務的精神。

  另外，學生很重視校方的支持，若校方能親身出席支持賽事，學生的士氣自然高昂，亦
會慢慢累積對學校的歸屬感和感情。如校方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絕不能改變學校風氣。

竭盡所能便是成功
  康總監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千萬不可與人比較，所以他心中的成功没有劃一準則，
因人而異。他表示有不少學生在中學時代不算十分成功，尤其以學習水平而言，但不少人日
後都有不錯的成就。他引用童軍誓詞中的「竭盡所能」，深信憑著這種心態做人做事才是衡
量成功的依據。

  其實，童軍獎章制度正是「竭盡所能」的體現，每位成員為自己訂下目標，竭盡所能完
成事工。這正是康總監認為的成功準則，也正是童軍誓詞的精神。

康 錦輝醫生是康總監的長子，與
父 親 及 弟 弟 不 一 樣， 沒 有 參

加 過 任 何 童 軍 賽 事， 只 擔 任 過 團 隊
長 和 考 取 總 領 袖 獎 章。 他 的 童 軍 經
歷十分普通，但他表示仍獲益良多，
「童軍方法」對他同樣刻骨銘心。

人生目標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康醫生自言，雖然没有在童軍運動留下豐功偉績，
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責任感都在參與童軍活動時不知不
覺間建立。他深信童軍運動中的竭盡所能、責任感及領
導才，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康醫生認識一位兒科醫生，他立志幫助有需要的貧
苦大眾。該醫生早年在香港仔成長，於中環及香港仔均
設有診所，其中位於香港仔的診所在晚間以十分便宜的
診金服務大眾，以回饋自己成長之地，這件事對康醫生
的啟發很大。

  康醫生現時是香港浸信會醫院深切治療部主任，工
作非常繁忙。每一次病人見到他都是生命危急存亡之
際，他和醫療團隊均竭盡所能，拯救生命。他的醫療團
隊也各司其職，分工合作，與童軍小隊制度異曲同工。
現時康醫生的團隊非常成功，深切治療部的死亡率只有
5%，相信這正是他虛心學習、有效領導和竭盡所能的
精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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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文：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祖 孫 三 代 童 軍 情
薪火相傳 勇奪嘉爾頓錦標賽冠軍

「童軍可以令你很獨立，正如
父親所說，最初是跟隨者，

後來學習在團隊中生活，與人溝通。
正如社會新鮮人一樣，都是跟隨老闆
的要求……現時我的工作，也可以見
到童軍方法的軌跡和影子。」

  康錦彰律師是康寶森總監的幼子，早年參加童軍支
部，曾帶領小隊參加嘉爾頓錦標賽並奪得冠軍。不過那
次比賽絕非一帆風順，小隊曾面臨出局邊緣，但經眾人
合力，最終勇奪冠軍。康律師現時為律師事務所國際公
證人合夥人，他笑言現時的日常工作其實正在體現童軍
方法。

嘉爾頓的回憶 高山低谷
  眾所周知，嘉爾頓錦標賽由各區及地域選拔賽開始，
一路到總會決賽。當時，康律師的小隊在選拔賽只是僅
僅入圍，勉強進入下一回合。在地域選拔賽中，康律師
帶領小隊進行原野烹飪事工，意外得零分，全隊都十分
沮喪。因為他們整個暑假都在訓練，加上背負著港島第 1
旅的名號，在上一屆比賽時亦失落了冠軍，壓力十分大，
幸而最後以第三名進入總會決賽，心情起伏可想而知。

  地域選拔賽後，領袖和前輩與隊員檢討時並無責備
任何一人，反而對於犯錯的成員大加鼓勵，期望大家重
新振作。該旅童軍團內部設有小隊比賽，大家雖有競勝
之心，但感情同樣十分深厚。經過這次失利，大家更是
痛定思痛，最終眾志成城下終重奪冠軍。

應用童軍方法於律師事務 
  康律師的工作其實與童軍經歷一樣，成敗得失、高
低起伏都是常態，關鍵是如何面對失敗及重新振作，爭
取成功。他相信只要努力不懈，成功必會伴隨汗水而來。

  他認為童軍是一項全面的運動，有人善於登山；有
人善於煮食；有人善於溝通，天生我才。而他現時在律
師行的工作，有人精於中文；有人精於英文；有專於刑
事案件；亦有專於民事案件，各有才能。正如父親所言，
當大家做人做事都「竭盡所能」、各司其職，大家都可以
成為出色的團隊，獲得美滿成果。

參加海外交流活動 受益匪淺
  康穎曦是康總監的長孫，已加入童軍運動四年，現
時是深資童軍支部成員，「上莊」後策劃過不少活動，包
括：營火會及拍攝電影等。他最難以忘懷的是與其他成
員建立的深厚友誼，簡單如與同學一起吃早餐及籌備活
動的時光都彌足珍貴。

  他認為港島第 1 旅的資源十分豐富，曾舉辦到英國
的海外交流活動，對自己的成長有很大助力。他到英國
交流時，在白浪島認識了一群童軍朋友，現時仍有聯絡。
他希望日後到英國留學時，可以與他們延續童軍情誼，
繼續完成「愛丁堡獎勵計劃」金章。即使留學期間或未能
參與童軍運動，但他仍會繼續秉持童軍精神。日後長大
工作時，紮營等童軍技能或許未必能派上用場，但參與
童軍時學會的團隊精神、領導才能及創意思維必能有所
幫助。

