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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簡介
香港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主辦機構為九龍塘區童軍會。為公開旅及男女混合團，現有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及樂行童軍團，逢星期六下午於九龍塘區總部集

會。

除一般團集會外，本旅更定期舉辦戶外活動，例如遠足、露營、宿營、歷奇活動、及野

外定向等等。以配合不同年齡的小朋友及青少年的需要。

 

服務對象：

　小童軍：5 - 8歲小朋友

　幼童軍：7歲半 - 12歲的孩子

　　童軍：11 - 16歲青少年

深資童軍：15 - 21歲青少年

樂行童軍：18 - 26歲，對童軍活動感興趣之青年

集會時間：

　小童軍：3:30pm 至 5:00pm

　幼童軍：3:00pm 至 5:00pm

　　童軍：3:00pm 至 5:30pm

深資及樂行童軍：不設定期集會，聚會時間由執行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安排。

旅部地址：

九龍塘律倫街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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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務委員會成員

主席：葉富華先生

旅長：鍾德成先生

秘書：黃嘉麒先生

司庫：雷小敏女士

委員：陸振中先生、余偉倫先生、袁偉基先生

主辦單位代表：關漢忠先生

團長：吳嘉雯女士、鄧家宙博士、翁國輝先生、

　　　陳尚禮先生、盧韋斯先生

副團長：鄺楚瑩小姐、林志誠先生、吳麗華小姐、

　　　　譚子豪先生、何樂勤先生、陸嘉廸先生、

　　　　馮斯蔚小姐、司徒瑞良先生、陳智傑先生

教練員：許俊先生、林浩天先生、王俊強先生

管理委員會主席

執行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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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長及各團團長

旅長　鍾德成

小童軍團長　吳嘉雯 幼童軍團長　鄧家宙 童軍團長　翁國輝

深資童軍團長　陳尚禮 樂行童軍團長　盧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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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團副團長

林志誠

小童軍團副團長

鄺楚瑩

教練員

許俊

教練員

林浩天

旅領袖

幼童軍團副團長

吳麗華

幼童軍團副團長

譚子豪

幼童軍團副團長

何樂勤

幼童軍團副團長

陸嘉廸

幼童軍團副團長

馮斯蔚

童軍團副團長

司徒瑞良

深資童軍團副團長

陳智傑

教練員

王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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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4月4日

●● 九龍第五十七旅成立，主辦機構為九龍塘聖安納小學，初時為

學校旅團，成立時只有童軍團，由周錫利先生出任創團團長。

區總監葉錦發先生主持授旗儀式

●● 旅巾設計由右至左紅、白、藍三色，中間白色間為二吋半闊

1958年 ●● 改為半公開旅，允許招收校外學生

1959年 ●● 成立深資童軍團

1960年 ●● 成立小狼隊 (幼童軍 )

1962年 ●● 聖安納小學因經濟問題停辦，但旅務繼續運作

1968年 ●● 成立樂行童軍團

●● 七名深資童軍考獲榮譽童軍獎章

1970年 ●● 九龍塘區童軍會總部落成，得區總監伍靜坡先生批准成為區會

贊助之公開旅團

本旅簡史

早期參加童軍大露營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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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 ●● 郭啟源先生、陳誠章先生先後出任旅長。

●● 周占南、雷煒雄、何慧英、邵潔冰、林潔玲、梁文偉、宋婉清、

梁子榮、戴子明、陳秀鳳、張惠儀、羅婉碧、梁麗貞分別出任

各支部領袖

●● 五位深資童軍考獲榮譽童軍獎章

1980年 ●● 協助香港電台拍攝兒童節目小虎隊

1983年 ●● 雷煒雄先生接任副旅長

1984年 ●● 獲九龍塘區幼童軍盾

1988年 ●● 一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1989年 ●● 宋婉清女士接任旅長

1994年 ●● 雷煒雄先生出任九龍塘區區總監

1995年 ●● 雷煒雄先生及宋婉清女士移居加拿大，由鍾德成先生接任副旅

長

●● 施毅先生出任童軍團長

●● 當時只有幼童軍團及童軍團，人數合共 12人

1996年 ●● 幼童軍團停辦

1984年獲九龍塘區會幼童軍盾（右下一邵潔冰，右上一宋婉清，左上一陳誠章）

1983年幼童軍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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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 重辦幼童軍團

●● 連秉文先生出任幼童軍團長

2001年 ●● 兩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2年 ●● 成立小童軍團，吳嘉雯小姐為創團團長

●● 六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3年 ●● 鍾德成先生接任旅長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優異獎

●● 四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4年 ●● 獲九龍塘區最佳服務旅團季軍

●● 重辦深資童軍團

●● 鄧健誼先生出任幼童軍團長

●● 袁偉基先生出任童軍團長

●● 一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28 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1996年12月4日，宣誓及聖誕聯歡會

1999年10月3日嘉年華會攤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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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 獲九龍塘區最佳服務旅團亞軍

●● 童軍團獲九龍塘區主席盾季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四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五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6年 ●● 舉辦「澳門童軍交流團」

●● 參加童軍總會「大都會露營」

●● 獲九龍地域GTC旅團最高籌款獎冠軍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會長錦標賽童軍技能●

單項比賽冠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四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兩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6年舉辦「旅慶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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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 五十週年旅慶紀念

●● 舉辦「台灣交流團」

●● 開辦幼童軍 B團，林志誠先生為創團團長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亞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幼童軍A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會長盃暨嘉爾頓選拔賽殿軍

●● 童軍團獲九龍塘區主席盾冠軍

●● 三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三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五十週年旅慶「跨年大露營」

2007年舉辦「台灣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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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 重辦樂行童軍團

●● 參加九龍地域「3D大露營」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童軍創意工程競賽營地模型王季軍

●● 童軍團參加 2008 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Ａ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兩名深資童軍團成員獲榮譽童軍獎章

●● 三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三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9年 ●● 參加九龍地域「金禧大露營」

●● 參加九龍塘區會「台灣交流團」

●● 幼童軍Ａ團獲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冠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塘區烹飪比賽冠軍、季軍

●● 幼童軍Ｂ團獲九龍塘區烹飪比賽亞軍

●● 童軍團獲九龍塘區烹飪比賽亞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Ａ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Ｂ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深資童軍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四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六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08年舉辦「五十周年旅慶」時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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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 舉辦「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團」

●● 參加童軍總會「100週年大露營」

●● 翁國輝先生出任童軍團長

●● 袁偉基先生出任深資童軍團長

●● 獲九龍塘區運動會 2010 全場總冠軍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

亞軍及季軍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會長錦標賽季軍及先鋒工程●

單項冠軍

●● 幼童軍Ａ團獲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冠軍

●● 幼童軍Ｂ團獲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亞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Ａ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幼童軍Ｂ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

