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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親愛的童軍們：

　　如果你們曾經看過「小飛俠」的話，你們會記得那個鐵鉤船長因害怕自己會死去而經常準備他的
遺言，當死亡來臨到他身上時，他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講出心中所有的說話。這情形和我差不多，
所以，雖然我現在不是在離別的那一刻，但我仍會預備一份在那一日向你們說再現和告別的說話。

　　記著，這是你們最後一次可聽到我的說話了，所以請仔細想一想吧。我擁有了最開心愉快的生活，
我也希望你們每一位都是這樣。

　　我相信神將我們安置在這個愉快的世上是要我們開心和享受生活。開心並非由富有帶來的，也不
是單單事業成功又或者放縱的生活可帶來的。向開心跨出一步就是要在你是一個男孩子時讓自己生活
得健康和保持身體的強壯，那麼到你成長後你就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而你也可享受你的人生了。

　　觀察大自然會向你們顯現出神創造這個充滿了美麗和奇妙東西的世界去讓我們去享受。要滿足你
所擁有的和好好地運用它。凡事不要看灰暗的一面，而是看它光明的一面。

　　但得到開心的真正方法是要將開心送給其他人。試一試讓這個世界和你周圍的東西變得比你來臨
時更好一點點，那當你走到人生盡頭時，你可以感覺到你並沒有浪費你的時間而且你也已經做到最好
了，那時你就可以開心地離開了。隨時“準備”自己，要生活得開心和離開得開心──要謹守你們的
童軍誓詞 – 就算你已不再是一個男孩子──神會幫助你去做的。

你們的朋友

貝登堡

A final message from the Founder
Dear Scouts,
If you have ever seen the play "Peter Pan" you will remember how 
the pirate chief was always making his dying speech because he 
was afraid that possibly when the time came for him to die he 
might not have time to get it off his chest. It is much the same with 
me, and so, although I am not at this moment dying, I shall be 
doing so one of these days and I want to send you a parting word 
of good-bye.
Remember, it is the last you will hear from me, so think it over.
I have had a most happy life and I want each one of you to have as 
happy a life too.
I believe that God put us in this jolly world to be happy and enjoy 
life. Happiness doesn't come from being rich, nor merely from being successful in your career, nor 
by self-indulgence. One step towards happiness is to make yourself healthy and strong while you a 
boy, so that you can be useful and so can enjoy life when you are a man.
Nature study will show you how full of beautiful and wonderful things God has made the world for 
you to enjoy. Be contented with what you have got and make the best of it.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ings instead of the gloomy one.
But the real way to get happiness is by giving out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Try to leave this world 
a little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 and when your turn comes to die, you can die happy in feeling that 
at any rate you have not wasted your time but have done your best. "Be Prepared" in this way, to 
live happy and to die happy-stick to your Scout Promise always-even after you have ceased to be a 
boy-and God help you to it.

Your friend,

P.S.
Found among Baden-Powell's papers after his death, January 8th,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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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童軍運動

目的
旨在促進青少年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使能成為良好公民，有助於社會。

方法
在成年人引導下，以童軍規律與誓詞為本，給予歡愉而富吸引力之有進度性
訓練，以達成本會目的。

童軍銘言
「準備」－童軍成員在任何時間均保持準備狀態，以處理任何事情。

我們的抱負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志願團體，致力培育青少年的工作，造福社會。

我們的使命
我們致力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促進
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 。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確信在培訓青少年工作上，最重要的是：

˙ 青少年要有認識自我的能力，才會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 成年人要為青少年樹立良好的榜樣；

˙ 待人接物，要持平公正；及瞭解別人，有助促進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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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成立與區界

沙田北區童軍運動的發展

沙田是新界東部一個極具規模的現代化新巿鎮，人口達60萬。

自從1979 年起，政府大力發展馬鞍山，成為沙田新市鎮的擴

展部分，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馬鞍山位處沙田的東北面，近望

吐露港，遠眺大帽山，風景秀麗。隨著馬鞍山的急速發展，社

區面貌出現了明顯的轉變。由昔日一個古樸的山海小村已發展

成設施齊備的新巿鎮，人口超過18萬。現時區內高樓林立，

交通四通八達，隨著馬鞍山鐵路於2004年底竣工，馬鞍山的

交通可望更加發達，社區發展更為蓬勃。與昔日的面貌迥然不

同。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鑑於整個新界東部的新市鎮發展開展

了新界東地域擴展區會計劃，並於2003年4月1日成立了香港

童軍總會沙田北區，沙田北區位於沙田東北隅的馬鞍山新市

鎮。

本區區界

「新界東地域擴展區會計劃」於2003年4月1日完成。區界重

新劃定，成立沙田東、南、西、北四區。

選取區名稱時，曾考慮以景點作區內命名（例如：馬鞍山、大

老山、石門、道風山、望夫山、萬佛寺、車公廟等），但由於

沙田覆蓋範圍大，區內多個地方皆有其著名景點，除馬鞍山較

具有代表性外，其他任何一景點皆會標榜某一地方，未能充份

代表整個分區範圍。

經考慮區幹部及旅團的意見，決定保留「沙田」之名稱，再配

以方向命名，此可確保區名稱之意思中立，亦為地區人士普遍

接受。

擴展後，沙田北區轄下範圍包括恒安邨、耀安邨、頌安邨、欣

安邨、錦泰苑、馬鞍山巿中心、錦英苑、利安邨、烏溪沙等，

區內人口超過20萬（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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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童軍徽：象徵事事以童軍精神為先

綠色雙峰山：象徵沙田北區地標馬鞍山

雙色樓宇群：象徵本區為一個以住宅區為主的社區

區章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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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初毅然接任沙田北區區總監一職，對我來說，無疑是一項艱

巨的任務。幸得區務委員會、區內童軍旅及區幹部的支持，沙田北區的

發展步伐穩步向前。

首任區總監黃江啟先生及第二任區總監陳萬傑先生均為經驗豐富的領

袖，亦為領袖訓練主任，在兩位總監的帶領下，沙田北區已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就任至今，在帶領區務發展工作上，我謹以孔子做人處事智慧：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行事。就著提高沙田北區童軍旅的整體參與度，與區幹部

籌謀對策，計劃如何推動區內童軍旅活動，遇事不專斷，不任性，可行則行；推行地域、

區會活動，行事要靈活，不死板，凡事不以“我”為中心，不自以為是，務必考慮童軍

旅領袖和童軍成員的需要，共同創建沙田北區會。

童軍運動多姿多彩，設有不同進度獎章給予青少年人定立目標，挑戰自己。因此領袖便

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除了教導基本所需知識外，亦要循循善誘，使其成為良好的公民。

回想一位幼童軍，非常頑皮，事事愛出風頭，對我們的教導總唱反調；多年後，從國外

學成歸來，特意相約見面，細說當年搗蛋行徑，並直言領袖當年出發點是希望他們能走

適當路向，不多走冤枉路，浪費寶貴的時間。現在他明白了，社會上又多了一位良好公

民！

童軍運動是教育工作，在培育的過程中，我們務必「以身作則」，不論穿起童軍制服與

否，我們所作的行為，所講的每一言每一語，對童軍成員的影響，都甚為重要。童軍們

以我們為榜樣，他們尤如複印機一樣，模仿我們的態度和行為！

過去沙田北區會得以順暢運作，除了多得旅團領袖協助外，實在要感謝會長葉乃煖先生、

主席袁國輝先生及區務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及支援。

沙田北區在馬鞍山新市鎮的迅速發展，對童軍運動有著極佳的發展空間，因此我們需要

更努力創造健全的區會，以面對更多十年的挑戰！

『沙北十載見成長、鞍山童運創高峰』

區總監 張俊平

區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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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區總監感言

今年欣逢是沙田北區十周年的紀念日子，在張俊平總監領導下，得一班

熱心的委員支持，特別袁國輝主席十年來鼎力支持，身體力行；輔以全

體區幹部的努力，區務蓬勃。創區的我，深感欣慰。

十年前創區，由零開始，本人得袁國輝主席（當年青年會書院校長）的

支持及各幹部的無私奉獻，努力耕耘下，區朝向穩定發展；至第二任區

總監陳萬傑先生接任時，有一定的資產。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馬鞍山仍有發展的潛力，區內青少年需培育，期望在張總監領導

下，繼續與各領袖肩負重任，為培育青少年發展正確和健康的生活，造福社會。

祝沙田北區區務精益求精，綻放未來，創建更優質的青少年服務。

黃江啟

2003-2006 年度區總監

沙田北區是一個十分優厚的童軍區

在沙田北區內，你會發現一班熱情的區幹部，他們在現任區總監帶領

下，展現出無比的耐心及勇氣，培育沙田北區的青少年成員，並由熱心

的葉會長及袁校長領導區務委員會支援區會的工作，雖然今天沙田北區

還沒有一個永久的會址，但區幹部人員都能盡所能，把工作完成。

今天是沙田北區十周年，區內已經培養不少年青的領袖，由他們接棒，

發揮創意打造一個新世紀的沙田北區童軍會。

還記得在沙田北區的活動中，在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沙田北區六周年「童」心邁

向繽紛六周年同樂日。對象以小童軍、幼童軍、童軍及家長為主。形式以攤位、小手工、

營地定向、先鋒工程、營火會及燒烤，印象難忘。

在此祝沙田北區童軍區會，更光更熱，邁向下一個十年、二十年…。

陳萬傑

2006-2010 年度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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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 張俊平

副區總監（行政） 麥偉光

副區總監（訓練） 張健浩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李冠山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劉迅軍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林國威

區長（幼童軍） 文麗儀

區長（童軍） 王偉明

區領袖

黃家豪
黃家良
許國威
劉家豪
陳天慧
陳宣穎
湯惠蓉
許月美
勞珮雯

Chan Virginia Crystal

2013-2014年度沙田北區幹部名單

區總監
張俊平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麥偉光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
張健浩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林國威先生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劉迅軍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李冠山先生

區長（幼童軍）
文麗儀女士

區長（童軍）
王偉明先生

區領袖
黃家豪先生

區領袖
劉家豪先生

區領袖
許國威先生

區領袖
黃家良先生

區領袖
陳天慧女士

區領袖
陳宣穎女士

區領袖
湯惠蓉女士

區領袖
Chan Virginia Crystal

區領袖
勞珮雯女士

區領袖
許月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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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名譽會長

何麗嫦太平紳士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何厚祥先生, BBS, MH 沙田區議會主席

鍾麗端女士 廉政公署新界東首席廉政教育主任

何永銓博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沙田）

李就勝先生 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

會長 葉乃煖先生

委員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女士

彭慧玲女士

李淑蘭女士

羅棣萱女士

黃淑玲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劉偉康先生

陳兆培先生

文志華先生

吳劍文先生

曾新華先生

譚啟雄先生

副會長

葉兆廣先生

劉宇斌先生

葉友郁先生

主席 袁國輝先生

副主席

陸詠儀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袁國章先生

張永德醫生

秘書 陳振發先生

司庫 黃偉新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陳美莉女士

義務核數師 劉士雄先生

主席 袁國輝先生

委員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女士

彭慧玲女士

李淑蘭女士

羅棣萱女士

黃淑玲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劉偉康先生

陳兆培先生

文志華先生

吳劍文先生

曾新華先生

譚啟雄先生

副主席

陸詠儀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袁國章先生

張永德醫生

地域總監 黃耀榮先生

副地域總監 徐小龍先生

區總監 張俊平先生

秘書 陳振發先生

司庫 黃偉新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麥偉光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 張健浩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李冠山先生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劉迅軍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林國威先生

2013至2014年度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名單

2013至2014年度沙田北區執行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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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袁國輝先生