祖 孫 三 代 童 軍 情
受 長 輩 薰 陶   傳 承 童 軍 精 神

活出童軍兄弟情
以爺爺為效法對象
  康穎饒是康總監的幼孫，在英國基維爾營地宣誓，
現時擔任港島第 1 旅童軍團副隊長一職。他最喜歡參與
露營活動，覺得當中有很多事工都十分有趣。

  童軍生涯中，有一件事令他印象難忘。他在學校曾
經被人欺負，當時一位不熟稔的童軍朋友挺身而出，替
他解圍。這種雪中送炭的兄弟之情令他十分深刻，發現
童軍運動能增進友誼。

  他亦聽過不少有關爺爺的童軍事蹟，希望能效法爺
爺的成就，但無奈很快要離開香港到英國留學。不過他
表示會在英國參加童軍運動，延續童軍生涯，體會在歐
洲成為童軍的滋味。

康 總 監 的 兩 位 孫 兒 康 穎 曦 及
康 穎饒均是童軍成員，雖然

年紀尚輕，但是童軍運動已為他們
帶來不少美好回憶，透過不同活動
學懂各種技能及處事態度。他們更
以爺爺為榜樣，期望未來能一直參
與童軍運動。

筆者按 : 
  筆者深深感到「童軍方法」和「手足之情」瀰漫康家三代童軍。各人談到的「童軍方法」，正是「童軍
規律」和「誓詞」的具體呈現；「手足之情」則是眾人對童軍運動的「投入」和「熱愛」。筆者感到康家正
是把「童軍方法」和「手足之情」承傳一代又一代，發揚光大。

  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祖孫三代暢談童軍生活，話當年，談近況。近年童軍運動的訓練方法稍有改變，
但不變的是童軍兄弟的甘苦與共之情 ! 訪問當天，康總監祖孫三代都穿上不同年代的港島第 1 旅活動服，並
配上第 1 旅的旅巾，正正說明了即使訓練方法和服飾不斷變更，但不變的是一家人對童軍的情誼。就算有家
庭成員離開了童軍運動，但他們仍然會把童軍方法、童軍情誼和港島第 1 旅的精神，一代一代承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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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記者 文懿  相片：月刊助理編輯 朱泰來

闔 府 童 軍 　 樂 也 融 融
黃 勝 輝 及 柯 嘉 儀 的 童 軍 之 路

昔日街童 今日楝樑
  黃總監從事政治經濟研究工作，兼任北區青
年活動委員會委員及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秘書等
多個義務職位，對青少年活動非常熟悉。雖然他
已成為社會楝樑，但早年其實是一名頑皮的街童。
因為加入童軍及信奉宗教，令他走上康莊大道，
故他十分希望三位女兒也參加童軍。

陪伴重於能力培訓
  黃總監看到現時不少家長為孩子安排多個課
外活動，務求令他們十項全能。黃總監認為教育
孩子關鍵在於陪伴，領袖帶領活動時亦一樣。他
分享訓練心得時，會表示活動最重要的並不是教
懂成員甚麼技能，而是每晚休息前與成員一起望
著夜空，在滿天星光下暢談心事，對成員而言才
是永誌難忘。

除了「三代童軍」的康家外，童軍成員中
亦有不少「兩代童軍」或「闔府統請」的

童軍世家。月刊特意邀請黃家接受訪問，他們一
家五口均是現役成員，十分難得。新界東地
域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黃勝輝、雙魚區
副區總監柯嘉儀和三位女兒暢談多年來參加
童軍運動的樂趣，以及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漸見緩和下，兩位身兼父母及童軍兩職，如
何迎接童軍運動的恢復。

太太投身 不讓鬚眉
  柯總監在中學時期曾加入女童軍，之後因為
到外地留學而淡出。夫婦二人在宗教場合邂逅，
當時黃總監已經參與童軍運動多年，非常投入，
令柯總監感到十分奇怪。對於這項沒有收入、需
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神的義務工作為何能夠這麼
入迷。在好奇心及關懷男友的心情驅使下，她毅
然穿起制服加入童軍，擔任領袖。後來三位女兒
相繼出世，她才離開前線崗位，從事行政工作。

  柯總監本身是教育中心導師，常常接觸青年
人，她認為童軍運動中最大的樂趣是見證自己曾
教導的成員長大。即使成員離開童軍運動，結婚
生子，他們還會記得領袖及參與童軍活動的經歷，
這種滿足感是金錢無可取替的。她在參與童軍活
動時亦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為理想
奮鬥，為社會出力，也是彌足珍貴的收獲。

家長領袖的優勢
  黃總監及柯總監談到一次參與台灣交流之旅
時，不約而同非常欣賞家長領袖的優勢。他們提
到一般男性領袖較專注於技能和訓練，但家長領
袖則更男性領袖細心。交流活動時，台灣的家長
領袖協助香港成員時見微知著，每次離開旅遊車
時都會仔細查看座位，檢視有否遺漏任何物品，
如護照、銀包及電話等，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柯總監非常推薦家長出任領袖，尤其是小童
軍和幼童軍支部。如果家長希望了解子女的成
長，不如親身參與，一同經歷，親子關係會變得
更加密切，效果大大超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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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記者 文懿

疫情下的展望
  新型冠狀病毒對童軍運動的打擊十分嚴重，
表面上好像只損失了一年時間，但其實對中小學
而言，影響非常沉重。兩位總監均表示，現時孩
子在家抗疫超過半年，雖然間中可以出外走走、
利用視像教學維持學業，以及利用網上通訊平台
參與集會和訓練，但效果甚實成疑。 