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 深資童軍獲九龍地域●

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 兩名童軍團成員獲●

總領袖獎章

●● 十五名幼童軍團成員●

獲金紫荊獎章

2010年舉辦「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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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 舉辦「東莞及澳門交流團」

●● 幼童軍團參加香港總監挑戰盾

●● 小童軍九龍塘區小童軍兔年填色比賽亞軍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小童軍錦標賽個人傑出獎、親子賽季軍及

優異獎

●● 小童軍團獲九龍塘區小童軍競技比賽 2011 全場總季軍及三個

單項冠軍

●● 盧韋斯先生出任深資童軍團長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A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 B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一名樂行童軍成員獲貝登堡獎章

●● 兩名童軍團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六名幼童軍團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2010年參加「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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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 五十五週年旅慶紀念

●● 陳尚禮出任樂行童軍團長

●● 深資童軍參加九龍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

●● 童軍團參加九龍地域會長盃錦標賽 2012 獲亞軍及原野烹飪、

營地建設單項冠軍

●● 參加九龍塘區金禧大露營

●● 參加台北祟善萬芳十週年團慶

●● 幼童軍A、B團九龍地域幼童軍錦標賽 2012

●● 幼童軍團參加總會百週年紀念 Cuboree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A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 B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 樂行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優異獎

●● 十名幼童軍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三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2012年本旅「五十五周年旅慶」中所安排的獨木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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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 五十六週年旅慶

●● 舉辦全旅大露營

●● 停辦幼童軍 B團

●● 幼童軍團參加香港總監戰盾

●● 參加九龍地域創我未來新感覺大露營

●● 參加九龍地域會長盃暨嘉爾頓錦標選拔賽 2013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A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 B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 樂行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樂行及深資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區樂行童軍及深資童軍烹飪比賽●

2013 獲冠軍

●● 童軍團參加九龍地域會長盃暨嘉爾頓選拔賽獲亞軍

●● 五名幼童軍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二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一名成員獲榮譽童軍獎章

2013年「五十六週年旅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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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 五十七週年旅慶

●● 舉辧台北交流團

●● 參加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2014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樂行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 小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小童軍聖誕節攝影比賽親子組冠軍

●● 小童軍團參加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Amazing●Race 個人組獲

冠、亞、季軍

●● 幼童軍團參加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Amazing●Race 個人組獲

亞、季軍

●● 童軍團參加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Amazing●Race 個人組獲季軍

●● 小童軍參加九龍塘區小童軍營火歌唱比賽 2014 獲冠軍

●● 小童軍參加九龍塘區小童軍復活蛋色比賽 2014 獲冠、亞、季

軍及優異獎

●● 幼童軍參加九龍塘區幼童軍揮春書法比賽 2014 獲冠、季軍

●● 童軍參加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2014 得第六名

●● 四名幼童軍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一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2014年「五十七週年旅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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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 五十八週年旅慶

●● 陳尚禮出任深資童軍團長

●● 盧韋斯出任樂行童軍團長

●● 參加九龍塘區主辦台灣嘉義市交流團

●● 參加九龍地域幼童軍錦標賽 2015

●● 參加九龍地域會長盃暨嘉爾頓錦標選拔賽 2015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小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復活節填色比賽獲優異獎

●● 童軍團參加九龍地域會長盃獲亞軍

●● 三名幼童軍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二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2015年的「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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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1957-2017）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57th Kowloon Group 1957-2017

2016年 ●● 五十九週年旅慶

●● 參加九龍塘區大露營 2016

●● 舉辦童軍武術推廣計劃

●● 參加香港童軍 105周年紀念大露營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 幼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區幼童軍創意揮春比賽獲冠、亞、優異獎

●● 小童軍團參加區總監盃錦標賽獲區總監盃、幼稚園組冠軍及亞

軍及來來回回單項冠軍

●● 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區主席錦標賽獲季軍

●● 五名幼童軍成員獲金紫荊獎章

●● 三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2016年本旅的「童軍武術推廣計劃」正式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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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 六十週年旅慶

●● 六十週年開幕禮暨全旅城市定向活動

●● 六十週年馬來西亞交流團

●● 六十週年旅慶典禮

●● 六十週全旅大露營

●● 六十週年宣誓及晉團典禮

●● 六十週年聖誕聯歡會

●● 六十週年閉幕禮

●● 深資童軍參加全港深資童軍錦標賽

●● 參加九龍地域幼童軍錦標賽 2017

●● 小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金獎

●●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深資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樂行童軍團獲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 小童軍團參加九龍塘復活節填色比賽獲季軍及優異獎

●● 二名童軍成員獲總領袖獎章

●● 一名成員獲榮譽童軍獎章

2017年「六十週年開幕禮暨全旅城市定向活動」中，邀得區總監關漢忠先生蒞臨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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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是一個甲子

旅主席　葉富華

人生沒幾個十年，在歲月的長河裡，六十年是一個甲子，實在難得。在本旅六十周年之

際，作為旅務委員會主席，於我與有榮焉！

有說年輕人祇得三分鐘的熱度，在一定程度下，香港的社會經過這些年的蛻變，已經和

本旅創旅的時代很不同。教育程度提高了，社會富足了；電視、電腦、流動電話等等，把我

們從個體轉成數碼網絡世界的成員，年輕人的活動也許不再局限於遠足、露營等。不過童軍

精神百年不變，在總會各位總監的指導下，旅長、領袖們繼往開來，將這「三分鐘」薪火相

傳，足足燃燒了六十年，我相信未來的六十年，這旅團的營火仍熊熊地燃燒著，各支部的成

員發揮所長，受童軍精神的薰陶，成為良好公民，共同建設一個進步、友愛、互助的社會。

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六十年？「一日童軍、一生童軍」本旅的成員人大都在各自的崗

位上奮鬥，也許有的安享退休生活。旅團有今天的成績，全賴各位成員、領袖及旅務委員的

努力，在歷任旅長的領導下，於香港童軍總會這個大家庭裡發光發熱，一步一腳印，有今日

的發展，每一位成員都功不可沒。在此祝願本旅秉承過去的輝煌，邁向將來，再創佳績！

2005年旅慶，左一為葉富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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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生活全因大家的熱情參與！

旅長　鍾德成

自1957年4月4日本旅成立，掐指一算，至今已有六十年。當年成立的時候，本旅的主

辦機構為九龍塘聖安納小學，及後幾經轉折，直至1962年才改由九龍塘區童軍會接手，成

為本旅的主辦機構，並直至今日。

而我加入本旅，則是遲至1992年的事。我加入本旅之初，身份只是一名教練員；然而

到了1995年，因前旅長宋婉清女士偕同其丈夫雷煒雄先生（前區總監）舉家移民加國，因

緣際會之下，我接任了旅長一職。我當年剛做領袖不久，經驗實有許多不足之處，幸得到諸

多前輩熱心提點，以及積極參加各種不同的訓練班充實自我，才總算掌握到一點技巧，得以

順利進行團集會、戶外活動。

回顧過去25年的經歷，自問

經營一個過百位成員的旅團，實在

十分不容易。由於每一位領袖都是

義務工作者，他們從事童軍活動，

開展各項活動及事工，憑的只是一

股熱誠及理念。有幸多年來身邊有

一群忠誠可靠的領袖，全賴他們滿

懷熱誠與我一同並肩作戰，今年才

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與此同時，

更得到全旅上下成員、家長對我們

的支持，以及各方好友對本旅愛

戴。全因大家的熱情參與，真的令

我們的童軍生活生色不少，藉此機

會，我衷心向您們致敬 !