副主席
陸詠儀女士

副主席
譚文智先生

副主席
張永德醫生

副主席
袁國章先生

副主席
李小康先生

名譽會長
何麗嫦太平紳士

名譽會長
何厚祥先生 , BBS, MH

名譽會長
鍾麗端女士

會長
葉乃煖先生

司庫
黃偉新先生

秘書
陳振發先生

委員
陳淑賢校長

委員
陳美娟校長

副會長
葉兆廣先生

副會長
劉宇斌先生

副會長
葉友郁先生

名譽會長
何永銓博士

名譽會長
李就勝先生

委員
曾永康博士

委員
黃淑玲女士

委員
梁笑梨女士

委員
彭慧玲女士

委員
李淑蘭女士

委員
羅棣萱女士

委員
何世孝先生

委員
劉偉康先生

委員
陳兆培先生

委員
文志華先生

委員
曾新華先生

委員
吳劍文先生

委員
譚啟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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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名譽會長
陳鈞儀先生
譚貫枝先生
歐競青先生

陳鈞儀先生
譚貫枝先生
歐競青先生

陳鈞儀先生
衛沛華先生
歐競青先生

陳鈞儀先生
衛沛華先生
歐競青先生

黎志華先生
李就勝先生

會長 譚　權先生 梁世華先生 梁世華先生 雷庭蓀先生 雷庭蓀先生

副會長
徐燦傑先生
陳泓機先生

徐燦傑先生
陳泓機先生

陳泓機先生
陳志育先生

陳志育先生

主席 梁世華先生 譚萬剛先生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副主席
楊玉麟先生
譚萬剛先生

袁國輝先生
楊玉麟先生

黃家強先生
梁達富先生

彭慧玲女士
梁達富先生

彭慧玲女士

秘書 張文琪女士 鍾士禮先生 鍾士禮先生

司庫 仇小敏女士 黃耀勤先生 黃耀勤先生 翁澤文先生 翁澤文先生

區總監 黃江啟先生 黃江啟先生 黃江啟先生 陳萬傑先生 陳萬傑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義務核數師 黃家強先生 黃家強先生 張健寶先生 張健寶先生 張健寶先生

委員

吳淑貞女士

袁國輝先生

吳信昌先生

李勝財先生

陳應坤先生

洪文煒先生

吳淑貞女士

李麗芬女士

仇小敏女士

吳信昌先生

李勝財先生

李志良先生

陳志育先生

吳淑貞女士

李麗芬女士

鍾士禮先生

李志良先生

崔志強先生

梁偉基先生

羅謙恩先生

吳淑貞女士

黃江啟先生

何世孝先生

崔志強先生

梁偉基先生

羅謙恩先生

吳淑貞女士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校長

葉乃煖先生

葉兆廣先生

李小康先生

何世孝先生

崔志強先生

梁偉基先生

羅謙恩先生

曾永康校長

2003-2013年度歷任區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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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名譽會長
黎志華先生
李就勝先生

杜彭慧儀女士
李就勝先生

杜彭慧儀女士
李就勝先生

杜彭慧儀女士
韋國洪先生
李就勝先生

杜彭慧儀女士
李就勝先生

會長 孫國華先生 葉乃煖先生 葉乃煖先生 葉乃煖先生 葉乃煖先生

副會長 葉兆廣先生
葉兆廣先生
劉宇斌先生
葉友郁先生

葉兆廣先生
劉宇斌先生
葉友郁先生

葉兆廣先生
劉宇斌先生
葉友郁先生

主席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袁國輝先生

副主席 彭慧玲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陸詠儀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袁國章先生

陸詠儀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袁國章先生
張永德醫生

陸詠儀女士
譚文智先生
李小康先生
袁國章先生
張永德醫生

秘書 陳振發先生 陳振發先生 陳振發先生 陳振發先生 陳振發先生

司庫 翁澤文先生 黃偉新先生 黃偉新先生 黃偉新先生 黃偉新先生

區總監 陳萬傑先生 張俊平先生 張俊平先生 張俊平先生 張俊平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陳美莉女士 陳美莉女士 陳美莉女士 陳美莉女士

義務核數師 劉士雄先生 劉士雄先生 劉士雄先生 劉士雄先生

委員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葉乃煖先生

葉兆廣先生

李小康先生

曾永康博士

譚文智先生

黃偉新先生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校長

彭慧玲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翁澤文先生

馬尚任先生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校長

彭慧玲女士

黃淑玲女士

羅棣萱女士

程佩英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鄺新權先生

劉偉康先生

馬尚任先生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女士

彭慧玲女士

黃淑玲女士

羅棣萱女士

李淑蘭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劉振鴻校長

劉偉康先生

陳兆培先生

陳美娟校長

陳淑賢校長

梁笑梨女士

彭慧玲女士

黃淑玲女士

羅棣萱女士

李淑蘭女士

曾永康博士

何世孝先生

劉振鴻校長

劉偉康先生

陳兆培先生

吳錦偉先生

吳劍文先生

文志華先生

主席及區總監區務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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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副區總監（行政） 何世孝 何世孝 何世孝 何世孝 黃家豪 黃家豪

副區總監（訓練） 崔志強 崔志強 崔志強 張國良 張國良 張國良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朱偉玲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磊明 陳磊明 陳磊明 陳磊明 陳磊明 陳磊明

助理區總監（童軍） 衛彥勳 衛彥勳 衛彥勳 衛彥勳 衛彥勳 衛彥勳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區長（小童軍） 朱偉玲 朱偉玲 朱偉玲 朱偉玲 朱偉玲

區長（幼童軍） 梁家明 梁家明 梁家明 曾莒樂
曾莒樂

黃家良

曾莒樂

李冠山

區長（童軍）
何世孝

張顯祖
陳國璋

陳國璋

盧俊傑

陳國璋

盧俊傑

黃家良

區長（深資童軍） 朱永灝 朱永灝 朱永灝

區長（樂行童軍） 張永寧

專章秘書 黃家豪

區領袖

張連有

徐華培

張連有

徐華培

何紹泉

潘宇平

霍詠賢

鍾敬祥

徐華培

何紹泉

潘宇平

霍詠賢

林婉清

徐華培

盧文森

梁志偉

黃家良

林婉清

陸焥棋

徐華培

盧文森

梁志偉

陸焥棋

梁志輝

梁文敬

龍家浚

盧文森

梁志偉

梁志輝

梁文敬

張俊平

鄧振鵬

謝尚偉

麥偉光

陳宣穎

陸焥棋

助理區領袖

黃美清

蔡麗筠

葉仙花

黃美清 黃美清 黃美清

黃美清

鄧順喜

周祖耀

鄧順喜

周祖耀

2003-2013年度歷任區幹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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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副區總監（行政）
黃家豪

張俊平

衛彥勳

麥偉光
麥偉光 麥偉光 麥偉光

副區總監（訓練） 鄭永晶 鄭永晶 張健浩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李冠山 李冠山 李冠山 李冠山

助理區總監（童軍） 衛彥勳 黃家良 黃家良 劉迅軍（署理）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林國威 林國威

區長（小童軍）

區長（幼童軍） 李冠山 文麗儀 文麗儀

區長（童軍）
盧俊傑

黃家良

盧俊傑

陳宣穎
陳宣穎 王偉明 王偉明

區長（深資童軍） 鄧振鵬 鄧振鵬

區長（樂行童軍） 張永寧 張永寧

專章秘書

區領袖

鄧振鵬

梁志偉

麥偉光

陳宣穎

陸焥棋

黃家豪

李秉國

許國威

林國威

陳天慧

陸焥棋

Chan Virginia Crystal

黃家豪

許國威

林國威

甘鎮豪

陳天慧

文麗儀

Chan Virginia Crystal

黃家豪

黃家良

許國威

劉家豪

張思健

陳天慧

陳宣穎

Chan Virginia Crystal
湯惠蓉

許月美

勞珮雯

黃家豪

黃家良

許國威

劉家豪

陳天慧

陳宣穎

Chan Virginia Crystal
湯惠蓉

許月美

勞珮雯

助理區領袖
湯惠蓉

譚婉儀

2003-2013年度歷任區幹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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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 年度 長期服務獎章 朱永灝先生 深資童軍區長

2004-2005 年度

功績榮譽獎章 崔志強先生 沙田北區副區總監

優異服務獎章
梁家明先生 沙田北區幼童軍區長

朱偉玲女士 沙田北區小童軍區長

優良服務獎章 曾莒樂先生 沙田北第 40 旅小童軍團長

感謝狀
孔雁萍女士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陳磊明先生之夫人

趙潔儀女士 沙田北區童軍區長張顯祖先生之夫人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張顯祖先生 沙田北第 34 旅幼童軍團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吳信昌先生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陳萬傑先生 沙田北區區總監

2006-2007 年度

優異服務獎章
黃家豪先生 沙田北區副區總監

陳磊明先生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優良服務獎章
衛彥勳先生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黃家良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長期服務獎章 張永寧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旅長

2007-2008 年度

優良服務獎

陸素華女士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副團長

李文輝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長

陳冠豪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副團長

麥偉光先生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梁家明先生 沙田北第 34 幼童軍副團

感謝狀 梁少輝先生 署理助理區總監 ( 小童軍 ) 朱偉玲女士之丈夫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袁國輝先生 沙田北區主席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陳淑賢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優異服務獎章 李秉國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旅長

優良服務獎章

袁國輝先生 沙田北區主席

李冠山先生 沙田北區幼童軍區長

鍾震宇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副旅長

陳宣穎女士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胡善為博士 新界東第 1298 旅旅長

2009-2010 年度

優良服務獎章

陳淑賢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陳鳳儀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劉文傑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樂行童軍團長

彭子風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張俊平先生 署理沙田北區總監

衛彥勳先生 沙田北區副區總監

張鎮強先生 沙田北第 17 旅幼童軍副團長

黃家豪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歷年童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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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年度

長期服務獎章 陳美玲女士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長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袁國輝先生  沙田北區主席

2011-2012 年度

優良服務獎章 丘偉杰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副團長

感謝狀 張俊平夫人 沙田北區區總監張俊平先生之夫人

長期服務獎章

陳淑賢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林國威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2012-2013 年度

功績榮譽獎章 張俊平先生 沙田北區區總監

優異服務獎章

麥偉光先生 沙田北區副區總監

林國威先生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 ( 深資童軍 )

優良服務獎章

許國威先生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長

張永寧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旅長

李嘉雯女士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副團長

陳玉芬女士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長

張　揚先生 新界東第 1298 旅旅長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何惠芳女士 新界東第 1170 旅幼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陳玉芬女士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長

張思健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葉乃煖先生 沙田北區會長

葉兆廣先生 沙田北區副會長

李小康先生 沙田北區副主席

梁笑梨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陳美娟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年度

香港總監嘉許 張俊平先生 沙田北區區總監

特殊貢獻徽章 葉兆廣先生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優異服務獎章

李冠山先生 沙田北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宣穎女士 沙田北區區領袖

優良服務獎章

文麗儀女士 沙田北區幼童軍區長

湯惠蓉女士 沙田北區區領袖

張　燕女士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副團長

葉采珊女士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副團長

朱文謙先生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譚文智先生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副主席

黃偉新先生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司庫

李淑蘭女士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歷年童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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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 年度
童軍支部 湯忠偉先生 新界東第 1192 旅童軍副團長

幼童軍支部 陳冠豪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5-2006 年度 童軍支部 彭子風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團長

2006-2007 年度 幼童軍支部
李文輝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長

李冠山先生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7-2008 年度

幼童軍支部 陸素華女士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副團長

童軍支部

盧文森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梁文敬先生 沙田北區區領袖

張益民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團長

陳君頤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副團長

周家純先生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副團長

2008-2009 年度

童軍支部

陸焥棋女士 沙田北區區領袖

朱庭謙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副團長

謝尚偉先生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長

盧俊傑先生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副團長

麥翰龍先生 新界東第 1298 旅童軍團長

龍家浚先生 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副團長

幼童軍支部 鍾震宇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副團長

樂行童軍支部 郭嘉謙先生 新界東第 1493 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009-2010 年度
童軍支部