  即使 10 月中旬總會批准童軍旅復會，但不少
公開旅的集會場地需要遵守「限聚令」，仍是復會
無期。至於學校旅的情況也不太樂觀，現時教育
局要求香港中小學實行半天上課，不鼓勵學生在
校午膳及參與課後活動。黃總監認為復會後趕回
成員考核獎章的進度已是一大挑戰，但對各級成
員的心靈輔導可能來得更為迫切。而各童軍區和
地域亦為此準備了不少資訊科技的軟硬件，支援
有需要的成員。

童真小孩 世界充滿驚喜

海外交流 增廣見聞
  大姊詠恩印象最深刻的童軍活動是兩年前參
加雙魚區主辦的台灣交流團，第一次看到梅花鹿
及野豬，對年紀小小的幼童軍來說，看到這些動
物實在叫人興奮。此外，考核定向章的經驗亦令
她印象難忘，既要動腦筋又要走動，這些都是日
常上課難以學到的技能。

童軍大會操覆誓童軍
  二姊詠詩剛升上幼童軍支部，可惜遇上疫
情，尚未正式參加集會和訓練。不過，她曾參加
過童軍大會操，並擔任覆誓童軍。她回憶說當時
非常緊張，但也非常好玩，原來在眾人面前說話，
需要經歷多次綵排和練習，並不容易。不過對於
自己能夠參加這個盛會，詠詩臉上表露出喜悅的
笑容。

黃總監及柯總監的三名女兒─詠恩、詠詩
及詠琳，分別是 10 歲、8 歲和 6 歲，均是

雙魚第 4 旅的成員。大姊是幼童軍團的副隊長；
二姊剛升上幼童軍支部；三妹還是小童軍。雖然
她們年紀尚輕，但大姊和二姊的童軍經歷已十分
豐富，參加過不少大型活動。

溫馨滿載 其樂融融
  三妹詠琳年紀尚小，常常依偎在爸爸
身旁，可參與的活動機會不多，當問到曾
參加過甚麼活動時，害羞的妹妹在父母提
示下說「快樂傘」是她最喜歡的遊戲，一
家人的互動充滿著溫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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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係購買童軍物品高峰期，好多人嚟店舖買嘢，加上疫情影響，為

保障大家，店舖會加強防疫措施同做好人流控制，我哋鼓勵大家喺網店

瀏覽同選購，唔洗排隊同人迫，又有助減低病毒傳播風險。網店喺

10月15日至12月31日有本地運費優惠，詳見我哋Facebook專頁！

網上購物方便快捷，歡迎登入童軍物品供應社網上商店  
www.hkscoutshop.org.hk 選購。

可選送貨或到取
方便省時

獲取最新
產品資訊

團體訂購 
旅團如需為5名或以上成員同時購買制服及童軍用品，請
儘量在網上訂購，透過電郵或傳真訂購及到取亦可；如需
親臨本社總店或灣仔分店選購，基於人流管理需要，請於
3天或之前透過電話或電郵登記預約名額。

查詢
電郵 : scoutshop@scout.org.hk
電話 : 2957 6444 / 傳真: 2377 2729

結 語
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感謝兩個家庭接受是次訪談，分享參與童軍運動的樂趣和啟發。
康總監兩位公子都是社會楝樑，兩位孫兒亦將到外國留學，

眾人的成就都與童軍方法和精神密不可分。而黃總監夫婦對於三位
千金的薰陶也是現代家長的典範，筆者深深感受到父母對子女的無
微不至。兩個家庭都為子女營造了良好的成長條件，給予他們足夠
的空間自主選擇，當中的平衡值得大家參考。

  相信大部分讀者的家人都不一定是童軍成員。我們固然歡迎更
多家長和子女一起參加童軍運動，營造更多童軍家庭，不過更希望
大家多做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童軍精神，遵守童軍規律，重視
童軍誓詞，善用童軍方法，活出童軍銘言。即使家人非童軍一分子，
相信必會為身為童軍的你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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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th and 1448th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Course Leader   Stephen WAT
　　The 1420th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was delivered through“Zoom meetings”, self-learning modules 
and attended sessions. For the 1448th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we went further and delivered the whole 
course online.
　　Staff agreed that sessions destined for self-learning had to 
be“movie-like”with proper voiceovers. Long sessions ought to be 
divided into a number of shorter modules. After each module there 
would be an assignment. 
　　In the 1448th course, some speakers ventured into aspects for 
improving the video experience, like appearing in the“movies”to 
speak to the audience rather than just narrating for each PowerPoint 
slide. 
　　Candidates rated the self-studying approach for facts/theory-
heavy sessions highly. Judging from the turned-in assignments, self-
learning had indeed helped participants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subjects since they could learn at their own pace.
　　However, to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some staff had opted 
to stay home to logon to Zoom. Mutual support between staff 
became difficult. In addition, online delivery was demanding on the 
computing-savviness of trainers in producing the right material and 
this seemed taken for granted too hastily.
　　Overall, participants were positive about the adoption of online 
learning for a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Daily schedules of adult 
learners are swamped with commitments and hence the flexibility 
offered by self-learning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創 造 空 間 　 網 上 學 習
訓 練 署 網 上 訓 練 有 感

過去大半年，香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很多
童軍活動因而未能如常開展。總會訓練署迎難而