最後，祝各位成員快高長大，

學業進步！並期待本旅未來更多個

週年紀念的陸續到來 !

後排左三為鍾德成先生



34

香港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1957-2017）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57th Kowloon Group 1957-2017

小童軍篇

小童軍團長  吳嘉雯

不經不覺做了小童軍團長已經十多年，本

來以為只是每一個星期六同一班天真無邪的小朋

友玩耍，學習或訓練是一件容易事，但原來是相

當困難。每當他們玩耍時必定樂極忘形就會好難

控制，這個時候就是考驗我們耐性的好機會，幸

好一出絕技就可以受控，都能夠開開心心繼續學

習。

這十多年的領袖生涯，可謂悲喜參半，尤

其在每年的十月份，更是百股滋味在心頭。喜，

是有很多新成員加入，帶領他們投入童軍的大家

庭；悲的事，是他們要晉升到幼童軍團，總有一

份依依不捨的情懷。每當晉團儀式時，感動的心

情難以平伏，眼淚就會不自覺地流出，有時更有

一種不想放手的心情湧出來。不過，能看到他們

長大送到幼童軍團中繼續學習，我都感到十分高

興。

這幾年間，小童軍團參加了區會，地域的

活動及比賽都取得很好的成績，有賴各成員及家

長的支持和鼓勵，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將我們小童

軍團發揚光大。

小童軍副團長  鄺楚瑩

57旅60週年的大日子，同時亦是我在57旅

的第15個年頭。

在這15年間，我由少不懂事的幼童軍，蛻

變成為開始能夠獨當一面的領袖，真的十分感謝

沿途幫助過我的人。

參加童軍運動，除了在每個支部考取獎

章、獲得成就外，更讓我學會獨立、學會與人相

處之道。通過每一個訓練、學習、比賽、反思，

都讓我了解自己多一點，好讓我可以成為一個更

好的人。我亦在這裡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好

友，讓我的人生更添色彩。

常言道「一日童軍，一世童軍」，期望在

往後的日子，能把我在57旅的得著傳承下去，

薪火相傳。

後排左為吳嘉雯女士，右為鄺楚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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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　陳澔朗 小童軍　梁蕙蕎

小童軍　吳嘉朗 小童軍　陳漢銘

小童軍　蘇信瑋 小童軍　陳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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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　劉栢熙 小童軍　鄧漪霖

小童軍　劉俊亨 小童軍　霍星螢

小童軍　鄭家曦 小童軍　鍾朗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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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　黃逸朗 小童軍　劉施霈

小童軍　黃雅瑩 小童軍　鄭凱羽

小童軍　吳嘉晴 小童軍　陳焯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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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　符榮津 小童軍　李信霖

小童軍　潘心蕎 小童軍　潘展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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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篇

幼童軍團長  鄧家宙

這十多年來，每週帶領童軍集會活動，不

但看着伙伴成長，也對本地童軍運動的轉變有

一番的體會。首先，香港學生課業競爭激烈，課

餘仍要參加各類補習及興趣小組，時間實在不敷

應用，對長期參與群育訓練活動已失卻動力；其

次，家長及伙伴普遍視童軍的訓練為課外活動

（實際亦是），加上許多童軍技能訓練項目（如

繩藝、遠足、露營……）已普及至一般學校或家

庭，而攀爬、歷奇等更有專門的機構能提供活

動，使參加者有更多元及便捷的選擇，無須再依

賴童軍集會來參與。再者，傳統的群育訓練模式

以及千篇一律的操練，以及官僚化的繁瑣行政，

容易令成員失卻興趣，除了幼小支部尚能勉力經

營外，其他支部都難維持成員的參與動力。在氛

圍影響之下，家長及伙伴對童軍的理念價值甚為

模糊，童軍活動對他們來講也變得可有可無，最

終的結果就是童軍價值持續的萎縮，成員大量流

失，這是我對整個香港童軍現況的一點觀察。

當此困境之下，五十七旅迎來第六十個年

頭，如何能承先啟後，回應世代的轉變，帶領成

員奠豎童軍價值，對領袖來講是相當富挑戰性。

眾所週知，香港人是全球生活壓力最大的地方，

日常應對學業、工作和家庭事務已甚為吃力，

休息時間還投身義務工作，出錢出力出心，為成

員籌劃各式活動和訓練，還要應付伙伴們各式各

樣的狀況，這就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要投身領

袖的行列「幫人湊仔」呢？因為我們認同童軍理

念，深刻體會到童軍價值不在於表面的技能訓

練，而是對青少年給予「止於至善」的持續教

育，也藉着與伙伴的相處來照見自己的不足。正

是這種信念讓領袖們堅持無私的奉獻，從而將

五十七旅建構成優秀的旅團。

童軍運動作為非正規教育，但教育成效不

能以數式量化，需要持續的時間驗證，五十七旅

用了六十年時間實踐童軍的理念，績效是有目共

睹的。而對於伙伴人數最多的幼童軍團來講，挑

戰絕不亞於其他支部，這些年來團務得以持續經

營、順利開展，正是林志誠、何樂勤、吳麗華、

陸嘉迪、譚志豪諸位副團長長期付出的成果，各

位居功至偉，能與你們共事，是光榮也是緣份。

區總監關漢忠先生（後排右一）出席本旅59周年旅慶時與幼童軍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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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懂事合作；有一些由專顧自己，自我中心到