劉文傑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樂行童軍團長

丘偉杰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副團長

旅長 / 總監 鄧振鵬先生 沙田北第 11 旅旅長

2010-2011 年度
                        
                        

童軍支部
林山瑜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李嘉雯女士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副團長

深資童軍支部 湯惠蓉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深資童軍團長

旅長 / 總監

李秉國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旅長

文麗儀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張廣源先生 沙田北第 5 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張慧儀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張永寧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旅長

2011-2012 年度

小童軍支部 廖燕麗女士 新界東第 1512 旅小童軍副團長

幼童軍支部

葉采姍女士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副團長

朱文謙先生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副團長

陳宣穎女士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長

2012-2013 年度
旅長 / 總監 黃偉新先生 沙田北區司庫

幼童軍支部 李文匯先生 沙田北第 10 旅幼童軍副團長

2013-2014 年度 童軍支部
許國威先生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長

張　燕女士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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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 年度

總領袖獎章 新界東第 1192 旅 陸嘉欣 文玉茵 甘漫盈 鄧泳恩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6 旅
陳毅軒 鄭詠枝 林庭安 李家明 李晞彤 李煒然  

吳芷瑜 曾奇塱

沙田北第 34 旅 劉綺玲 羅慧欣 王曉敏

新界東第 1209 旅 鮑彥均 許嘉穎 李海儀

新界東第 1214 旅 張健恩 傅　浚 麥卓熙 伍君而 曾博凱 楊駿杰

2005-2006 年度

榮譽童軍獎章
沙田北第 11 旅 周家純

新界東第 1512 旅 龍家俊 梁文敬 杜顯程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5 旅 楊博皓 郭晉熹

沙田北第 16 旅 賀天璇 陶嘉熙 羅詠湘 楊霆廷 鄭安怡

沙田北第 19 旅 植雁謙 劉芷晞 鄧慧瑜

沙田北第 34 旅 梁冠禧 黃桂敏

新界東第 1209 旅 吳帥成 張芍而 陳詠瑜 蔡允珩

新界東第 1214 旅

李沛鈞 張景豪 呂瑞峰 陳溢朗 黃展韜 鄭超鳴

葛晉庭 黃梓麒 黃冠陞 陳重安 鄭梓峰 梁諾維

鍾學熙 李俊熙 徐子軒 李偉麟 林節清 郭晁霖

2006-2007 年度

榮譽童軍獎章 沙田北第 19 旅 丘偉杰

總領袖獎章 新界東第 1192 旅 鄭殷榆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5 旅 陳曉欣 張家駿 葉浩俊 曾俊杰

沙田北第 19 旅 杜家裕

新界東第 1209 旅 朱曼盈 趙梓晧 姜柏臣

2007-2008 年度

榮譽童軍獎章 沙田北第 19 旅 蔡瑋聲 李嘉雯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1 旅 黃翠兒

沙田北第 19 旅 李嘉頌

沙田北第 42 旅 黎浩然

新界東第 1192 旅 方嘉櫻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5 旅 覃梓衡 盧彥希 

沙田北第 16 旅 鍾采殷 羅沅湘 李家銘 吳梓進 楊威爾 邱凱瑤

沙田北第 19 旅 甘碧妍 吳穎欣 黃卓然 陳文鑾 丘偉軒

新界東第 1209 旅 鄭璟燊 李建儀 羅皓晴 陳碧瑩

新界東第 1214 旅

胡　軒 王正君 余卓希 羅灝駿 周旨呈 周烱熙

魏　朗 馮博文 吳韋淙 黃梓朗 黃民浩 麥雋靈

林卓軒 陳樂穎 蔡浩旻 區望峰 周雋人 梁智健

蕭揚庭 蔣先康 楊梓豐 彭栢盛

2008-2009 年度

榮譽童軍獎章 新界東第 1512 旅 黃君兒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1 旅 何展峰

新界東第 1209 旅 陳樂婷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5 旅 陳凱欣 陳美慧 陳德智 李卓濤 李思穎 余芷彤

新界東第 1209 旅 李浩鋒 卓曉詩 孔曉峰 鄺智樂 吳焯熙

2009-2010 年度

總領袖獎章 新界東第 1209 旅 黃舒婷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9 旅 吳嘉希

新界東第 1209 旅 王宇軒 謝樂瑤 陳子淇

新界東第 1214 旅

梁閏添 吳旻駿 何宇軒 薛綾豐 張梓樂 丘瑞文

郭頌謙 陳衍惺 石恒熙 曹哲銘 何啟睿 吳鈞洛

吳睿勤 林蔚琛 潘友維 楊俊廷 張家榮 江浩泓

高浤瀚 李竣浩 許　晴 禤俊嘉 容卓軒

新界東第 1512 旅 朱家樑 林永津 彭敬然

歷年童軍支部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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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年度

貝登堡獎章 新界東第 1493 旅 周家純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9 旅 鍾文豪        朱子賢 劉芷晞 杜家裕

新界東第 1209 旅 蔡允珩

新界東第 1298 旅 胡卓穎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 旅 梁碩煊 梁雋謙 陳芷羚 謝栢匡 王銘謙

沙田北第 5 旅 曾浚榕 余芷琦 何翠欣 李倬菱 張家逸

沙田北第 19 旅
李嘉豪 江顯朗 朱芷晴 馬明俊 鍾文輝

梅雪澄 蘇芷君 李慧琳

新界東第 1512 旅 李　皓 倪嘉俊 施曉曦

2011-2012 年度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9 旅 吳穎欣 丘偉軒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 旅 楊凱晴 鄭可盈 葉上熙 蔡學霖 楊景帆

沙田北第 5 旅

何卓穎 陳彧杰 李思諾 簡希桐 龍玥融 巫杏盈

樊齊言 劉晞澄 葉子桁 林朗儀 羅珮穎 李嘉朗

盧詠霖 陳漢華

沙田北第 19 旅
楊卓銘 單駿傑 陸子俊 戴煒綸 姚嘉棋 陳漢豪

朱海鵬 潘銘耀 劉治鋒

新界東第 1209 旅 袁文騫 鄭芷茵 林雋然 鄭諾熙 謝昊弘

新界東第 1214 旅

陳頌銘 譚文軒 羅梓軒 馮愷綽 黃梓恒 曾諾謙

劉俊耀 黃俊杰 劉晉圖 馮正康 黃朗翹 何君聖

梁紹輝 薛喬峰 李兆庭 張家瑋 張家耀 陳朗軒

梁皓然 王文誠

麥浩陽 簡俊軒 明智毅 何敬禧

新界東第 1512 旅 劉浩鑑 黃希諾 劉殷彤 駱芷琪 陳官昊 邵紫南

2012-2013 年度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1 旅 羅沅湘

新界東第 1209 旅 劉曉敏 毛竣申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 旅
潘穎希 蔡富之 鄭頴琳 胡依玲 馮芷欣

梁錦榮 陳煥婷 黎曦璟 袁天朗 李傲賢

沙田北第 5 旅 簡泳桐 黃可詠 郭日朗 江沛衡 郭俊軒

沙田北第 10 旅 黃施恩 李子芊

新界東第 1512 旅 梁御封 劉柏成

2013-2014 年度

榮譽童軍獎章 新界東第 1209 旅 陳樂婷

總領袖獎章

沙田北第 1 旅 梁嘉軒

沙田北第 5 旅 李思穎

新界東第 1512 旅 胡卓慧

金紫荊獎章

沙田北第 1 旅 梁雋熙 馮芷鏸 謝祉匡      

沙田北第 5 旅 彭學俊 黎穎沂 羅悅綾

沙田北第 19 旅 馮雋軒 廖承業 劉曉陽 嚴淇諾

新界東第 1512 旅
胡穎騫 孫韶鋆 徐穎妍 張俊逸 張蔚俊 廖駿祺

蔡灝德

歷年童軍支部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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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 年度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92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10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10 旅幼童軍團

2005-2006 年度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2006-2007 年度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區支部首名）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區支部首名）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27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2007-2008 年度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優異旅團獎勵 最佳發展旅團獎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優異旅團獎勵 卓越旅獎 沙田北第 19 旅 新界東第 1209 旅

2008-2009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沙田北區支部首名旅團

幼童軍支部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童軍支部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卓越旅獎 沙田北第 19 旅

2009-2010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沙田北區支部首名旅團
童軍支部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卓越旅獎 沙田北第 19 旅

2010-2011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2011-2012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

2012-2013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團

連續 3 年或以上獲取優異旅團 
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連續 5 年或以上獲取優異旅團 
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連續 10 年或以上獲取優異旅團 
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2013-2014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小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0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北第 22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3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7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9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團

連續 3 年或以上獲取優異旅團 
獎勵之童軍旅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

連續 5 年或以上獲取優異旅團 
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

歷年優異旅團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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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05-2006 年度

沙田北第 19 旅 聖公會馬鞍山 ( 南 )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東第 1114 旅 新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界東第 1170 旅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新界東第 1192 旅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2006-2007 年度

沙田北第 22 旅 曾璧山中學

沙田北第 23 旅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沙田北第 24 旅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沙田北第 39 旅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新界東第 1209 旅 馬鞍山雅景臺業主立案法團

新界東第 1210 旅 潮州會館中學

新界東第 1214 旅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新界東第 1298 旅 德信中學

2007-2008 年度

沙田北第 40 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沙田北第 42 旅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新界東第 1410 旅 錦英苑 ( 二期 ) 業主立案法團

2008-2009 年度

沙田北第 5 旅 沙田健青體育會有限公司

沙田北第 6 旅 馬鞍山靈糧小學

新界東第 1498 旅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2009-2010 年度

沙田北第 1 旅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沙田北第 10 旅 馬鞍山信義學校

沙田北第 11 旅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院

沙田北第 15 旅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沙田北第 16 旅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沙田北第 17 旅 保良局雨川小學

沙田北第 44 旅 高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海柏花園

2010-2011 年度

沙田北第 19 旅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 ( 南 )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

新界東第 1114 旅 新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界東第 1170 旅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新界東第 1192 旅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2011-2012 年度

沙田北第 22 旅 曾璧山中學

沙田北第 39 旅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新界東第 1209 旅 馬鞍山雅景臺業主立案法團

新界東第 1210 旅 潮州會館中學

新界東第 1214 旅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新界東第 1298 旅 德信中學

2012-2013 年度

沙田北第 40 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沙田北第 42 旅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新界東第 1658 旅 保良局─樂逍遙之友

2013-2014 年度
沙田北第 5 旅 沙田健青體育會有限公司

沙田北第 6 旅 馬鞍山靈糧小學

歷年主辦機構表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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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2005-2006 年度

新界東地域步行籌款2005

沙田北區最傑出個人籌款獎 冼康澄女士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冠軍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亞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季軍 新界東第 1192 旅童軍團

2006-2007 年度

新界東地域步行籌款2006

沙田北區最傑出個人籌款獎 袁國輝先生 沙田北區主席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亞軍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 季軍 沙田北第 11 旅童軍團

2007-2008 年度

領袖嘉許計劃

地域總監嘉許狀 陳萬傑先生 沙田北區區總監

銀章 董健莉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長

銅章 董健愉女士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長

2008-2009 年度

新界東地域「承先啟後」 
步行籌款

最傑出個人籌款獎青少年組
（各支部成員）

亞軍
徐文傑 
新界東第 1298 旅童軍團

旅團優異籌款獎 新界東第 1298 旅童軍團

領袖嘉許計劃

地域總監嘉許狀 李文輝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長

地域總監嘉許狀 陳冠豪先生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副團長

地域總監嘉許狀 胡善為博士 新界東第 1298 旅旅長

銅章 潘振雄先生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長

2009-2010 年度

「同心童行邁向十周年」2009 步行籌款 旅團優異籌款獎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歷年新界東地域步行籌款及地域總監嘉許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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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08-2009 年度