上，在多個單位及團隊協助下，成功開展網上學習平台，
讓訓練得以延續。月刊將會連續兩期報導不同網上教學團
隊成員的分享及訓練點滴。

提升技能應付網上教學  
訓練署助理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梁子雲
　　不少領袖需要學習使用各種網上工具，重新編排活動內容。除了舉辦網上會議和集會，大家亦要身
兼多職，主持網上直播或處理技術問題等。領袖必須掌握教學技巧，避免單向授課，與成員保持互動。
　　過去數月，多個訓練班利用網上平台教學，期望在短期內，訓練署可以把網上教學融入訓練工作，
提升領袖的網上教學技巧，改善學員學習成效。當然，我們最希望疫情早日過去，大家可以重回戶外，
享受童軍活動的樂趣。

網上訓練分享
第 1443 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班領導人　蔣紹恒 及 助理班領導人　廖志珊
　　我們得到訓練署和地域的支持，分別於 8 月 30 日上午及 9 月 27 日下午以網
上及面授模式舉行「第 1443 屆領袖初級訓練班」，成功把傳統的一天班期分拆成兩
天，務求令學員學得放心，班職員教得安心。
　　「停課不停學」期間，教育機構對於網上教學已十分熟悉。但對於訓練班班職
員而言則要「從做中學習」，有點兒像「摸著石頭過河」。訓練班就如「真人騷」，不
能「NG」，因此大家對於首次出鏡都感到既擔心又興奮。
　　要維持教學質素必須掌握
信息及熟習各項電腦技術應
用，幸好有經驗豐富的班職員
出謀獻策，把訓練場地變成直
播室。各主講者均施展渾身解
數，透過螢幕把訓練內容教授
予學員。

第 1439 屆領袖初級訓練班
班領導人　任淑儀
　　全面網上授課的訓練班帶來了新嘗試、新挑
戰及新體會。要靈活地在網上授課，跟學員保持
互動，讓課節不至沉悶，要花不少心思。教學手
法及各種軟件和技術的運用，如講者的背景和燈
光設定均需關注。此外，還要掌握學員管理，保
持學員的集中力。
　　講者們成為「KOL」也需要調整心態，鏡頭
前的小錯誤十分顯然而見，必須多加綵排，避免
失誤。幸而我們一班勇於挑戰及敢於創新的團隊
事事都能多走幾步，最終順利完成是次挑戰。

部
動

資料提供：訓練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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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新 網 頁
總會於 7 月底推出新網頁，換上簡潔的設計，功能亦比

以往多元化，以下會簡單介紹新網頁的特色。 響應式網頁設計
　　現時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普及，新
網頁採用響應式設計。在不同解析度下
改變網頁頁面的布局排版，讓不同的設
備也可以正常瀏覽同一網頁，提供最佳
呈現效果，減少使用者進行縮放、平移
和捲動等操作。

無障礙設計
　　新網頁採用無障礙設計，讓殘疾人士透過輔助設備，如閱讀機和點
字顯示器等，把網頁資訊「讀」出來或用點字式顯示，輕易「瀏覽」網頁
提供的童軍資訊。無障礙網頁的製作方式較一般網頁複雜，所有網頁
元素，如圖片及表單等需符合特定規範。新網頁減少使用快速動態影像
等媒體效果，採用簡潔的版面設計，以減低輕度視覺障礙者閱讀時的不
便。無障礙設計有助建立一個關懷和包容的社會，確保童軍資訊傳達到
最廣泛的受眾，包括殘疾人士，提升網頁實用性。

增加互動
　　在媒體及其他部分，網頁加入總會 YouTube 頻道及
Facebook 專頁，亦加入童軍歌及圖庫，方便成員或領袖
下載使用，增加互動元素。

從使用者角度出發
　　有別於舊網頁，新網頁的介面設計及內容分類均從使
用者角度出發，主頁選項主要分為童軍單位、青少年成員
及成年成員三部分，成員可以按照所需，瀏覽相關的資訊。
此外，在通告及表格部分加入搜索引擎及對象分類，使用
者可以輕鬆搜尋到與自己有關的通告及表格。通告介面亦
顯示各個活動 / 訓練班的報名截止日期，方便成員查閱。

總
態
部

動



攝 影 進 階 篇  
景 深 與 透 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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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田南第 43 旅童軍團長　 盧施予

「攝影師眼裏的真實就是他們照片所表現的那些東西。」– Fred Picker

　　景深可以控制畫面主體及背景環境的清晰度。構圖時，我們常運用景深虛化背景，可以利用長
焦距、大光圈或縮短拍攝距離營造出淺景深的效果。今期先介紹景深的原理及拍攝方法，下期會介
紹如何獲取最大與最小的景深。大家可以同時參閱攝影專欄「基礎篇—光圈」及「進階篇—鏡頭
與焦距」，提升攝影技能。

景深的原理
　　景深是指相機對焦點前後相對清晰的成像範圍。在光學中，尤其是錄影或攝影，景深代表在空
間內可以清楚成像的範圍。雖然透鏡只能把光聚到一個固定距離，當光線遠離此點，影像就會逐漸
模糊，但是在特定距離內，肉眼不會分別出影像模糊，這段距離稱之為景深。在固定的光圈值中，
當焦點設在超焦距處時，景深會從超焦距的一半延伸到無限遠，即為最大景深。

光圈 (4) 對景深以及模糊圈的影響：
． 焦點 2 可以在像平面 5 成像，但

其他距離的焦點 (1 和 3)，只能投
影出朦糊的影像，因為它的點大
於模糊圈。

． 控制光圈的大小可以改變不在焦
點上的模糊點，讓模糊的影像變
得難以察覺，變成都在景深內。

控制景深
　　只要控制拍攝時的光圈大小、鏡
頭的焦距及相機與被攝對象的距離，就
可以拍攝出不同效果的景深。除了在
近距離拍攝的情況，只要增加放大率，
不論靠近拍攝物或使用長焦距的鏡頭，
都會縮短景深的距離，反之亦然。以下
會介紹景深與三個因素的關係：