懂得與人分享，過群體生活，實在令我感到十分

欣慰。尤其是當中有數位由年幼開始參加童軍訓

練，我有份負責訓練教導的小朋友，在這十多年

間他們一直參與童軍運動，漸漸長大，時至今日

他們也成為一員童軍領袖，看見這樣，我想這算

是作為一位領袖最大的滿足感了。

適逢今年是旅團六十週年的慶典，在此祝

願57旅旅務蒸蒸日上，能以繼續培養一班又一

班未來的社會領袖棟樑。

幼童軍副團長　陸嘉迪 

在57旅生活了差不多有十三個年頭，由一

個天真活潑的小孩轉變成了一個成熟穩重的小伙

子，這不但要感謝多年來不同領袖的細心指導，

而且也要感謝57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們快樂地

成長。回想起剛剛進57旅的時候，還是一個甚

麼都不會的童軍，還在想要不要再繼續玩下去，

誰不知一玩就玩到現在，還要當上了領袖。要不

是同伴們以及其他領袖們的鼓勵，我根本很難去

堅持下去。希望其他的童軍兄弟們也能夠持之以

恆地繼續玩下去。

幼童軍副團長陸嘉廸（後排右一）帶隊出席2016年香港童軍大會操

幼童軍副團長　林志誠 

大約在十多年前鍾德成旅長跟我說了一句

說話：「不如你加入57旅幫手啦！」就是這樣

我加入成為57旅的領袖直到現在。

在這十多年間我見證了旅團的發展，亦有

幸於2007年成為幼童軍B團得創團團長。不過

因為工作關係，需於2012年退下來逐漸淡出童

軍運動。後來與鍾旅長商量後，決定於2013年

停辦B團，兩個幼童軍團合而為一。直至2016

年度，在工作崗位許可的情況下，我可以再次更

多的參與童軍運動。

本旅逐漸發展成一個「五代同堂」的旅團

（即是一個有齊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

深知童軍團及樂行童軍團，共五個支部），讓小

朋友不用因為承接問題，可以「一條龍式」的持

續參與童軍運動。另本旅有能力舉辦多次的海外

交流活動，使本旅成員可以擴闊視野，讓身為本

旅領袖的我感到十分榮幸。

在這十多年參與童軍運動期間，能夠親身

陪伴及見證一班又一班小朋友成長，有一些由膽

小怕事到能夠勇敢表達自己；有一些由愛搗蛋生



41

香港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1957-2017）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57th Kowloon Group 1957-2017

幼童軍團　劉沛彥 

我旅團生活十分豐富，旅團經常舉辦不同

的活動，令我們的旅團生活更多姿多彩，旅團經

常做外地交流的活動，讓我們認識外地的風味和

別的旅團的活動和規律，旅團也經常做遠足的活

動，令我們接觸大自然，旅團也經常做老人宴表

演的活動，讓我們幫助老人家。我去過完成不同

的活動，都非常有趣。旅團也經常做一些測驗，

來有測試你的進度，然後就給進度章，有不同進

度章來表示不同的能力，有寫作章、有歷奇章、

有急救章﹐這些章可以幫助我們升中學，因為它

能令旅團承認你能力。我已經在爭取拿更多的進

度章。旅團的活動都十分有用，可以教導我們不

同的知識，可以學到在郊外生活，可以學到友善

對人，可以學到不同的課外知識，令我們博學多

才。我旅團生活十分好，我會一直參加下去。

幼童軍團　張駿諾 

我是張駿諾，現在是幼童軍，很開可以加

入五十七旅童軍。我考了水上安全章和娛樂章，

我想考到烹飪的活動徽章，因為我對烹飪感興

趣，也想考到寵物章，因為我覺得貓貓狗狗它們

很可愛，所以我家都養了些金魚。我去過不留痕

和一些遠足，最深刻是不留痕，那次遠足前下冰

雹，令到我的手凍傷了。中秋節時，我們會製作

好吃的月餅，還會玩些遊戲。所以我真的喜歡

五十七旅童軍。

幼童軍團　張多愛 

我在2013年加入了這個旅團，我感到十分

開心，每逢星期六，我就要到九龍塘區童軍去集

會。我沒有考取甚麼章，但我想考取繩結章、步

操章、射箭章……。我這裏的活動最喜愛在室內

做麵包，和室外活動踼足球和遠足。我在童軍

會裏認識了朋友，例如曾穎楠，和童殷霆等等。

我加入幼童軍後，學到許多東西，例如繩結、定

向、步操和烹飪等。我希望將來有一些遠足的活

動。

幼童軍團　趙朗均 

我是一位幼童軍，我在2013年從小童軍升

上來的，我已經做了三年童軍了。我每逢星期六

就會來集會，我們可以訓練到團隊精神和溝道能

力，我一來到幼童軍時，我感到很陌生，完全不

習慣童軍的生活，但是經過長年歲月的訓練，我

變到有成就感了。我參加了不少童軍的活動，例

如探險、急救、水上安全等等。我參加了一年的

金紫荊獎章活動，這個活動充滿挑戰性的活動，

我從當中，學到不少知識。我現在也是藍隊長，

我學會到領導才能等，使我獲益良多，我很喜歡

童軍呢！

幼童軍團　徐啟謙 

我的旅團生活愉快。我逢星期六都會回

來，我是2014年進團的，我喜愛到公園玩。我

想考取急救章，歷奇和金紫荊章。自從我進了

團，我變了很多。我非常喜歡這裏，我認識了很

多朋友，我們都相處得很好。我們常常一起玩。

我非常喜歡去露營，也喜歡到海外交流。我很喜

歡童軍。現在我成為了白隊的副隊長，要看顧白

隊的成員。我會盡力教好他們。在童軍裏，我學

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2016年宣誓及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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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團　陳逸盈 

My scouting life is wonderful and I always 
have a great time. I became a cub scout about 
two ago, I am a leader now Every time need to 
the names on the notebook. Sometimes we will 
go to the playground near the association. We 
may do activities like kicking football or running. 
Sometimes we may cook. I like cooking the most. 
We can made bread, pizza, and we once made a 
orange egg! There also how other activities like 
camping and coloring. I like them a lot!

We are a big family. Me and my teammates 
will solve out problems even though they are 
really hard.

I  a l w a y s  d o  m y  b e s t  t o  g a i n  r e w a r d . 
Sometimes we will  get reward like candies, 
chocolate and chips. we will always play games.

I am really happy to be scout. My scouting 
life was really wonderful,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幼童軍團　林俊羲 

I get to have fun and I get to know a lot of 
friends. We get to play games and do a lot of 
things.

I got introduced to scout from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become a scout in 2013. On my first day 
, I got to know a lot of people and I got introduced 
to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n my scouting life. 
Now I am a leader of white six in cub scout and 
I get to take charge, lead others, and we also get 
to solve problems together. The badges I got are 
from my hard work and from what I like so I got 
these badges. Once, when I was camping, I had 
lots of fun and when I was drinking something , 
my mouth forced blue and we all laughed a lot.

From my scouting life for three years, I know 
that when you become a scout, you will have to 
face problems and learn how to survive in the 
wilderness. I also learned how scout started and 
what happened though out all the years when scout 
started. I would keep on doing my best and learn 
more from my leader. 