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亞軍 沙田北第 19 旅

季軍 新界東第 1298 旅

2009-2010 年度

幼童軍營火袍設計比賽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陳嘉盈

亞軍 沙田北第 39 旅 高偉龍

季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謝樂瑤

2010-2011 年度

幼童軍主席盃比賽 2010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亞軍 沙田北第 5 旅

季軍 沙田北第 19 旅

親子定向同樂日

小童軍親子組 冠軍 沙田北第 5 旅 張凱琪

幼童軍親子組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許詠泰

亞軍 沙田北第 5 旅 張曉峰

季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伍柏鴻

幼童軍個人組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黃君彥

亞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陳嘉盈

季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袁文騫

2011-2012 年度

城市定向比賽
幼童軍組

冠軍 沙田北第 1 旅

亞軍 新界東第 1512 旅

季軍 沙田北第 1 旅

童軍組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2012-2013 年度

幼童軍五人足球賽 冠軍 沙田北第 19 旅

三人籃球比賽

冠軍 沙田北第 19 旅

亞軍 新界東第 1298 旅

季軍 新界東第 1298 旅

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冠軍 新界東第 1209 旅

亞軍 沙田北第 19 旅

季軍 沙田北第 1 旅

2013-2014 年度

十周年填色及設計比賽 

小童軍組

冠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羅俊傑

亞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董諾文

季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陳名浩

幼童軍組

冠軍 沙田北區 10 旅 周志沖

亞軍 沙田北區 10 旅 蘇嘉雯

季軍 沙田北區 10 旅 梁境文

沙田北區支部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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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參觀益力多廠

參觀消防滅火輪

幼童軍領導才訓練班

參觀豆品廠

2003-2005

第一屆幼小童軍度假營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36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幼童軍小隊長訓練班

幼童軍探險章訓練班

幼童軍露營章訓練班

童軍大會操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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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聯旅暑假露營

幼童軍箭藝活動日幼童軍遠足日

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童軍探險章訓練班

幼童軍急救章訓練班

新東禁毒開展禮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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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澳門交流團

沙北童賀新東十周年嘉年華

大埔北三人籃球賽

沙北童軍親子定向同樂日

百周年大露營

小隊先鋒工作坊

童軍周年聚餐 2010

新界東童軍十周年龍舟邀請賽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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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新春團拜燒烤

幼童軍救傷章訓練班

金紫荊箭藝考驗日

城市定向比賽

幼童軍金紫荊考驗日

區就職典禮暨嘉年華

童軍百周年晚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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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新東新春團拜盆菜宴

幼童軍度假營及金紫荊考驗營

童軍大會操 2012

幼童軍維護世界自然章訓練班

沙北童軍推廣及招募日

童軍周年晚宴 2012

幼童軍五人足球比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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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新界東地域新春團拜

三人籃球賽

沙田學生大使 2013

童軍龍舟錦標賽 2013

幼童軍維護自然世界專章訓練班

2013-14 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禮暨晚宴

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新春團拜燒烤樂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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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區會及各支部活動與訓練相片

童軍周年聯歡 2013 幼童軍原野烹飪

第 342 屆童軍領導才訓練班

馬鞍山杜鵑花種植日 2014

幼童軍體適能章考驗日

匯豐水足印定向 2014

新東地域新春盆菜宴

2013-2014



43

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紀念章設計人：沙田北第一旅童軍團長 許國威先生

沙田北區過往活動紀念章如下：

沙田北區歷年活動紀念章

2009年4月19日－「童」心邁向繽紛六周年同樂日

2010年7月4日－沙北童賀新東十周年嘉年華

2012年5月6日－善行童樂嘉年華

2010年1月23-24日－澳門文化交流之旅

2011年5月22日－「香港童軍百載˙樂分享」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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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旅號 主辦單位 類別
支部團數

小 幼 童 深 樂

1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公開團 1 1

5 沙田健青體育會有限公司 公開團 1 1 1 1

6 馬鞍山靈糧小學 團體 1

10 馬鞍山信義學校 團體 1

1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院 團體 1 1

15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團體 1

16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團體 1

17 保良局雨川小學 團體 1

19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

公開團 1 1 1

22 曾璧山中學 團體 1

39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團體 1

40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團體 1

42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團體 1

1114 新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團體 1

1170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團體 1

1192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團體 1

1209 馬鞍山雅景臺業主立案法團 團體 1 1 1 1

1210 潮州會館中學 團體 1

1214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團體 2

1298 德信中學 團體 1 1

1493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會務委員會 公開團 1

1512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會務委員會 公開團 1 1

1658 保良局─樂逍遙之友 團體 1

1739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公開團 1

174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團體 1

總數 2 17 12 5 2

沙田北區童軍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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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本區旅團介紹

沙田北第 1 旅

本旅簡介

沙田北第 1 旅的主辦機構為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屬

於公開旅團，設有幼童軍及童軍兩個支部。

本旅成立目的是要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促進青少年德、智、體、

群、美五育的發展。除一般集會外，本旅團亦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遠足、

參觀、露營、服務、聯旅活動等，目的是讓團員於活動中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精神，

並可增進其技能知識，讓童軍們的生活更多姿多采！

『幼童軍』

在幼童軍 5 位領袖領導下，旅團 28 位幼童軍生活多姿多采，透過野外活動、認識社

區、嘉年華會等歡愉的活動，一起從遊戲及小組中學習童軍及生活技能，關懷及幫

助別人，培養責任感，發展潛能和創造力，以促進 7 歲半至 12 歲之少年身心及精神

之陶冶與啟發，貫徹整個童軍運動年限的連續性訓練計劃，達到幼童軍支部的宗旨。

參加資格： 7-1/2 － 12 歲之中心會員，男女均可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5:30 － 7:00PM，公眾假期除外

『童軍』

童軍訓練採取小隊制度形式，配合歡愉富吸引力而有價值之有進度性的訓練，引導 11 至 16 歲之成員按部就班地從

戶外群體活動與訓練中一同策劃、學習和經歷，鍛鍊領導才能，並確認及表揚一起實踐的成果，以促進這個階段之少

年人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以貫徹整個童軍運動連續性訓練，達成童軍支部訓練之目的。童軍支部現由兩位領袖帶

領，團員共 23 人。

參加資格：11 － 16 歲之中心會員，男女均可

集會時間：逢星期日上午 10:00-12:30，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及報名

如欲報名或查詢，歡迎致電 2642 1555 或醫貓到 stn1@cyshnit.net 與『王姑娘』/『Yu Madam』聯絡。

沙田北第 5 旅

主辦機構：沙田健青體育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 年 9 月 1 日

支　　部： 小童軍團（5 至 8 歲）

 幼童軍團（7 歲半至 12 歲）

 童軍團（11 至 16 歲）

 深資童軍團（15 至 21 歲）

集會日期： 逢星期日

集會時間： 小童軍團－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30 分

 幼童軍團－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1 時 30 分

 童 軍 團－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

集會地點：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馬鞍山錦英苑）

Facebook 專頁： 沙田北區第五旅

幼童軍團宣誓禮大合照

2013-14 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暨十周年晚宴 金紫荊箭藝考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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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第 10 旅

主辦機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由沙田第 61 旅到沙田東第 10 旅 ( 下午校 ) 及第 12 旅 ( 上午校 )，再到現在

沙田北第 10 旅，本旅團經歷了二十五年的歲月，一路見證童軍會的成長。 

現時本旅只設幼童軍支部一團，人數維持在每學年 24 人左右。本旅雖不是

規模龐大的旅團，但團員都熱心參與活動和服務。在團員畢業後，本旅會薦

其至本區之公開旅童軍團，以貫徹整個童軍運動年限的連續性訓練計劃。 

本旅將繼續秉承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辦學宗旨「提供優質全人教育，服務社

會，見證基督」，去陪育團員身心及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使之能成為良好公

民，有助於社會。

2014 年度宣誓禮全旅合照 參觀新界東地域總部

11 公里遠足後與副香港總監吳亞明先生合照

本區旅團介紹

沙田北第 6 旅

主辦機構：馬鞍山靈糧小學

成立年份：1993 年 12 月 1 日

支　　部：幼童軍團

團　　長：李肇禮老師

副 團 長：區偉成老師

集會時間：逢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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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第 11 旅

主辦機構：青年會書院

成立年份：1978 年 8 月 9 日

支　　部：童軍團

成員人數：領袖 5 位，童軍成員 8 位

集會時間：星期六，上午 10 時

旅團簡介：

沙田北十一旅成立至今超過 30 年，我們致力為青少年提供一個

歡愉的成長空間。透過集會，童軍可學習團隊精神及領導技巧。

沙田北第 16 旅

主辦機構：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成立年份：1990 年 4 月 1 日

支　　部：幼童軍團

團　　長：陸素華老師

集會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3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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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第 19 旅

主辦機構：香港聖公會轄下馬鞍山 ( 南 )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成　　立：於 1990 年

支　　部：幼童軍團、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

成員人數：共約有五十多人

領袖人數：共有十多名

集會日期：逢星期六

集會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

本旅成立致今一直以香港童軍總會所訂下的目的為主體，希望利用

童軍運動為社會培育更多品格優良的青少年。

本區旅團介紹

沙田北第 17 旅

主辦機構：保良局雨川小學

成立年份：1990 年 12 月

支　　部：幼童軍團

領　　袖：姜美玲老師，陳淑儀老師

集會時間：星期二，下午 3 時 20 分至 4 時 30 分

旅團背景：

十七旅幼童軍團在 1990 年 12 月成立，當時隸

屬沙田第 67 旅。後來新界地域進行重組，本

旅便改為沙田東第 17 旅，只招募三至六年級

男幼童軍。在 2000-2001 年度，本校轉為一

所全日制小學，改名為保良局雨川小學，本

旅亦改為沙田北第 17 旅。

《愛宣揚》童軍推廣日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暨嘉年華

幼童軍五人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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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第 22 旅

主辦機構：曾璧山中學

成立年份：1992 年 3 月 1 日

支　　部：童軍團

團　　長：沈祖德老師

集會時間：逢星期三，下午 4 時 15 分至 6 時正

沙田北第 40 旅

主辦機構：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成立年份：1997 年 6 月 1 日

支　　部：幼童軍團

領　　袖：梁美玲女士

集會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2 時 45 分至 3 時 30 分

本區旅團介紹

沙田北第 39 旅

主辦機構：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成立年份：1996 年

集會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2 時 35 分至 3 時 30 分

支　　部：幼童軍團

旅　　長：陳淑賢校長

團　　長：關國威老師

副 團 長：翁德隆老師

成員人數：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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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第 42 旅

主辦機構：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成立年份：1997 年

支　　部：童軍團

集會時間：逢星期二

童軍旅簡介：

本校童軍團分成六小隊，每隊大約六人。集會時間

約兩小時。集會活動包括步操訓練，繩結以及野外

求生技能等等。我們透過參與各有益身心活動，使

每一位童軍成員都有足夠的自我訓練機會，培養良

好的品格，成為關心社區、服務社會的良好公民。

除此之外，成員童軍在各項活動中，可以擴闊視

野、認識自己、培養獨立個性、挑戰困難以及發揮

團隊精神，既充實而又有意義，讓德、智、體、群、

美五育得到均衡及全面的發展。

本區旅團介紹

新界東第 1114 旅

主辦機構：新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成　　立：2000 年 5 月 1 日

支　　部：幼童軍團

領　　袖：沈和強先生、朱惠芳女士、林青女士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新界東第 1170 旅
新界東第 1170 旅，乃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學校旅團，創立於 2000 年，