． 光圈的大小：光圈越大（光圈數值
 越 小 ）， 景 深 越 淺； 光 圈 越 小
 （光圈數值越大），景深越深。
． 鏡頭的焦距：焦距越長，景深越淺；

焦距越短，景深越深。
． 拍攝距離：相機與拍攝對象距離

越近，景深越淺；相機與拍攝對
象景深越遠， 景深越深。

前景及後景對焦拍攝
　　取景器中的畫面分為前景和後
景。前景是離相機最近的部分；後景
是鏡頭中位於主體後方或靠近後方的
人或物。

　　前景對焦拍攝時，可把前景作為
畫面的主體突出，反之亦然。當畫面
背景非常雜亂時，便可對前景對焦拍
攝，使背景虛化，改善構圖畫面。

　　後景對焦拍攝時，後景便會成
為拍攝主體，後景以外的部分都會
虛化。虛實對比強烈的照片可令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一般而言，拍攝時都
會要求焦點清晰，清楚呈現主體，但
把部分景物焦點虛化也是拍攝手法之
一。 

攝 影 師 特 意 把 觀 眾
背 面 放 在 焦 點 外，
越 過 前 景， 對 後 方
人 像 對 焦， 令 前 景
變成陪襯。

採用淺景深「選擇性

聚焦」，將環境虛化，

突出主體，讓相片「有

虛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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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舵手

1.	打開「Geocaching」應用程式後，挑選
區域搜索Geocache。

2.	點擊地圖上的寶藏圖案，留意寶藏困
難度及地勢度，可點選“Description”
查看寶藏介紹及點選“Hint”查看提示。

3.	仔細搜索各個可能的藏寶點，切忌大
動作引起途人（muggles）注意，令寶
藏被破壞。

如何尋找 Geocache ?
上期介紹過幾款“Geocaching”的手提電話應用程式，今期教大家如何利用官方程式尋找寶藏

（Geocache）。

尋寶紀錄上的「暗語」
  網上紀錄不時會出現一些不明所以的用語簡寫，以下介紹其中幾個較常出現的用字：

暗語	 意思
GZ	(Ground	Zero)	 收藏寶藏的地方
TFTC(Thanks	for	the	Cache)	 謝謝寶主的寶藏
TNLNSL		 沒有拿走或放下寶物，
(Took	Nothing	/Left	Nothing	/	Signed	Log)	 並已簽署紀錄紙
FTF	(First	to	Find)	 第一個找到寶藏的人
STF	(Second	to	Find)	 第二個找到寶藏的人

其他「暗語」可到以下網址查閱：
https://www.geocaching.com/about/glossary.aspx

Muggles
  源於《哈利波特》，意
思是沒有魔法的普通人，
因此尋寶者一般會在尋寶
時稱途人為“Muggles”，
避免引起他們的注意。

當你找到寶藏 :
•	在紀錄紙上寫上姓名及日期，然後把寶
藏放回原處；如果寶藏內有寶物，可依
性質用小物品交換；如果是可追蹤寶物
（Trackable），就可以選擇取走寶物，
並於網上登記，把寶物移到下一個藏寶
點。

•	在寶藏頁面按“Log”後點選“Found”
並留言登記，你亦可以在登記時上傳相
片。

當你找不到寶藏 :
•	利用訊息功能向寶藏主人（Cache	Owner）或曾
找到寶藏的人求助，亦可在主頁面的“Activity	
Log”看看其他人留下的訊息找出線索。

•	如果仍然找不到寶藏，可到寶藏頁面按“Log”
後點選“DNF”（Did	Not	Find）登記，並留下有
用訊息，協助寶藏主人了解情況。假如連續有多
個“DNF”紀錄，主人便要前往查看了解，看看
寶藏是否已經消失，如果寶藏消失了便要補回新
的寶藏。

  由於基本會員在程式只能看到困難度及 /或地勢度低於 2.0 的傳統寶藏，所以大家可以利用瀏覽器於官網了解寶藏
資訊再前往尋寶，甚至搭配兩者使用。大家快去尋找你的第一個寶藏吧！

  Happy	Caching ！

          Geocaching



《小飛俠阿童木》（鉄腕アトム）是日本漫畫家手塚治蟲的首部長篇連載漫
畫。主角阿童木早於 1951 年出現在另一部漫畫中，於 1952 年成為

獨立作品，展開連載。1960 年，《小飛俠阿童木》製成電視黑白動畫，廣受歡迎，
風靡全球。後來於 1980 年代推出彩色動畫，並於 2009 年推出 3D 電腦動畫電影，
可說是經典長青作品。

卡 通 童 軍

小飛俠阿童木
文：舵手

阿童木的含意
  阿童木是一個機械人，為了人類的福祉多次拯救地球，挑戰邪惡勢力。日文名字“アトム”
是英文“Atom”的音譯，有「原子」的意思，因此有國家把作品譯作「原子小金鋼」或以日語直
譯為「鉄臂阿童木」。而英文譯名為“Astro	Boy”。

童軍造型紀念品
  2015年，「第23屆世界童軍大露營」在日本舉行，大會推出不少漫畫角色的童軍造型紀念品，
包括一款印有阿童木戴著領巾並穿起了制服在營地上空飛行的 T-shirt。可惜大會並沒有推出相
關紀念章，希望日本童軍會未來可與阿童木再次合作，推出更多童軍造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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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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路，摘自八極拳中「蟒蛇纏身」一式，簡化後可分
為衝捶及掖打兩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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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蟒蛇纏身