九龍地域坐言起行2014童車FUN紛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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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團　黃佳煒 

我的旅團是五十七旅，我由小童軍晉升到

現在幼童軍，我的旅團生活多姿多彩。每逢星期

六，我都會到九龍塘渡過兩個小時的快樂時光。

3時正前，我已經到達了童軍會，我們在三時正

會集合，我們會檢查制服，然後團呼之後，我們

就會進行活動，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活動，如畫

地圖，紀律訓練等。我們間中會到公園遊玩。到

了四點四十五分，我們會在區會，領袖會宣佈近

來的活動，唱唱歌等。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

快，一轉眼就到五點，要回家了。每次離開前，

我都會渴望下星期六快點到來。因為我真的很開

心！時間過得真快，彷彿一眨眼，我已經在幼童

軍渡過了兩年半。童軍章越來越多，真希望可以

儲得全部童軍章呢！我喜歡五十七旅，它的活動

很多呢！如海外交流，全旅遠足等。

我喜歡五十七旅，今年它六十週年了。真

希望它能永遠持續下去，我可以一直持續參加。

即使有一天，我離開了這裏，也一定會牢記着這

裏的。

幼童軍團　何思賢 

我在2014年加入五十七旅幼童軍的大家

庭，經過每位教練的精心的教導和培育，我已由

白隊的普通團員，變成紅隊的隊長。

令我最難忘的經歷有很多，不留痕，旅團

遠足等，有一次，我去了元朗遠足，途中看見有

很多候鳥在天空中飛過，與樹林金黃色的葉子形

成美妙的配搭。走了四分三的路程後，我們要乘

坐河的小輪過一條闊度不足12米的迷你河道。

我希望旅團能夠提供更多元化活動，例如馬術及

科學實驗等。

幼童軍團　潘鉞汶 

我的旅團是香港裏的九龍塘區童軍會。我

是二零一二年入團的，我是小童軍進的，我的

老師有三個，他們很好人，因為他們會幫我們，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我有兩個章，有水上安全

章，我很辛苦才有的，因為老師給我的筆試很

難。我也去過兩次國際電訊日，那裏有很多旅團

的老師很好。我覺得這裏的設施很齊全，我會連

續在這裏學習。我會連續變成童軍。我會參加更

多旅團提出活動。我更會做一個好童軍。

幼童軍團　方綽謙 

我由八歲就參加了幼童軍了。我最喜愛的

活動是遠足和烹飪，因為遠足會讓我大開眼界和

讓我加深對大自然的認識，我喜歡烹飪的原因是

可以自己研究出新的食物。我想考取的章是金紫

荊章和獨木舟章。我取喜歡的活動還有國際電訊

日，因為內裏有很多有趣的遊戲玩，和可以增加

更多課外知識。最後，我希望可以考到各式各樣

的章和增加更多童軍各種不同的常識認識。

國際電訊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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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團　李泓叡 

我加入了這個旅團後，我十分開心。令我

最難忘的事是第三次的營火會。這的活動十分

多。因為營火會的時候，我會學了很多童軍歌

曲。我在童軍生活內，我學會了繩結和烹飪。我

希望可以考射箭章和金紫荊獎章。我最喜歡童軍

因為多，例如國際電訊日、旅行、營火會等等。

童軍可以幫助別人和可以學到童軍的本份。

幼童軍團　方綽嵐 

在二零一七年我參加了很多課餘活動，其

中包括童軍，逢星期六的下午三時至五時，我都

會到九龍塘區童軍會參加幼童軍。我之所以加幼

童軍是因為幼童軍是因為幼童軍裏有很多有趣的

活動，例如，學習繩結、遠足、定向、步操、烹

飪、讀圖、考歷奇獎章、金紫荊獎章、露營學習

生火，學習使用指南針、種植，參加不同地方的

交流等，而且老師偶爾會帶我們幼童軍到對面的

公園做訓練或練習一些比賽。總結而言，幼童軍

有很多活動都令我感到興奮。

幼童軍團　蔡焯林 

我是蔡焯林，我是在五歲開始參加小童

軍，當五年後，我便成了幼童軍。我的旅團生活

很愉快和有很多新奇的活動，例如遠足、步操

等。我喜愛的活動是寫作和到公園和朋友一起玩

耍，因為寫作的時候，可以發揮自己的小宇宙，

而到公園則可以放鬆心情和舒展身心。我也喜歡

參加遠足活動，因為可以增強忍耐力，我還會參

加露營，因為可以學會獨特一個生活。最後我也

要多謝曾教導我的幼童軍領袖一直以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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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篇

童軍團長　翁國輝

自八歲那年起我已開始參加童軍，正巧該

旅團也是第57旅，只是新界沙田區的；2005年

在盧韋斯先生邀請下，正式加入九龍第57旅，

當上童軍團副團長。現在出任童軍團長，更感責

任重大。當上領袖之後，透過技能的學習和教

授，更深刻體會到童軍的精神，例如：由露營中

學習「愛護更惜陰」、從遠足中學習「勇敢不怕

難」、在先鋒工程中學習「相處如手足」。

在旅團生活已十多年，見證很多童軍的成

長，有些由小童軍團晉升幼童軍團，幼童軍團晉

升童軍團，童軍晉升深資童軍團，甚至有些由童

軍成員變成領袖，每年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成長；

回想由未想過參加比賽，直至看着童軍們一步

一步躍進，由會長盃比賽開始，過關斬將，最終

晉身全港童軍嘉爾頓錦標賽。期間，需要接受露

營、遠足、先鋒工程、原野烹飪等方面的考驗，

看到大家都竭盡所能，悉力以赴，本人對他們的

表現引以為傲，並希望日後繼續努力，獲取更好

的成績。

旅團已達入60週年，希望旅團成員人數持

續增長，各位領袖繼續團結，設計多些活動，令

所有童軍可以薪火相傳，一代接一代，繼續培

育多些領袖。願與大家一同努力，共渡更多個旅

慶，迎接57旅的一百週年。

童軍副團長　司徒瑞良

今年是本旅團的第六十週年，本人感到十

分榮幸地得到鍾旅長的允許下加入這人才濟濟的

大家庭。

本人於2000年成為領袖，曾在其他旅團擔

任童軍團團長一職，但因工作為由而暫別了數

年。想當年，我還是童軍時已認識鍾Sir，他很有

親和力，很樂意及無私地教導別人，使我學習了

很多不同的童軍知識及技能，令我成為一位能獨

當一面的領袖，是我的良師益友。我會繼續以鍾

Sir及其他領袖為學習目標，虛心學習，將以前所

學的童軍知識及技能融合一起，來教導及分享往

後的各成員。

衷心祝57旅各成員，能學有所成，薪火相

傳，於將來的社會大學裡，當面對任何困難也能

從容面對，勇於挑戰，成為一位可獨當一面的領

袖！

童軍團長翁國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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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團　鄧觀焉