隸屬於新界東地域。本童軍旅設有幼童軍支部，旨在為校內小四至小六學生

提供課堂以外的制服團隊訓練。除一般團集會外，本團更定期舉辦戶外活

動，以配合不同年齡的小朋友及青少年的需要。

學生透過參與各項童軍遊戲和訓練，從而學習情緒管理、加強溝通技巧，以

及建立團隊精神；致使學生成為具有自理能力，亦能享受群體生活，以至懂

得關愛社會的青少年。

旅團資料︰

旅　　長︰劉凱芝校長

團　　長︰何惠芳老師

副 團 長︰徐詠芝主任 及 蘇婷老師

成員人數︰ 33 人

集會日期：逢星期五

集會時間︰下午 2:45 至 下午 4:00

集會地點︰本校一樓多用途空間及操場

2013-2014 年度幼童軍立願禮

山頂警察博物館參觀及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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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第 1209 旅
2001 年，馬鞍山雅景臺業主立案法團註冊成立童軍旅，由法團委員鮑國煒先生

擔任旅長，開辦小童軍和幼童軍支部，由四位業主擔任領袖；我們從沒有童軍經

驗中開始，每走一步，經驗就從實踐中得來。

2004 年，開辦童軍支部，小童軍支部終止運作。

2010 年，開辦深資童軍支部。

2014 年，開辦樂行童軍支部，幼童軍支部暫停運作。

集會日期：逢星期五

集會時間：晚上八時至十時

集會地點：住客會所綜藝室

網　　頁：http://group.scout.org.hk/stn1209/
我們現有三個支部：

　幼童軍支部：3 位領袖

　童軍支部：1 位領袖，3 個小隊，14 位成員

　深資童軍支部：2 位領袖，7 位成員

　樂行童軍支部：1 位領袖，1 位成員

新界東第 1192 旅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成　　　立：2001 年 2 月 1 日

旅　　　長：周厚峰校長

童軍副團長：鍾永盛老師

集 會 日 期：逢星期五

集 會 時 間︰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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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第 1214 旅

主辦機構：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成　　立：2002 年 10 月

支　　部：幼童軍 A，B 團

宗　　旨：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的訓練和活動，促進青少年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的發展。

旅　　長：陳錦輝校長

A 團領袖：陳玉芬老師（團長），陳思懿老師，呂慧華老師，黃焯琪老師

B 團領袖：符文麗老師（團長），曾麗怡老師，張明怡老師，吳晴菲老師

新界東第 1298 旅

主辦機構：德信中學

成　　立：2000 年

支　　部：童軍團，深資童軍團（2010 年成立）

宗　　旨：通過有系統的紀律訓練，加強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成為良好公民。

旅　　長：陳錦輝校長

領　　袖：由學校老師及畢業生擔任

成員人數：超過 60 人

音樂農莊旅行

沙田北區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黃石碼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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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第 1658 旅

主辦機構：保良局消遙之友

成　　立：2007 年 9 月 1 日

支　　部：特能童軍團

旅　　長：馮潔燕女士

團　　長：阮詩敏女士

集會時間：逢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新界東第 1493 旅

主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

成　　立：2004 年 1 月 15 日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正

支　　部：樂行童軍團

旅　　長：江偉漢先生

副 團 長：梁偉碩先生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就職典禮暨嘉年華

新界東第 1512 旅

主辦機構：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

成　　立：2004 年 4 月

支　　部：幼童軍團和童軍團

成員人數：40 人

集會日期：逢星期五

集會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

集會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本旅積極安排童軍成員完成支部最高進度徽章，

並鼓勵和支持參加區會、地域和總會活動，增進

交流，經驗學習。並參加各支部技能比賽，目的

寓賽於操，提昇成員之間技能和合作性。

雨中行軍 @ 大灘郊遊徑

全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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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第 1749 旅

主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成　　立：2013 年 10 月 1 日

支　　部：小童軍團

成員人數：24 人

集會日期：逢星期三

集會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

集會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新界東第 1749 旅感言與展望

由策劃到籌備大約半年的時間，感謝各童軍領袖和總監的協助，在他們的帶領下，使我們對童軍活動有更深的認識和

了解。在小童軍的集會中，透過老師設計的多元化遊戲和活動，令小朋友從活動中學習到更多課堂以外的知識，亦能

透過不同活動中的合作，發揮出團體精神。而每次集會中，都能感受小朋友興奮雀躍的心情，而且能全情投入於小童

軍的集會中，這是我們成立小童軍團隊所期望的。我們期望小童軍於日後的活動中，能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關心社

會，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能做到童軍「日行一善」的理念，達到我們小童軍的口號「小童軍，向前進 !」。

本區旅團介紹

新界東第 1739 旅

主辦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成　　立：2012 年 10 月 1 日

支　　部：幼童軍團

旅　　長：陳慧敏女士

團　　長：麥百勝先生

集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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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十年

沙北十年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沙田北第 19 旅已邁進二十四週年，
記得當初本旅成立時只有幼童軍團，在領袖們的帶領下，
我們後來發展了童軍支部，並在數年前深資童軍支部也成
立起來。隨後的數年中，本旅各支部不但多次在總會、區
會所舉辦的活動獲取佳績，更先後連續多年獲得優異旅團
和卓越旅團的殊榮。並在各個支部的努力下，我們亦培育
了多名成員，完成支部中的最高獎章。

在 19 旅的發展中，區會擔當了一個不能取代的地位。剛巧
沙田北區區會亦已成立了十年。在這十個年頭，沙北區會
協助我們旅團走上了優良的發展道路。區會主辦和協辦的
訓練和活動不單培訓了我們的成員，而且擴闊了我們的眼
界。近年來，總會的發展，不但政策有改變，而活動和培
訓轉變更大。幸好在區會的協助、鼓勵和支持下，使到本
旅不單得以順利發展及成長，更令本旅取得很多寶貴的經
驗。

在往後的日子，本旅會繼續積極參與和支持區會、地域和
總會的各式活動，讓我們的成員從學習和交流中培養良好
品格，發掘自身更多的才能。同時希望區會能繼續發揮橋
樑和引導的功能，協助本旅及本區各童軍旅的發展和成長，
更快達致總會所訂下的目標，培育更多的優異童軍和良好
公民。

最後，祝願沙田北區區會會務發展蒸蒸日上。

沙田北第 19 旅

沙北十年
轉眼間，沙田北區區會已成立了十個年頭，亦適逢本童軍
旅成立二十週年。馬鞍山這十年間迅速發展，人民生活的
轉變，童軍活動發展也遇上了挑戰。感謝區會十年間支持
和協助我們童軍旅發展，「童軍相處如手足」，區會陪伴
我們渡過不少艱難時刻。

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培育青年成員秉承童軍精神，成為有
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為社會作
出貢獻。

祝 沙田北區區會會務蒸蒸日上  馬鞍山「童」樂無窮

沙田北第 5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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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十年

我的童軍生活
在四年級的時候，我決定參加幼童軍，現在
已經十二歲了，將要升上童軍團了，回想起
在幼童軍的歲月，令我感慨不已。還記得剛
加入幼童軍這個大家庭的時候，有一個比我
大一點的姐姐跟我一起加入，不過一會兒後，
她便退出了。有一段時間，只有我一個女孩
子，渴望了一段長長的時間，終於有幾位女
新成員加入了，直到現在，她成為了我的好
朋友。在這三年中，有開心、有傷心、有嬉
戲的時候、有被罰的時候、也有上課的時候。
平時回集會時，有時做手工、有時打羽毛球、
有時玩數字球。另外，領袖們也有教導我們
繩結、起營、收營、原野烹飪、先鋒工程……
快要升上童軍團了，又要回到只有我一個女
孩子的童軍生活，在此要感謝各領袖們悉心
的照顧及教導，寄望童軍的生活會更精彩、
豐盛。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  嚴淇諾

我的童軍生活
由 2009 年，我便加入幼童軍了。每逢星期
五，我和弟弟都會到指定地點，進行各式各
樣的訓練。

在訓練當中，有辛苦，快樂。失敗時，想退
出旅團；成功時，很有滿足感。為什麼要參
加童軍？因為我希望獨立。沒想到，從中還
能認識一群好友呢！

童軍生活，多姿多采。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能夠體會這種樂趣吧！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 徐穎妍

我的童軍生活
我是在 2011 年參加幼童軍的，在過去這兩
年，我在幼童軍的生活中學到很多知識。而
這些知識解決了很多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困
難。在沙田北第 19 旅這個大家庭裏，我認識
了很多新朋友，有些時候，在幼童軍的活動
中她們就是我的好伙伴、好幫手。我會繼續
參加幼童軍和童軍，繼續成為這個大家庭的
一份子。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  譚鐙澄

My Scouting Experience
I have been going to Scouts for two years. 
I like the Scout leaders because they are 
very interesting. Miss Lee is very helpful. 
Mr. Chu is very friendly. Ms. Lui is very 
strict. 

My favorite activity is carpentry. I enjoyed 
making the wooden chairs with my scout-
mates. I get to bring the chair home for 
one week. I also enjoyed the pineapple 
rice making.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mosquitoes. My Dad teaches the children 
English songs. I get to help him choose the 
songs.

1512nd NTE Group Cub Scout  鄭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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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十年

十年童軍點滴
不知不覺，加入童軍已有十多年時間。由小童軍考腳板章到深資童軍
考榮譽童軍獎章，中間我得到及成長了很多。未加入小童軍的我，是
一個沉默，甚少說話的人，是童軍訓練讓我變得開朗，有領導能力的
人。究竟童軍活動有什麼引人入勝的地方，令我堅持參與童軍活動？

小童軍的集會都是進行一些遊戲活動，最深刻、最喜愛的就是快樂
傘。一班小童圍著色彩繽紛的快樂傘，一起唱著：「小童軍向前
進…」，然後一起躲入快樂傘內。那時候，認識一些校外的新朋友
很是開心。

升上幼童軍後，所進行的活動變得更有趣，我可以考得多個活動徽
章，又可以去露營。記得第一次宿營，第一次離家，其實也有一點點
怕，還帶漏了很多東西。但試過第一次後，我開始慢慢愛上了露營，
享受自己起營，煮飯的樂趣。另一樣最深刻的就是森林故事，那時候
就用那故事做話劇，發揮小宇宙。

上到童軍團，挑戰更大。幼童軍的時候，所有考驗都是領袖已經安排
好，你只需要去實行。但在童軍團，你需要自己安排及選擇考驗的內

容，及主動提交事工。參與不同的專章
訓練班及考驗也讓我獲益良多。其中
最特別的是旅遊章，雖然它只是一個
興趣組獎章，但課程內容很是有趣。
我們除了上課堂之外，另有一日是要
擔任領隊的角色，帶來自世界各地的
童軍遊覽香港。雖然有點語言不通，
但他們都享受這天的香港一日遊。這
亦是我第一次跟外地童軍交流，用外
語跟新朋友溝通，實在很難忘。另外，
遠足的技能要求亦慢慢提升，需要地
圖閱讀技巧，也需要遠足訓練。這對
於平日甚少行山的我亦是一大挑戰。
幸好，有領袖和隊友的支持，令我可以克服這挑戰。

由於要專心考公開試的關系，而當時亦未有成立深資童軍團，所以
我就用了不足兩年的時間完成榮譽童軍獎章。其實時間真的很趕，現
在回望這兩年，真的很感恩得到領袖，團員們的支持，有隊友可以一
齊進行考驗是很重要的。在深資童軍階段，真的所有考驗都要自己安
排。當中我認為最困難的是遠足班和 50 公里和 80 公里的遠足旅程。
記得 50 公里遠足旅程要兩晚都行至八、九點才到營地，還要臨時改
路線，比原定計劃有些出入；而 80 公里遠足旅程就遇上了連續三天