第二路：蟒蛇纏身（衝捶及掖打）
動作可自起式開始，或從第一路之三回身繼續：
1. 左腳往前踏出，左膝曲，右腿直立成「弓箭步」，同時

左拳齊胸推出。
2. 右腳往前踏出成「騎馬步」，同時向前打出右拳，左拳

拉到腹前。
3. 重心移至左腳，右腳尖微微離地，同時向前打出左拳，

右拳拉到腰側。
4. 右腳再往前踏出成「騎馬步」，同時右拳向前打橫掃出，

左拳架在額前。
5. 演示第二次後，可以把步驟一至三左右對調重複，並在

完成單數次數後接收式結束。

第二路：衝捶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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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刊總編輯 吳偉強

新界東地域名譽會長鄺啟濤參與童軍運動超過 63 年，於 2012 年獲總會頒發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以誌他多年來對童軍運動的貢獻。

服務童軍多年    始於總部小狼輔助團
  1956 年，鄺前輩加入「總部小狼輔助團」，協助新成
立的小狼隊 ( 即現時幼童軍支部 ) 運作。回想起當年活動時，
看到小孩子的笑臉和小狼隊活動走上軌道的喜悅，令他感受
到服務的樂趣和滿足。

  鄺前輩於 1975 至 1979 年間曾擔任洞梓童軍中心的總
營主任，是他最難忘的事工。中心前身是政府建設船灣淡水
湖時的員工辦公室和宿舍，工程完結後，政府於 1972 年把
該地贈予總會。由於洞梓曾是工地，滿佈雜草，地質也很粗
糙，總會花了很大財力和心力才把土地平整好，建設了不少
先鋒工程設施，吸引成員採用。

  鄺前輩長期服務新界地域，退休前曾任新界地域副地域
總監。他多次提及童軍是一個大家庭，雖然大家職稱不同，
但參與童軍運動時總會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不論個人有多
大本領，也不及感染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加入童軍大家庭更有
意義。

大家可以掃瞄 QR Code 連結到總會
YouTube 頻道看訪談片段。

投 身 童 軍 運 動 逾 半 世 紀
鄺啟濤分享感染眾人加入童軍的經驗

「向我們的前輩致敬」專欄暫此告一段落，編輯組將
繼續聯絡各長期服務四星及五星獎章獲獎者，分享他
們推動童軍運動的故事。

家長是童軍運動的重要資產
  鄺前輩曾是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的校長，在他
帶領下，該校的大埔北第 12 旅擴展至五個支部，30 年來
從未衰落。鄺前輩坦言該旅的發展全頼家長的積極支持，
大埔區內的家長不少是家庭主婦，關注子女的成長，部分
更樂於參加木章訓練，取得木章的比例甚至高於教師，是
發展童軍運動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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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片及資料來源 : 奇美子繪本日記
	 	   		Outdoorgate	solutions

Canoe 和 Kayak
  獨木舟基本分為Canoe和Kayak兩大類。Canoe指加拿大式獨木舟（Canadian	
Canoe，亦稱 C艇），類似古時的獨木舟，都是開放式，而且槳只有一邊有槳板。
香港常見的獨木舟則是 Kayak，原型是愛斯基摩人利用獸皮包裹獸骨而成。其
“Close-deck”（身體坐在船內）的密封式設計可阻止海水進入船艙，槳兩端都有槳
板。現時，Canoe 一詞普遍已概括Canoe	和 Kayak	兩個種類的獨木舟。

  乘 風 破 浪
香 港 獨 木 舟 運 動 的 發 展

文：舵手

獨木舟源於石器時代，可說是歷史最悠久的海上交通工具之一。古時的
人將大型樹幹挖空造成小艇，利用樹枝作槳，用以渡河、捕魚和運輸。

時至今日，獨木舟演變成康樂運動，如：獨木舟旅程、獨木舟水球及獨木舟
定向等。

幼童軍獨木舟活動徽章

童軍支部與獨木舟相關的專科徽章

香港獨木舟運動
  根據香港獨木舟總會網頁記載，香港獨木舟運動起源自 1950 年
代，由當時駐港英軍引入，所用的器材均以木或帆布製造，直至 1960
年後才有纖維艇出現。經過多年發展，獨木舟運動漸漸普及，更成為
奧林匹克運動會項目之一。過往曾有海童軍入選香港代表隊，出戰亞
運及奧運。

  獨木舟細小靈巧且易於控制，可以到達一些其他船艇不容易到達
之處，連小孩也可以輕鬆上手。香港獨木舟總會設有海馬、海豹及海
象等課程給 8歲至 11 歲的小童；幼童軍支部設立三級制的獨木舟活動
徽章；童軍支部成員則有五個與獨木舟相關的專科徽章可以考取，成
員們只要考獲不同程度的獨木舟證書，便可直接獲簽發對等的獨木舟
章。深資童軍可以用獨木舟完成活動段章及金帶的體育技能部份，也
可以以獨木舟建造來完成個人興趣部分。

  現時只要考獲香港獨木舟總會三星證書及符合人數最低要求，便
可在童軍總會及康文署的各個海上活動中心自行租借獨木舟，並在限
定區域內泛舟。不過如果要去其他區域，成員就要努力考取更高級的
證書了。