Over the past  7 years,  I  real ly enjoyed 
being a part of the 57 scout community. My 
favorite activity as a scout was the 105th Scout 
Jamboree. This was a 5 day camp wit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prepared for us. On the first day, there 
was a Pokemon Go inspired activity which you 
scanned QR codes that locate a place for you to 
go to. Once you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there 
are multiple questions and activities you need 
to complete. When you have completed all the 
questions, it brings you to another location with 
different activities. There are 5 locations in total, 
and you get a special edition badge for completing 
at least one of them. On day 2, there was a Supper 
Moment concert. There were a lot of performances 
other than Supper Moment themselves. There were 
some amazing performances, some were not-so-
amazing to me, but overall it was an incredible 
night. Day 2 and day 3 required us to cook our own 
dinner. The food turned out to much tastier than I 
expected, but the cleaning-up part of process was 
extremely tiring. There was only a little soap, and 
the water coming out of the tap was really weak. 
The moment we thought we cleaned everything,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we forgot to wash. There 

was a special event on day 3. People in Star Wars 
costumes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ampsite, and 
we could take a picture with 4 of them to win a 
set of 4 limited edition Star Wars inspired badges. 
Over the 5 day period, there were stalls which you 
could complete activities, and as a reward you 
were gifted a badge. You can win seven badges 
in total, and they fit together to make a giant 
picture. Another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ies as 
scout was the trip to Taiwan. It was very exciting 
meeting scouts from Taiwan, and visiting places I 
haven't visited before. Other activities I enjoyed 
include the camp for the Golden Bauhinia award, 
City Tracing and Fun day (Hiking + BBQ). Being 
part of the scout community and the 57 scout 
community has allowed me to learn a lot of new 
things such as survival skills, cooking, and knot-
tying, and I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this. I also 
enjoyed being a part of the scout community in 
general as well, and I hope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events as well.

  In conclusion, I very much enjoyed to be a 
part of the wonderful 57 scout community and to 
represent the scout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i 
hope to earn more badges and to be a part of more 
upcoming events.

2016年12月10日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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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團　彭振熙

In some ways, I do truly enjoy being part 
of  the scout  community.  'Why?' ,  you might 
ask. Honestly, the reason is rather simple. The 
stereotypical disciplined behavior is already a 
reminiscent of the past. Now, the majority of 
scouts adopt a somewhat immature and childish 
approach to appropriate topics, or in other words, 
conversat ions devoid of  discr iminat ion.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but it applies 
to the majority of the scout community. There 
is also the occasional activity (which includes 
barbecues, canoeing, etc.) as an added bonus (an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omparison to the 
marches in the past).

童軍團　李俊賢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60 th Anniversary! 
Lots of tremendous efforts indeed to make such a 
great team! Keep it up!!

童軍團　陳正珩

不經不覺，我在57已經七年了。在這七年

裏就像剛剛過去一樣。童軍生活裏，我也參加了

很多不同的活動，例如旅慶，聖誕聯歡會等。

在參加這些活動裏，我學會了很多不同的技能，

團隊合作求生技能等，令我獲益良多。領袖們也

很照顧我，體諒我。旅團也會帶領我們到外地交

流。在外地認識到很多朋友。

2016年宣誓及覆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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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團　吳瑞桉

回望過去，我在57旅已經11年了。係呢11

年間，童軍生活令我擴闊了社交圈子，由小童軍

開始，已經開始結識身邊的朋友，而當我升上幼

童軍之後，有很多不同的新挑戰，在考取金紫荊

獎章其間，學識了不同的技能，就好似繩結，露

營技巧等等。在2013年我晉升到童軍團，這個

又是我新挑戰的開始。當我最初到童軍團等兩年

沒有去為總領袖獎章努力過。但是，在上年開始

我發現自己時間無多了，開始上不同的訓練班考

不同的章，訓練班當中，我結識了一些不同旅團

的朋友。而訓練班對我的最大挑戰是要寫計劃書

及報告書。要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抽出時間去做

計劃書實在不容易。最終在今年初成功考獲總領

袖獎章。現在又是我新挑戰的開始。

童軍團　黃智健

不經不覺，我在57旅已經5年了。在這5年

裡，我參加了許多活動。例如童軍105周年大露

營，定向活動，老人宴等。在參加這些活動的過

程中，我學會了不同的技能。例如繩結，追蹤符

號，起營等，生火等等。也培養了我的溝通能

力，協調能力和領導能力。在童軍裡，我也認識

了很多朋友。我在57旅的生活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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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資童軍篇

深資童軍團長　陳尚禮

不知如何說起，加入童軍許久，經歷高低

起跌，與57旅一起成長。有云七年之癢，余卻

仍然喜歡帶領年輕人，教學相長，實係興趣帶

動。自任深資童軍團團長，內心更是滿足。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喜歡亦師亦友之關係。感受至

深，乃今年全港深資童軍比賽，參與訓練期間，

多能感受年輕人之活力，見其策劃、盡展所長，

每每有所上進。團員激發鬥志，鼓足幹勁，一起

完成任務，互相配合，雖有不盡人意之時，均能

迎刃擊破。有感而發：不甘志短，搏盡無悔。一

刻之間，抬頭仰望旅旗，不禁心有感觸，悲喜交

集，盡在不言。

深資童軍　徐嘉琳

不經不覺已經加入了五十七旅這個大家庭

第七個年頭了。從童軍支部、直至現在的深資童

軍支部，我在童軍活動入面接觸了很多新鮮有趣

的活動，不但建立了我的興趣，更找到我往後的

職業目標。在五十七旅入面有很多一起並肩成長

的同儕，我們一同參與獎章考核、一同參與旅團

入面形形色色的活動、一同參與不同的比賽…在

這裡我揮灑了不少青春的汗水及淚水。今年適逢

五十七旅的六十週年，我更與一眾深資童軍參加

全港深資童軍錦標賽2017，將我們多年從童軍

裡學到的知識及技巧發揮出來，更為自己的童軍

生涯寫上了難忘的一章。在此我想感謝五十七旅

的一眾領袖，沒有你們的提攜及教導，一定不能

成就今天的榮譽童軍。最後，再一次恭喜九龍第

五十七旅六十週年誌慶，並祝旅務蒸蒸日上，繼

續作育英才！

深資童軍　李穎嫻

不知不覺，五十七旅已迎來第六十個年

頭，從小童軍到現在深資童軍，細數日子，原來

我加入童軍也有十多年之久了。

常言道：「萬事起頭難」，我卻認為要持

之以恆地做一件事更難。這些年，有笑亦有淚，

有過雄心壯志的日子，亦有意志消沉的時候，幸

好身邊一直有團員的鼓勵、互勉，得以一同堅

持，跨越障礙。因此，長久以來我很自豪亦很感

激能成為五十七旅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這些年

特別是代表旅團比賽的日子，各種訓練奮鬥的片

段，點點滴滴，至今也令我記憶猶新。雖然，多

多少少總有些遺憾可惜，但我相信正因存着這些

的「不完美」才能鼓勵我們日後再接再厲，遇強

愈強。故此，我格外珍惜這些寶貴的經驗與回

憶，相信往後定能為我帶來更多的思考與啟發。

 最後，在此分享一句我很喜歡的說話「珍

惜開始，亦不無端結束」，希望未來我們能繼續

令童軍運動發揚光大，將五十七的精神傳承下

去，並一起迎接更多、更多的週年旅慶。

後排中為深資童軍團長陳尚禮先生



50

香港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1957-2017）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57th Kowloon Group 1957-2017