滂沱大雨，又遇上了紅色暴雨，不過我們堅持繼續行程，憑著毅
力完成四日三晚的行程。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多謝我的團領袖、訓練班的領袖和團員們。
從領袖身上，我學懂了很多，除了童軍技能外，還有人生態度。
而沒有了團員的支持和協助，我根本沒法完成考驗。

新界東第 1209 旅樂行童軍  陳樂婷

童軍大會操 2013

夏令營 2013

騎術章考驗
歷奇體驗日

參觀飛行服務隊

第五十屆國際電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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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童軍成長
我從小童軍便開始接觸童軍運動，一轉眼便參加了十二年。在這十二年間，我參加了不同種類的童
軍活動，有不可或缺的遠足、露營、原野烹飪、先鋒工程等等多元化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在大部分
的學校都很少會舉辦給學生參與和接觸的。就以原野烹飪為例，當中最重要的環節便是學習利用大
自然的物料（枯葉，柴枝等）生火。有人可能會問：到底何時能有機會在荒島中生火？他們都說得
十分對，的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時候能應用到在童軍活動上
學到的技巧。但是，我卻認為我的經歷比任何人都豐富，我很
享受能滔滔不絕地跟朋友分享原野烹飪的樂趣──在只有六度
的氣溫下於郊外露營的艱苦。

除此之外，我認為童軍運動帶給我最特別的，就是同時能訓練
我的意志力和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先說團體合作的方面，童軍活動很多時候都是以一個團隊作為
單位，講求成員之間的互相合作和支持。還記得在一次三日兩
夜的遠足露營時，我在旅程最後一日的時候身體感到很不舒
服，還把那天的早餐都嘔過清光。其他成員目睹我那麼辛苦，
都紛紛主動分擔我背包內的公用物資，令我在之後的路程可感
到輕鬆一點。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能鍛鍊我的意志力。我很了解自己，知道自
己是一個遇上了挫折，便很容易退縮的人，而童軍有不少的活
動都能訓練到我的意志力，令我學懂了做什麼事都不應該容易
放棄。我每一次參加遠足，都總會在抱怨為什麼山路那麼斜，
距離那麼遠，我為什麼會參加了這次遠足，要是我不參加，我
便能在家中享受空調了……但當到達山頂的那一刻，所有疑問
都彷彿從我腦海中消失了。我俯瞰著一片綠色的叢林，我深深
明白到，只要你願意付出，一定會有成果的。

總括而言，我在童軍運動所學到的不論是知識，還是做人的態
度，都是一生受用的。

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  蔡允珩

童軍十年

第 2 屆覆誓營

聖誕遠足營

先鋒工程練習日

沙田北澳門交流旅相片

先鋒訓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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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十年

十年童「話」
十年，就如一個標誌、一個里程，我們總會停下來，想一想，回頭看看，過往的日子。這段日子是
如何的經歷，遇過的人、遇上的事，箇中感受，正好做一下回顧、整理、展望，為末來日子，做好
準備。

話說回來，一個沒有童軍資歷，當上童軍領袖，一下子就十年有四。記得是幫忙九龍第二一七旅拍
攝活動相片，蘇英銘旅長走過來攀談起來，就這樣，當上了童軍支部領袖。最難忘的是，在集會的
首三個月，自己就如一個新童軍成員到團集會一樣，學習集會禮儀、童軍繩結、旗架紮作、活動準
備等等，當各童軍成員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時，一頁頁真人課，在我眼前生動地展示。在短短三年
間，由集會到活動，從書本和訓練班，為這本領袖記事本寫下一個開始。

機緣再遇，一次訓練班中，遇上一位資深領袖－翁澤文先生（前港島北區第一七五旅長，現任童軍
技能評審計劃先鋒工程審核員及高級教練員）。真的沒想到，翁 Sir 二話不說，就將深資童軍團交託；
又這樣，同時當上了深資童軍支部領袖。在這五年間，不論團集會、旅部活動、地域節目及技能訓
練班，翁 Sir 都給予參與機會，協助有關程序進行。除活動參與以外，翁 Sir 更提醒，木章訓練是每
位領袖必須完成的事工；看著翁 Sir 的積極投入，自己也不敢怠慢，能夠在嚴謹、認真、注重細節的
港島地域訓練下完成深資童軍領袖木章，實在獲益良多。短短日子中，不斷從錯誤中、從各資深領
袖身邊學習。感謝翁 Sir 給予當領袖的指導、帶領和籌備活動的機會，對童軍運動的知識、童軍技能、
童軍精神的傳承，讓一本平平無奇的領袖記事本，寫下豐富和寶貴的一頁。

又一而再，新搬進居住的屋苑，法團有意成立童軍旅。屋苑童軍旅就由四位只為興趣，沒有童軍經
驗的領袖開展起來。最初先開辦小、幼童軍支部，運作初期，得到家長們熱心支持，無論集會和活
動期間，有點像大家庭聚會。接下來，再開展童軍支部，一個個身高至腰間的小孩子（小童軍），
轉眼間，已接近自己身高，有個別更是高人一等。經歷十三年了，歡迎又歡送過成員的加入與離開；
『謀事在人』，小、幼童軍支部先後停辦，現在集中發展童軍、深資、樂行童軍支部。每當集會時，
都期望他們的表現如心所想，但只要看到進步的一刻，心裡都不期然感到滿足，站在他們的身旁，
有點說不出的溫馨感覺。

再而三，另一個層面的展開。有幸得到沙田北區前任區總監陳萬傑先生邀請加入區會工作，由擔任
區領袖開始，再接過區長（童軍）、助理區總監（童軍）等職位。期間得到助理區總監（童軍）衛
彥勳先生充份支持，最難忘是負責統籌「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不管項目設定、評核標準、賽項
程序、工作人員等事項，都有賴童軍旅領袖出手相助，提供寶貴意見和時間。在區會的工作，服務
對象再不是旅團成員，而是不同童軍旅、不同支部領袖成員及家長們；還要與地域聯繫，將來自總
會、地域與童軍旅之間的信息互通，保持緊密連繫。期間陳總監因事離任，由張俊平先生接任。多
得張俊平總監信任和支持，繼續委任副區總監（行政）一職。在這職位上，主要負責區務委員會及
全區性活動。最具挑戰的事工，應算是「區務委員會就職晚宴」和「十周年慶祝活動計劃」，兩項
事工所涉及的籌備工作，都比過往的廣而闊。在這短短五年間，有機會接觸和負責不同層面的工作，
確實擴闊了童軍經歷，更增進了個人處事的經驗。

往後的日子如何，我無法預知，亦不敢莽言。凡事用心做，盡力做，『成事在天』。

區會的工作，實有賴各方力量的支持，區務委員的人密關係、財務支持，區幹部的付出，童軍旅的
參與，事事緊扣，缺一不可。

下一個十年，再下一個十年，就正如，古語有謂：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團長  麥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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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成立至今已有十個年頭，我們特意籌辦一項大型活動計劃，為本區童軍運動寫下精彩的一頁。

十周年慶祝活動以「友愛與分享」為主題，分別用五個活動連繫，希望童軍成員和家長，本區居民共同
慶祝，從中享受童軍經歷，體驗童軍精神；大家在歡愉的環境下享受和分享，提昇彼此之聯繫和歸屬感。

十周年慶祝活動介紹

2013 年 5 月 19 日 《愛宣揚》童軍推廣及招募日
 在馬鞍山廣場舉行十周年開展禮，由本區童軍旅展示童軍露營

技能，介紹童軍運動及即場招募登記。

2013 年 7 月 13 - 16 日 《愛扶苗》清遠連南扶苗交流團
 到廣東省清遠市連南縣，探訪南崗中心學校及陽光兒童村，與

國內學生進行童軍活動和家訪，體會不同地區差異，認識瑤族
文化。

2013 年 10 月 5, 12, 19 日 《愛送暖》敬老友愛老友
 分別到訪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馬鞍山長者地區中心
˙ 耆康會群芳念慈護理安老院
˙ 耆康會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 與長者唱唱歌，玩遊戲，做手功，欣賞魔術，送上小小心意

2013 年 12 月 24 - 26 日 《愛露營》聖誕同歡鞍山營
 在洞梓童軍中心舉行三日兩夜露營，不同支部，不同旅團齊齊

紮營，裝飾營區，圍住營火大聲唱，挑戰主題活動，個個滿戴
而歸。

2014 年 3 月 2 日 《愛分享》重拾童年在沙北
 重臨馬鞍山廣場，展示區會活動資料，同時進行童軍招募；而

閉幕禮就由新界東地域樂隊，曾璧山中學銀樂團，信義學校舞
龍隊獻上精彩表演，本區童軍旅就負責提供遊戲攤位，與眾同
樂，為壓軸活動寫上完美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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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北區十周年紀念章
為了紀念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沙田北區特別設計一套沙田北區十周年紀念章，由一大五小紀念章組合
而成。沙田北區十周年紀念章的設計概念如下：

1. 團結區內旅團；
2. 增加旅團歸屬感；
3. 配合十周年五項活動。

紀念套章中的五個小章，分別代表沙田北區十周年活動的五個項目：《愛宣揚》、《愛扶苗》、《愛送暖》、
《愛露營》、《愛分享》。參加者均可以於參與每一活動項目時，獲得代表該項目的紀念章；五個項目
的紀念章圖案亦包含在大紀念章 ( 如下圖 ) 內，象徵五項活動匯聚而成沙田北區十周年誌慶活動，而五個

小章的底色和童軍角色代表，亦分別代表五個童軍青少年支部相輔相成，共同塑造馬鞍山童軍運動。 

鳴謝：十周年紀念章設計人  區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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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9日，為沙田北區《愛宣揚》活動。活動目的是為沙田北區各旅團作宣傳
及童軍招募活動。

當日，沙田北區各童軍旅團一早便到達馬鞍山廣場，為自己旅團宣傳及招募作好準備。
我旅（沙田北第一旅）亦不例外，一早便到達場地。我旅除了要為旅團作宣傳和招募
外，亦要為大會準備攤位活動，因此團內每位成員均準時出席，為活動作好準備。

為讓參加者更認識童軍，我旅於宣傳區內，架起了一個四人的A字營。營內亦放置了睡
袋地蓆，讓參加者可以體驗一下在營中睡覺的感覺。

很多參加者來到營前拍照及體驗，與童軍成員傾談及詢問有關童軍活動
的資料，氣氛融洽。活動雖然未能為我旅團帶來很多童軍的新成員，但
透過這個活動，讓我旅的童軍可以於陌生人面前為童軍活動作介紹，也
是一個不錯的訓練。

沙田北第 1 旅童軍團長  許國威

沙田北區踏入十周年，我們以童軍推廣作為十周年活動的頭炮。多謝區務委員會主席袁國輝先生為我們努
力聯絡下，《愛宣揚》童軍推廣及招募日得以在馬鞍山廣場舉行首個「商場騷」。

在構思活動主題時，我們就用了大眾對童軍運動的第一個印象：露營活動。在展覽區中，展示了童軍成員
在進行露營時的技能，藉此讓大家認識童軍活動的特色和專長。

推廣及招募日分成兩個部份︰招募攤位，以宣傳展板介紹童軍運動、童
軍各支部內容，並派發區內公開旅的簡介資料，區幹部講解各童軍旅運
作和集會情況，讓居民了解和選擇出合適童軍旅。推廣活動，分別由沙
田北第1旅，沙田北第19旅，新界東第1209旅及新界東第1512旅合力
展示一個露營區的基本紮作︰營門、營幕屋營、衣鞋架和廚架等，增加
了區民對露營活動的興趣。