I T 專欄
提高公共Wi-Fi 安全意識

資料來源：
《 注 意 Wi-Fi 數 據 傳 送 的 保 安 問 題 》https://www.ofca.gov.hk/mobile/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alerts/
internet_wifi/beware/index.html

延伸閱讀：
《有關 WiFi 安全話咁易》http://www.safewifi.hk/aboutus.html

Wi-Fi ( 無線網絡）已經成為
大眾在工作和學習，甚至是

生活上的必需品。許多公眾地方如
辦公室、學校及商場等均會提供免
費 Wi-Fi，大家可以隨時隨地使用
物聯網如智能電話和平板電腦等，
連接 Wi-Fi 和互聯網。

文：月刊記者   曾永昌

使用公共 Wi-Fi 時須注意的事項
大家在使用公共 Wi-Fi 時，需保護好個人資料和私隱，做好以下預防措施：
‧不應連接來歷不明或未有任何安全設置的 Wi-Fi 無線網路或無線接入點
‧使用加密技術連接 Wi-Fi 熱點，例如 WPA 或 WPA2 等高加密標準；
‧避免進行網上購物或網上銀行等金錢交易活動；
‧核實入門網站的證書以分辨網站的真偽；
‧使用會將網頁資料加密傳送的「https」網頁；
‧為電腦及手機安裝防火牆、防間諜程式和防毒軟件，並定時更新修補程式。

  最後提提大家如非上網，外出時應關掉電子產品的連線功能，包括 Wi-Fi 及藍芽功能等，否則損失的不僅是
個人財物，個人資料更有機會被不法分子截取利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人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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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林煒雄
於 9 月 1 日早上仙遊，享年 69 歲。林前輩早

年於普照中學任教，為人和善，深得學生愛戴，
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受他影響參加童軍活動。林前
輩熱愛打籃球，考取了國際籃球裁判資格，在籃
球比賽中經常看到他吹哨的身影。及後，他轉往
珠海書院（現稱珠海學院）主理學生事務直至退
休。

悼念
前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林煒雄
Paul LAM Wai-hung 
1951-2020

文：李少佳

先後出任多個童軍職守
  1969 年，林前輩參加總會舉辦的「第 10 屆見習領袖
訓練班」，其後擔任多屆「見習領袖訓練班」班領導人。
1971 年，他擔任「香港童軍鑽禧大露營」營地日報記者；
1975 年，獲升任為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總監。1976 年，
東九龍地域成立時獲邀出任地域領袖訓練員，及後升任為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見習領袖訓練），亦曾擔任東九龍第

288 旅童軍團團長。1985 年獲委任為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並於 1994 年升任為助理地域總監，先後主理訓練及青少
年活動；2009 年升任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他於
2010 年起成為總會訓練班探訪評核隊隊員；並在 2015 年
成為童軍技能評審計劃的營火領袖教練。

  童軍運動對林前輩而言極其重要，他一直於活動及訓
練班中盡心盡力，經常參與策劃、職員邀請、分配工作及
出席活動等，活動結束後亦會協助總結和檢討。林前輩於
訓練班中經常會接觸到新領袖，對於他們提出的各種疑問，
不論是有關學校、童軍區、學術或技能，他都會耐心地講
解和分享各種解決方法，這份親和力令大家不禁稱呼他作

「林教授」。林前輩亦會不時邀請童軍成員的家庭一同聚會，
這樣可平衡家庭及童軍的生活，使家人支持其工餘時間進
行童軍活動。他的無私付出和貢獻於 2013 年獲總會頒授
銅獅勳章嘉許。

無私奉獻　令人敬佩
  林前輩常願意無條件協助他人，他經常深夜回校協助
學生或處理其他問題；一旦答應出席活動或訓練班便絕不
會缺席，所以在訓練班中經常收到學員對他的讚賞，學員
均會積極參與他所舉辦的活動或訓練班，十分受尊重。林
前輩生前亦長期參與捐血計劃，他的家人亦尊重他的遺願，
把遺體捐出作醫學研究及把眼角膜捐贈予有需要的人，做
福他人，其大愛精神值得尊重。

  林前輩為人謙和慈祥，服務童軍運動 51 年，培育了
不少學生及成員。他的離世對童軍運動及教育界實在是鉅
大損失，我們十分敬佩他的無私奉獻，我們謹向其家人致
以深切的慰問，並沉痛哀悼我們永遠尊敬的童軍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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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通 告

特殊貢獻星章徽扣
朱俊豪	 港島地域副會長	 26.08.2020

特殊貢獻徽章徽扣
勞　鑑	 東九龍地域名譽會長	 09.09.2020

吳彩華	 東九龍地域會長	 09.09.2020

香港總監感謝章
陳福文	 新界東地域副主席	 24.08.2020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邱琼安	 南葵涌區專章秘書	 24.08.2020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黎培榮	 童軍知友社執行委員會委員	 26.08.2020

蔡偉傑	 青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8.08.2020

朱偉昇	 大埔北第五旅童軍團長	 28.08.2020

長期服務獎章
孔維釗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	 24.08.2020

潘翼翔	 南葵涌區副會長	 24.08.2020

陳志傑	 南葵涌區副區總監	 24.08.2020

楊芷維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24.08.2020

劉震奮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4.08.2020

鄺嘉偉	 九龍第一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08.2020

林偉邦	 九龍第一三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6.08.2020

郭安愉	 九龍第一三八旅教練員	 26.08.2020

魏敏芝	 青衣第二十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8.08.2020

總監委任書
青少年活動署
鄧宇軒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活動支援）	 01.09.2020