深資童軍　李穎兒

時光飛逝，轉眼間，57旅已陪伴了我十多

年。我亦由懵懂小孩長大到現在會幫忙帶團的小

領袖。當中經歷了很多事物，由小童軍、幼童

軍、童軍、直到現在的深資童軍。我是在這個旅

團中，一直在大家的照料下長大的。

還記得我第一次帶領小童軍團的時候，

才確切地感受到時光匆匆。頓時回憶起當初

當個小童軍時的情景，當時帶領我們玩遊戲的 

Miss Ng，如今我能站在她身旁一起帶團。面對

著一張張天真爛漫的臉孔，彷彿看到從前的身

影。我記得，當時樂極忘形、無憂無慮的自己；

我記得，當時做錯事而被罵，回家再被母親罵的

自己；我記得，有次刮颱風，本應不用集會但堅

持要回去玩的自己；我還記得晉升幼童軍團當日

的自己。

這十多年間，不僅是身高上有了重大的變

化，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改變。不再是只跟從指令

的小孩。曾經有過質疑、迷網、失落的時候，但

也因這些體會，成就了我。我可惜與朋友間的離

別、我學懂珍惜及感恩。在這旅團中，我受到了

很多的幫助，比賽前的準備，尤其深刻。領袖們

的無私奉獻，以及朋友間的互相支持，令我有著

深刻的體會。

很感謝鍾旅長在各方面的支持。很感謝 

Miss Ng 從前用心的教導及帶領。感謝各團長的

栽培及指導。感謝一直以來幫助過我們的導師及

朋友。更感謝一直支持我和妹妹一起參與童軍活

動的父母。於我而言，57旅不只是一個旅團般

簡單，更是一個盛載回憶及感情的地方。

60年的時光並不易過，當中需要領袖們的

付出，團員的支持，才能有至今的成果。我很喜

歡自己的旅團，我在這裡找到歸屬感。很記得旅

長曾經說過，無論在外的成績如何，我們榮辱與

共。他們給予我們嘗試的機會，失敗時的支持，

比賽時的幫助及鼓勵…全都是我刻骨銘心的體

會。希望旅團日後能繼續向前，旅務蒸蒸日上，

領袖及團員都享受相處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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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篇

樂行童軍團長　盧韋斯 

小時候，我曾經在其他旅團參與童軍活

動，亦曾經擔任領袖，然而時間都並不長久。

卻在因緣際會之下，基Sir（袁偉基）在2005年 

11月17日帶我來到這個「九龍塘區童軍會」，

隨即便開始在九龍第57旅的領袖生涯。原來時

光真的快似閃電，一下子就已經12年，我亦從

童軍團副團長轉為深資童軍團團長，然後再轉為

現職的樂行童軍團長。此一歷程，彷彿在陪伴孩

子一起長大，並見證大家陸續獨當一面。

以我曾經在不同旅團流轉的經歷，現在回

想，深深感受到一個「團」能否持之以恆、穩

步上揚，既不能僅靠成員用心，亦不能僅靠前線

領袖的努力：因為成員即使再用心，團長、副團

長即使再努力，那輝煌卻往往耐不過4、5年。

因為孩子會長大、人才會流失，這個「團」終有

凋謝的一天。要讓旅團能持續發展，我覺得最關

鍵的角色非「旅長」莫屬。人才是流動的，前線

領袖需要持續替補，要如何讓適合的人才負責恰

當的崗位呢？同時，孩子終會長大，參加者能否

遞補而進，如何一面讓新血輸入，一面讓舊人留

駐，以維持旅團的生命力？如此種種，都是需要

旅長處理的任務。如果沒有一位願意付出而且能

夠堅持的旅長，一個旅團很難有長久的發展。

現時，我正把守童軍成員最後一站、也是

預備領袖的第一站—「樂行童軍團」，深深

明白旅長崗位的重要性。輔助鍾Sir（鍾德成）

至今已經12年，在我眼中，他確實是最稱職的

旅長。沒有他的帶領，很難想像九龍第57旅的

六十周年，發展能夠像今天般輝煌。謹藉是次慶

祝的契機，在此再次向鍾Sir三指致敬！

樂行童軍團長盧韋斯（右）正為團員主持宣誓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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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　羅均浩 

一直以來，我都沒有參加過童軍的活動。

我會成為樂行童軍的一份子，是因為團長盧Sir的

介紹。在童軍的生活中，我漸漸發現有許多樂

趣。當大家都認為童軍生活主要只是露營時，我

卻發現57旅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十分多元化。

而且那些童軍技能，比我想像中還要豐富：例如

繩結，我從來沒有發現竟然有那麼多的打法！我

覺得童軍生活的樂趣，正在於可以參加各式各樣

的活動，並從中學習到不同的技能。

另一方面，由於我承擔了「武術小組」的

執行工作，所以定期都與一群參加的小童軍聚

在一起。在我的心目中，這一群孩子雖然比較貪

玩，在學習八極拳的過程其實難以專心，但我運

用了在旅團中學到的方法，開始為訓練活動注入

遊戲的元素，便漸漸成功吸引大家專心練習，自

此以後，這群小童軍在練習武術時開始認真起

來，讓我感有成功感。從中可知，我已能把在童

軍中學到的方法，在帶領活動之中運用出來。

此刻正值57旅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恭祝旅

團發展蒸蒸日上！

樂行童軍及教練員　王俊強 

大約在一年前，我接受了朋友的邀請，正

式加入九龍地域第57旅童軍並成為了當中樂行

童軍的一員。加入童軍後，我感受到童軍大家庭

的各種熱情，包括旅長及團長對童軍的詳細講

解、每星期的集會、各式各樣的旅團活動、以至

童軍的大露營，都令我印象深刻，難以忘懷。

說到當中最難忘的活動，必定是在2016年

尾舉辦的香港童軍105周年紀念大露營，而我自

己亦有幸參加其中。當時正值經過平安夜及聖誕

節，各個香港童軍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童軍都聚在

一起，慶祝香港童軍105周年，並在大嶼山竹篙

灣的營地中渡過聖誕節，雖然當時氣溫低而且不

時下雨，但亦無阻各位的熱情，盡情投入大露營

的活動。 

一年過去，回想起過去參加的活動，都是

意義十足，內容非常豐富，沒有不如意的事情

發生。在未來的日子，我會繼續參加童軍活動，

亦希望能將自己所學的技能教授予小童軍及幼童

軍，讓他們學以致用。再者，我亦會參加57旅

童軍的集會，除了能夠獲取額外的童軍技能，另

一方面能夠協助旅團發展。在此祝賀九龍地域第

57旅童軍成立6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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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篇

小童軍吳卓諾家長

卓諾加入了童軍九龍第五十七旅差不多三

年了，回想當初卓諾是一個較為內歛及害羞的

小孩。我們安排他參加童軍，是希望他能從童軍

活動中學會與人相處之道、遵守紀律的重要性及

關心身邊的事物。三年間，卓諾參加了不同的童

軍活動，包括營火會、遠足活動、童軍露營及童

軍大會操等，讓他在成長路上得以擴闊眼界及

增添難忘的回憶。最後希望藉此感謝旅長鍾德

成先生（鍾Sir）及小童軍團長吳嘉雯小姐（Miss 

Carmen）的指導，讓童軍們能愉快地投入童軍

活動!