作為十周年活動的第一個活動，又是開幕禮，由新界東第1209旅深資
童軍團設計了一個具童軍技能特色的小型先鋒紮作，作為啟動開展禮儀
式；我們安排了耆康會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儀仗隊、森田會白石搏
擊館空手道、東九龍第1103旅營具敲擊演奏表演，為居民提供了一個
節目豐富的活動。於典禮後，我們還有數個富有童軍特色的遊戲攤位。

對於是次成果非常滿意，居民除了參觀展覽、欣賞表演外，還有不少登
記成為童軍一員。

文：活動負責人  麥偉光
相片：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副團長  梁敏慧

《愛宣揚》童軍推廣及招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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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沙田北區成立了十年，為慶祝十周年，我們籌劃了以『愛』為題之「十周年活動計劃」。

今次，《愛扶苗》清遠連南交流之旅，帶我們到連南瑤族自治縣，連南位於廣東省西北部。境內崇山峻嶺，
連綿百餘里，被譽為「錦繡瑤山」。

一行 33 人，來自 7 個童軍旅，連同 4 位區務委員，早上登上旅遊車經深圳灣關口，再直駛往清遠市，飽
嘗地道風味午餐後，就繼續前往到清新縣，到訪白灣陽光兒童村。

兒童村由陽光兒童基金會運作，為孤兒和有需要的兒童提供住宿及教育服務。由四位深資童軍帶領多個遊
戲，村童與團員在活動一會兒就融合當中，雖然只是一個多小時，大家都感到樂在其中。

南崗中心學校，是這次交流活動的主要單位。我們與同學們先進行熱身遊戲，以兩項童軍技能：原野烹
飪和先鋒工程作活動交流。原野烹飪以 A4 紙箱焗爐做蛋糕，先鋒工程選了小隊搖擺橋（Patrol Swing 
Bridge）。同學們體驗過今次活動後，對童軍技能感覺新趣。

與同學們共嚐學生午餐後，我們分組到學生家做探訪。家訪過後，目睹鄉村生活與城市的對比，叫人難忘
的是那簡陋的家居，貧乏的物資；但他們都表現滿足自樂，那熱情招待，真情眼神，著實讓我們感受到鄉
情無限。

活動過後，有甚麼的得著，瑤族風光、地道美食、民生文化、還是 fb 相簿多了幾個 like ？；就看我們看到
了、知道了、做到了……！

在此，感謝每位參與團員、區幹部、區務委員的參與和支持！

文：活動負責人  麥偉光
相片：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團長  李文匯

《愛扶苗》清遠連南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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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扶苗》清遠連南交流之旅

香港是一片福地，百年難得一遇海潚地震等天災，餓死街頭亦少有
耳聞，但亦因此，沒有經歷溫飽之難、戰亂之苦的孩子難以明白及
珍惜每一粒米飯、每一次識字的機會。故此，這次《愛扶苗》之行
所「扶」的「苗」不僅僅是在山區受生活所迫的學童，更是我們參
與其中的每一名童軍成員。

童軍成員在此行中與國內偏遠地區青少年進行交流，藉此了解和體
驗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並體驗他們的生活，其中我們分別探訪了南
崗中心學校和陽光兒童院。南崗中心學校是一所區內的重點學校，
儘管如此，能考進大學的仍是少數，他們大部分都已經計劃著畢業
後回家幫忙的打算，當中我們到了部分孩子的家裡進行家訪。

家訪是我們旅程中的一顆震撼彈，沒有更貼切的言語能比確確實實
坐進他們生活的地方來得深刻，我們眼中的簡陋骯髒之源是他們的
生活智慧，不被生活磨滅的熱情好客讓他們拿出家裡的最好來招呼
踏進門楣的我們。看見以溫飽為樂的他們，你還好意思為得不到最
新款的遊戲而抱怨嗎？

當地的特色名勝亦為我們旅程的一部份，瑤族文化是該地區的傳統
風俗，他們的民族服飾，生活習慣都一一開了我們的眼界。而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當地的自然風光，未經開發的奇山峭石、懸崖
峭壁，以及清涼無比的連南地下河。

《愛扶苗》帶領童軍成員們走了一趟與我們所熟悉的香港截然不同
的生活環境，或許他們回去會開始思考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不再理所
當然；或許坐言起行珍惜每一頓飯學習不浪費；或許開始關心世界
上各種不得溫飽的人們。然而就是這些一個個的「或許」組成了這
個旅程的一整個的意義。

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  黃舒婷

在這次四天三夜的旅程，我深感體驗到清遠連南居民的生活。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贊助了大部份的旅費，我們只需支付部份費用，就可以
參與這次《愛扶苗》清遠連南交流團，在此，十分感謝。

從這次交流活動中，我體會清遠連南居民生活，最深刻的印象是－家訪。

我們從學校步行前往，到達所見的房子都頗大，房子有三間房，一個廚房。但
廚房並不像我家的模樣。在做飯時，要在地上擺放一塊木板，做切菜切肉工作；
而廁所還沒有修好，洗澡時要走到樓梯下的一個角落。

還有，她們的爸爸在城市裡打工，一家人見面，一年只得一兩次日子。

在家訪完結前，姐姐的媽媽親自到自家田中採摘粟米，還要我們多帶點回港，
眼見她們的家境狀況，著實拿不下，心裡深深感受到不好
意思。最後，我們還是抵不過她們的盛情，接受了一條盛
載了熱情的粟米。

一路回程中，這份遙遠、簡樸鄉情，久久溫暖我們心田。

 沙田北第 10 旅幼童軍  黃焯怡

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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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3 年，沙田北區籌辦了一連串十周年紀念活
動。《愛送暖》是當中一項社區服務。

《愛送暖》敬老友愛老友，分別到訪三間長者中心及
院舍，與長者進行富童軍色彩的活動，藉此將敬意、
愛意送上，讓他們感受關懷與祝福；而參與的童軍成
員，也學懂對長者的溝通與關懷，發揮童軍行善精神。

自 4 月開始策劃和籌備，按計劃流程，聯絡長者中心和院舍，找尋合適贊助商提供食品、日用品等。在等
待回覆前，心情比較複雜和緊張。緊接是招募童軍旅成員及安排簡介及工作坊，講解長者服務技巧，教授
童軍們表演和綵排。

《愛送暖》主席陸詠儀小姐，在百忙之中抽空連同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發揮童軍敬老、愛老的心意，貫徹童軍日行一善的精神，在社區服務中實踐。

10 月 5 日及 19 日分別為兩間長者中心服務。首次探訪，我們準備多個懷舊遊戲和童軍成員表演。一輪粵
語老歌和電影猜一猜，長者們完全投入其中，最後童軍們領唱童軍歌，一片歡樂聲為活動做了一個完美的
結束。最後一次服務，我們更加插了魔術表演，兩位魔術師表演得出神入化，叫長者們看得興奮不已。

10 月 12 日是第二次服務，探訪護理安老院，住院長者的行動稍有不便，我們特意設計了較靜態活動：一
條「愛心結」手繩，連繫著我們。他們在我們細心的示範、指導下，長者們很快投入。眼見長者們與我們
一伙兒閒談，說說生活逸事，真是做甚麼也還不及溝通重要。

令我最開心的是，一位長者拿著繩子，靈敏地打了個褸扣結送給我。完成「愛心結」後，為她們穿上，長
者笑得很開心。

最後，我們特別感謝提供協助的單位︰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
部、耆康會群芳念慈護理安老院、耆康會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
心、香港愛心魔法團、雀巢公司、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保潔麗
化工產品有限公司、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敬老
基金。

文：活動負責人 湯惠蓉
相片：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團長  麥偉光

親愛的公公和婆婆：

你們好嗎？在這次《愛送暖》活動，我
們玩了傳送禮物的遊戲，用五層廢紙包
裝的禮物，有的是暖水壺，有的是一包
奶粉，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可以跟公
公和婆婆一起玩遊戲，又可以幫助你們
傳送禮物。最後，我看見你們臉上笑咪
咪，我覺得你們很健康。

　　祝你們

生活愉快和身體健康

新界東 1512 旅幼童軍  黃卓琳

在 2013 年 10 月 5 日，我和同旅的幼
童軍一起到信義會老人中心進行《愛送
暖》行動。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我可
以做義工，同時，又可以關心老人，其
中，最令我難以忘懷的事是唱歌，因為
我很少對著老人唱歌。

新界東 1512 旅幼童軍  蔡灝德

在 10 月 5 日和 19 日，我參加了沙田北區《愛送暖》活動。活
動的當天，參加這次活動的幼童軍成員先後去兩間老人中心探訪
長者。到達老人中心後，成員們和長者一起做遊戲，看魔術表演
和唱歌，長者對我們的到來也很高興，大家歡聚一堂。活動結束
前，幼童軍成員還向長者贈送了我們精心準備的小禮物。

這次活動效果很好，也很有意義。這個活動讓學員們體會到關愛
他人的重要性，也讓長者體會到人間有愛。關心幫助弱勢社群，
建立社會責任感。這也是培養幼童軍良好品質的必要實踐。

很多長者也第一次認識幼童軍，很感謝我們帶去的歌聲和歡樂。

新界東 1512 旅幼童軍  陳亞琨

《愛送暖》敬老友愛老友

後行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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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our love to the one around us
I'm glad that I'm with Shatin North district at the period of 10th anniversary. We play an active role in 
joining different events and services in these years. It create many memorable moments in my teenage 
life and I will never regret it. Dur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STN has organised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all 
of us. Sending our warm heart to the needy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activities in my point of view and 
I enjoy it most. This activity gives me a chance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care to the elderly. We hope 
that we can send a warm and heart-touching day with the people with lots of experience in lives. 
The activity is simp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but I had never joined any services related to elderly 
before. It was a new experience to me and I think it w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us to send our 
gratitude to the people who work very h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 Some elderly may not be able to 
speak Cantonese like my grandma or some cannot hear our words clearly. Therefore, I attended a 
workshop, which teach us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when we are talking to the  elderly, before we 
visit the elderly home. We would also like to  prepare some meaningful gifts which is also full of our 
characteristics to the elderly. Finally, we tie a Chinese heart-shaped knot and transform it to a bracelet 
with little bells. It helps to show our care to the elderly and they can use it  as a rattles during we sing 
the songs together. We prepared the gift few weeks before the visit. The knot is complicated but easy 
to follow after try it for a couple of times. I got little confidence to teach the elderly to do the same 
handcraft as we have to spend long time to understand the knot.
On the visiting day, we arrived to the elderly home with the Chinese knot bracelet and other 
sponsored gift which prepared for the elderly. The venue was larger than my expectation. All the 
elderly look nice and smarter than what I thought. I had more confidence that I can go well in teaching 
them to tie the Chinese heart-shaped knot. Although the knot was new to them and it wasn't that easy 
to follow the steps by the guideline only, they still try their very best to follow our steps. Once they 
finished the knot, they satisfy with their handcraft. Their adorable faces are the encouragement  to me 
to help the other people in need. I found that the elderly aren't need any material support from us, 
they enjoy people listening and talking to them. Elderly like sharing their own story and experience. 
They need a person who can listen to their story patiently and  able to give them some  response.
The visit to the elderly home inspired m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grandparents. They aren't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they must be very lonely all the time.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 can express 
our love and care to them. Love is invisible but appear in everywhere around us. We can't touch it, but 
we can feel it. The fact that cannot be changed is that love and care have surprising healing power. Let 
us share the love and care to everyone around us and heal all the lonely heart with our warm help.