香港訓練隊
李寶琼	 領袖訓練主任	 01.09.2020

李榮光	 領袖訓練主任	 01.09.2020

黃兆佳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9.2020

港島地域
莫穎民	 筲箕灣區區總監	 01.09.2020

新界地域
梁子健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01.09.2020

新界東地域
羅志聲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行政）	 01.09.2020

總監委任書註銷
香港訓練隊
林煒雄	 領袖訓練主任	 02.09.2020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蘇俊龍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8.2020

地域領袖
李海權	 新界地域	 15.08.2020

陳仕傑	 新界地域	 15.08.2020

助理地域領袖
李樂姸	 港島地域	 15.08.2020

樂行童軍區長
潘光力	 九龍城區	 01.09.2020

區領袖 District Scouter
Herve	LIEVORE	 15.07.2020

	 銀禧區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鄭禎宇	 九龍城區	 01.09.2020

旅長
黃慶光	 九龍第十七旅	 15.08.2020

陳慧姸	 新界第一○五九旅	 15.08.2020

周凱令	 十八鄉第十六旅	 15.08.2020

樂行童軍團長
林怡昌	 北葵涌第二旅	 15.08.2020

深資童軍副團長
林思雅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8.2020

童軍團長 Scout Leader
關偉文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8.2020

KWAN	Wai-man	Raymond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黃伯強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15.08.2020

幼童軍團長
趙家欣	 新界第一六○一旅	 15.08.2020

幼童軍副團長
梁燕靈	 北葵涌第一旅	 15.08.2020

尹寶珊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15.08.2020

鍾威庭	 新界第一七五三旅	 15.09.2020

小童軍團長
林兆龍	 大埔北第五十四旅	 01.08.2020

小童軍副團長
黃清霞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08.2020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劉國基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8.2020

助理總部領袖
鄭霆鈞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01.09.2020

區領袖 District Scouter
Patrick	BROUSSEAU	 15.07.2020

	 銀禧區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楊小媚	 九龍城區	 01.09.2020

旅長
周劼穎	 大埔北第九旅	 01.09.2020

楊永亮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09.2020

副旅長
田偉洛	 荃灣第十二旅	 01.09.2020

葉佩鈺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15.09.2020

深資童軍副團長
馬文標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15.08.2020

伍婷婷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15.08.2020

童軍團長
李樂熙	 港島第八十二旅	 15.08.2020

葉梓聰	 九龍第十七旅	 15.08.2020

梁洛軒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15.08.2020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Jed	Oliver	KAPLAN	 01.08.2020	

	 港島第三十六旅 (銀禧區 )

	 　36th	Hong	Kong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潘美齡	 新界第一八一一旅	 15.08.2020

邱錦源	 新界第一○五九旅	 15.08.2020

郭希文	 港島第一○一旅	 15.09.2020

陳欣彤	 港島第二五五旅	 15.09.2020

林尚禧	 港島第二五五旅	 15.09.2020

鄧錦賢	 九龍第十二旅	 15.09.2020

幼童軍團長
莫潔珊	 沙田西第十一旅	 01.08.2020

張婉菁	 十八鄉第十六旅	 15.08.2020

何慶余	 荃灣第十五旅	 15.08.2020

黎文星	 新界第一三九四旅	 15.08.2020

張嘉寶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09.2020

幼童軍副團長
陸嘉芬	 港島第二四五旅	 15.08.2020

張美詩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15.08.2020

林沛欣	 東九龍第二三三旅	 15.08.2020

陳思雅	 離島第九旅	 15.08.2020

張耀玉	 元朗西第二十八旅	 15.08.2020

冼偉健	 元朗西第二十八旅	 15.08.2020

陳嘉韻	 新界第一四七三旅	 15.08.2020

陳藝海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15.08.2020

黃可琪	 新界第一七○○旅	 15.08.2020

李蘭芬	 雙魚第二十八旅	 15.09.2020

王志暉	 雙魚第二十八旅	 15.09.2020

小童軍團長
林雪琼	 大嶼山第十六旅	 15.08.2020

丘晶晶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15.09.2020

黎頴怡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09.2020

楊文俊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15.09.2020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Kathy	BREWIN	 01.08.2020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Rebecca	LEI	 01.08.2020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余俊傑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銀禧區 )	 01.08.2020

YU	Chun-kit	Eric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麥青儀	 九龍第五十一旅	 15.08.2020

余安宜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15.09.2020

何美璉	 雙魚第二十八旅	 15.09.2020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劉奕航	 九龍第一六四八旅	 01.09.2020

旅團註銷
九龍第一七○五旅	 01.06.2020

	（油麻地居民權益關注會）	



2020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

上午 11 時  香港童軍中心

同步網上直播

Sunday, 6 December 2020

11:00 am  Hong Kong Scout Centre 

Live Webcast

網上一同參與覆誓環節
香港童軍日將會有覆誓環節，你可以於直播期間同步參與覆誓，參與成員可獲得紀念章一枚，詳情請
留意稍後通告。

招募童軍宣誓短片
如果想你的宣誓短片有機會在童軍日覆誓環節中播放，請即穿起制服，拍攝一段宣讀所屬支部誓詞的
短片，於 11 月 21 日前電郵至 pr@scout.org.hk。參與成員可獲得紀念章一枚。
查詢：2957 6366（公共關係署）

Hong Kong Scout Day 2020
香港童軍日 2020


	HKS438_cover
	1-13
	14-19
	20-21
	22-23
	24-25
	26-27
	p28-29
	HKS438_backc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