1209th  NTE Group  
Venture Scout 
Ellie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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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活動之四《愛露營》聖誕同歡鞍山營，在 2013 年 12 月 24-26 日於大埔洞梓童軍中心舉行。

活動舉行日期正好是聖誕節。為了增添聖誕氣氛，大會舉辦了營區聖誕裝飾佈置比賽，比賽規則以色彩、
環保、創意及聖誕特色為主，讓各成員發揮他們的創意和團體精神。當日他們努力佈置營區時，周圍都彌
漫著歡樂的氣氛，每個童軍旅的設計都各有千秋。

夜幕低垂，在燈火通明的城市，我們都很少看到星星，故大會安排觀星活動。由天文學會的領袖講解星際
圖及透過望遠鏡觀看星象，令大家在閃耀的星光下度過開心而寧靜的平安夜。

聖誕節當天正好是開放日，大會舉行開幕典禮，讓各童軍成員及親友一起在操場合力用自己的身體砌了一
個「10」字來慶祝十週年。典禮完成後，更和眾嘉賓、參加者共享盆菜宴。隨後，各分站遊戲亦紛紛開始，
大家都玩得十分投入。晚上，大會安排了自助餐。接著便是營火會，大家跟隨營火領袖的帶領，載歌載舞，
共度一個既熱鬧又開心的聖誕夜。這次聖誕同歡鞍山營得以順利完成，全賴各工作人員互相合作，用心安
排各項節目，讓參加者盡興而歸，活動亦在大家的歡笑聲下圓滿結束。

文：區領袖 許月美

相片：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副團長  梁敏慧 
　　　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團長  李文匯

《愛露營》聖誕同歡鞍山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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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露營》聖誕同歡鞍山營

這次露營是沙田北區十周年的露營活動，比以往不同，活動內容豐富而且精彩，例如：攤位遊
戲、「鞍山傳奇」主題活動等等。我們還認識到不同地域的童軍朋友，下面就介紹一下我們露
營的情况！

第一天，我們到了營地後，聽了簡介，就去設計營區。原來設計營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們開始商討、整理資料，也詢問了朱 SIR 的意見！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建好我們也很滿意
的營區了。真的很開心，原本以為很難完成的任務，只要大家同心協力，看着我們的成果，
很有滿足感和成功感！然後，我們高高興興去飯堂吃晚餐，食物有很多種類：豬肉、香腸、白
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晚飯過後，稍作休息。接着我們到天台觀星，有些童軍師兄用特
別的燈光照射星星，很漂亮！阿 SIR 還給我們講解了一些天文知識，令我們對天文知識產生濃
厚興趣！就這樣大家懷着興奮的心情入睡了，更期待着明天更精彩的活動！

第二天，我們都很早起床，整理過後馬上開始今天的露營開放日。目的是可以讓其他沒有參加
露營的幼童軍、童軍們入營一同分享喜悅！首先，有一個營區設計比賽的頒獎禮，我們隊取得
了冠軍，大家都非常開心！然後就開始玩攤位遊戲，我們各自玩了喜愛的遊戲：有拉桌布、創
作狼頭、「快高長大」等等。制作狼頭遊戲節目中，我們還創出最高成績呢！看着整個營區
非常熱鬧，各幼童軍、童軍們玩得非常投入，相信大家今天已經很盡興了 ! 時間過得太快了，
不知不覺已到傍晚，晚飯過後，「重頭戲」—— 營火晚會要開始了！這次營火晚會很特別，
與以往不同。這次會用真火舉行！大家都非常緊張期待和興奮！馬上要開始了，火燃燒起來
了……大家圍着火堆唱歌、跳舞。我們阿 SIR 也上台跳舞，其中張 SIR 最突出，因張 SIR 是「重
量級」人物。他把台上的 LED 燈也踩壞了。我們全部人當場大笑起來，大家玩得很開心……
就這樣，我們渡過了一個愉快、美好、值得回憶的一夜！

第三天早上，吃完早餐、小息後。「鞍山傳奇」活動開始了，這個活動分組比賽的。阿 SIR 和
MISS會發出指令，最快、最準確完成的就勝出。各組組員都信心十足，互不相讓，玩得很愉快！
這次露營活動快要結束了，大家依依不捨的收拾行李準備離營。真的很感謝阿 SIR、MISS 們的
付出，帶領我們體驗豐富的童軍生活。令我們學習到很多很多在學校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

在這次《愛露營》活動中，我們學會了團隊合作精神！更期待下一次露營！

新界東第 1512 旅  蔡灝德、張蔚俊、張俊逸

在 12 月 24 日，我到了大埔洞梓童軍中心參加愛露營活動。當
我們抵達營地，首先是進行升旗儀式。然後，我們開始建設我
們的營地，我們把不同的廢物循環再用，創新改裝成裝飾品，
我們花了兩小時才完成營區建設。晚上，我們聚在一起觀星，
戶外的氣溫只有 10 度左右，冷得牙關打顫，但我很高興看到
獵戶座、天秤座及雙魚座等星星。

第二天，即聖誕日，有很多參與日營的童軍及家長到來。我們
首先一起玩熱身遊戲，接著是開幕典禮，我很高興我們的旅團
獲得了最佳營地聖誕佈置的第一名。典禮過後，全體參加者排
在一起，砌成一個巨型「10」字，慶祝沙田北成立十周年並拍
下紀念照。吃過美味的盆菜，攤位遊戲便開始了，我最喜歡掛
衣架的攤位，因為我能夠登上龍虎榜呢！晚上，我第一次參加
真正的營火會，我的心興奮得像中獎一樣。

12 月 26 日是活動的最後一天，我們在營地進行定向活動，我
很高興我們的旅團又獲得第一名。當日下午，我們準備離營，
雖然有點依依不捨，但看見一包包的禮物，內心十分滿足。

透過今次活動，我真正享受到童軍活動的樂趣，很感激各位童
軍領袖，我知道他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準備為我們準備這個難
忘的露營活動。

新界東第 1512 旅  王希言

去了《愛露營》這個活動後，我感到這個
活動非常值得參加，能讓我學習到很多東
西，例如：設計營門、設計營區、團隊合
作比賽等。《愛露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晚上的營火晚會，因為這天晚上我們不
但欣賞到其他旅團的表演，我們還要上台
表演給其他旅團的童軍和幼童軍們欣賞，
當晚觀眾出奇地叫：「ENCORE !!」，其
實我們之所以給其他旅團的童軍和幼童軍
們讚賞是因為我們在背後付出了努力，才
有這個結果。我希望下一次也可以參加到
一些由香港童軍總會舉辨的露營活動！讓
我再次聽到台下觀眾叫的「ENCORE」
聲！

新界東第 1512 旅  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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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之父貝登堡在一次談話中說道：「童軍活動就像爸爸買玩具回
家給孩子，爸爸是第一個玩這玩具的人。童軍活動正應如此。」

《愛分享》重捨童年在沙北，正想同大家分享童軍活動，展示童軍
運動的成果。

今次活動負責人林國威總監，特意將活動設計為三部份：十周年閉
幕禮、音樂及舞龍匯演、及童軍旅遊戲攤位；同場亦展示了區會十
年活動資料和相片，當然，童軍招募亦同步進行。

十周年閉幕禮邀請了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先生、沙田民政事務署
高級聯絡主任鄭玉琴女士，新界東地域總監黃耀榮先生，地域主席
鄺啟濤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典禮上除頒發了十周年填色比賽獎項，
更同時進行區會步操隊和龍舟隊成立授旗儀式，由區務委員李淑蘭
女士和曾新華先生擔任領隊，兩隊隊員整列上台接受授旗。這正好
為區會未來發展展示了新方向。

緊接表演由新界東地域樂隊、曾璧山中學銀樂團演奏多首精湛樂曲，
獲得台下觀眾喝采；而馬鞍山信義學校舞龍隊，由十多位精靈活潑
小學生舞動彩龍，將現場氣氛推上高潮。

欣賞過精彩表演後，大家急不及待進行攤位遊戲，全場攤位由本區
童軍旅負責，遊戲既富童軍特色，又好玩有趣，完成全部遊戲攤位
更獲得一份限量版模型。

一個活動能得以成功，全賴台前幕後全體工作人員的付出，我們衷
心感謝，每一位曾經為今次活動，出心出力的你。最後，承貝登堡
的話，希望大家在活動中得到快樂。

文：副區總監（行政） 麥偉光

相片：馬義明先生

《愛分享》重拾童年在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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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羅俊傑

亞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董諾文

季軍  新界東第 1749 旅  陳名浩

十周年填色比賽作品 小童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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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沙田北區 10 旅  周志沖

亞軍  沙田北區 10 旅  蘇嘉雯

季軍  沙田北區 10 旅  梁境文

十周年填色比賽作品幼童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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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賀詞

童行十載
共創未來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副主席 
譚文智先生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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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賀詞

十載耕耘
蕙蘭並茂

智信會計事務行 
李淑蘭女士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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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賀詞

努力不懈

陳美莉律師事務所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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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賀詞

行善助人

中天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 
劉士雄先生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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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區務委員賀詞

港島北區區務委員  翁澤文先生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律己助人
童軍精神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會副主席 
大埔北區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張永德醫生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茁壯成長

沙田北區區務委員 
譚啟雄先生

致 意

賀 香港童軍新界東地域 
沙田北區成立十周年

同根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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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十周年活動贊助芳名

（捐款人排名不分先後）

區務委員十周年活動贊助捐款

$50,000
葉乃煖先生

$20,000
袁國輝先生

$8,000
葉兆廣先生　　張永德醫生　　袁國章先生　　譚文智先生

$5,000
陸詠儀女士

$2,000
陳美娟校長　　陳美莉律師　　譚啟雄先生

$1,000
陳淑賢女士　　梁笑梨女士　　李淑蘭女士　　陳振發先生

曾永康博士　　劉偉康先生　　何世孝先生　　黃偉新先生

陳兆培先生　　文志華先生　　曾新華先生

活動禮品贊助

十周年晚宴

劉宇斌先生，譚文智先生，李小康先生，李淑蘭女士，林國威先生，

冠華食品菓子廠有限公司，雲頂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保潔麗集團有限公司，

Artist Printing & Design Co. Ltd.，香港籌款顧問有限公司

《愛扶苗》

冠華食品菓子廠有限公司，Gold Sino Development Ltd.
《愛送暖》

中立貿易公司，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活動參與機構及單位

（排名按活動次序）

《愛扶苗》

馬鞍山扶苗之友會

《愛送暖》

香港愛心魔術團

《愛分享》

新界東地域童軍樂隊，馬鞍山信義學校舞龍隊，曾璧山中學銀樂團，馬鞍山廣場

《愛露營》

新界東地域童軍樂隊

《愛宣揚》

森田會白石搏擊館，耆康會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儀仗隊， 
東九龍第 1103 旅，馬鞍山廣場，新界東地域童軍樂隊



79

沙田北區  十周年紀念特刊

編輯組

顧問
葉乃煖　　袁國輝

葉兆廣　　譚文智

編輯
張俊平　　張健浩　　麥偉光

陳宣穎　　許月美

鳴謝
潘耀榮

「十年人事幾番新」，從本刊內容略知一二。

沙田北區區會在這十年間不斷的演變著︰在區界領域、
在區會組織、在旅團發展、都不斷地向前前進著。

有幸成為負責特刊的一員，讓我對區會、對旅團的歷
史更認識、更了解。亦同時，希望區會與各旅團有更
深的交流，藉著把手並肩一同向前前進，創造下一
個十年光輝。

今次，在大家毫不吝惜地為本刊作出不同的供獻︰
不論在題辭、撰寫文章，提供玉照、活動照片，
以及對本刊的經費贊助。除了豐富了特刊的內容
外，還有著對區會的支持，實不容置疑！

再次，為本刊作出貢獻的您，說聲感激不盡！

編
後
話



童軍誓詞

我願以信譽為誓，竭盡所能；

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

對別人，要幫助；

對規律，必遵行。

童軍規律

童軍信用為人敬

童軍待人要忠誠

童軍友善兼親切

童軍相處如手足

童軍勇敢不怕難

童軍愛物更惜陰

童軍自重又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