 

小童軍蘇彥彰媽媽

彥彰加入了第57旅已一年有多了，感謝各

領袖的悉心教導及安排不同的精彩活動給各團友

及家人參加，讓我們獲益良多，亦可增進親子關

係。彥彰在紀律及行為上也有明顯的進步。再次

感謝各領袖在時間和精神上無私的奉獻，期望旅

團日後繼續成為最優秀的旅團，亦祝賀旅團60

週年生日快樂！

 

小童軍區宇揚家長

Scouts 57 th Kowloon Group
Countless activities and so much fun!
Outtings, camping, visits, sports and parties
Useful knowledge and precious experiences gained
Through discipline and education, shaping boys 

and girls to be a useful citizen
5+1 amazing leader

1957 till now are many years of hardwork and effort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raining and leadership
Happy 60 th birthday and many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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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尹煒昌家長

Happy 60 th anniversary to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57 th Kowloon Group. You have 
served the community well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have given many children the love, 
the time and the space to grow as a group. We 
wish you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and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more children sharing the 
joy and fun.

幼童軍郭焯龍家長

三年前，我的兒子焯龍戰戰兢兢的參加了

五十七旅的小童軍。三年過後，他很享受集會的

時間，每次集會前都會提醒我們要準時送他到集

會地點，集會後又會很雀躍地跟我們分享點滴。

我剛剛問他：「上童軍學懂什麼﹖」他說：「我

學會獨立，不會依賴別人，學了童軍規則，童

軍團呼，還有學到綁繩結及看指南針的技巧。希

望我日後升上童軍隊，可以參加露營、宿營、遠

足……」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想這正是參加

童軍有趣的地方，在童軍會學到的知識很廣泛，

包括有身心成長訓練如遵守紀律，克服困難，人

際關係等等，亦會從不同的活動如城市遊踪、遠

足、露營、各項的參觀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

識。

我藉著六十週年旅慶的大日子，感謝童軍

領袖，他們認真及不辭勞苦的安排不同的節目

及照顧一大班孩子，功不可沒，值得致敬。祝願

五十七旅明天會更好，期待五十七旅邁向更精彩

更多的六十年。

幼童軍李潔瑜家長

不經不覺，九龍塘57旅就60週年旅慶啦！ 

在此，祝賀57旅60週年旅慶快樂！繼續邁步，

承接更多個60週年。

我的女兒由2011年開始加入57旅這個大家

庭，不經不覺已經六年了，57旅陪伴著我的女

兒成長，培育佢嘅合作精神，團體力量，相親相

愛，就猶如一個大家庭一樣。

藉著這次機會，再次要多謝以下人仕：首

先一定係57旅靈魂人物靚仔鍾Si r（鍾德成先

生）、Billy Sir（鄧家宙博士）、Miss Carmen Ng、

翁Sir（翁國輝先生）、林Sir（林志誠先生）、

譚Sir（譚子豪先生）、陸Sir（陸家廸先生）、

Crystal姐姐。

最後再次衷心祝福57旅60週年旅慶快樂！

繼續不斷成長，不斷擴展，培育更加多精英，發

揚童軍精神。 

幼童軍鄭羲承家長

不知不覺大仔羲承參加57旅團已三年多，

三年多的生活可以說是多知多采，玩過獨木舟、

在八度的天氣下行山、怎樣起火煮食等等；更

可以與不同地方的小朋友交流，增值讀書以外的

知識，還可以親身感受及嘗試，使個人成長了不

少。另感謝旅團所舉辦的親子活動，可以讓我感

受到旅團的氣氛，還可遊歷香港不同的地方，增

加親子共同回憶。一個旅團能夠擁有60週年，

實在得來不易，無論旅長及各童軍團團長等人的

工作真是功不可沒，在此祝旅團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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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黃智健、幼童軍黃佳煒媽媽

恭喜童軍57旅踏入60歲了，真開心啊！

不知不覺間，兩個兒子加入童軍已經超過

五年了，在五七旅的日子裏，他們學會了繩結、

獨木舟、攀石、野外生存技巧等等，尤其喜愛特

顯團隊精神的「城市定向」，通過這活動，學會

了如何策略性地選擇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快捷

準確地到達指定的地點、學習製作糕點食品的過

程，令他們能學以致用和加深理解傳統節日的來

由和禮節。

衷心多謝旅長鍾Sir和各位團長們這些年來

對每個童軍成員的投入和付出，你們就像火車頭

一樣，用你們的熱誠和愛心牽引着童軍團成員們

齊喜樂、共進退，步步向前。

感激您們！

深資童軍黃靜楠、黃奕瑋家長

我家有兩個相差1歲半，但性格截然不同的

姊弟，回想當天，透過幼稚園，認識旅團，一心

只想她/他們在成長階段中，找一項有益身心的

課外活動，十多年時間轉瞬過去，旅團有訓練，

有學習，有比賽……也訓練出我對寶貝……一份

堅持！

記得女兒一句說話：比賽不是成與敗，只

是要享受當中過程！最後，真的感謝旅團帶給她

／他們一個愉快的童年！

童軍鄧觀焉、幼童軍鄧梓嫣家長

我的一對子女，從他們五歲便已經加了入

57旅小童軍，現在他們分別是幼童軍和童軍

了。這七年來我們參加了多次由旅舉辦的不同形

式的家庭同樂日。團長和領袖們都十分專業和負

責，而每次我們一家都玩得非常開心！

我覺得我的子女入旅後他們跟別人的溝

通，合作和獨立性有了進步。旅團所舉辦的訓

練，活動也令他們吸收了很多課本上沒有的知

識。每次的出外交流團更令他們增廣見聞和與不

同國家的童軍做朋友。

我非常感激團長和領袖們多年來的照顧和

指道，攪盡腦汁地設計不同形色的活動令我們每

次都有新意。 而最重要的是每次參加集會和活

動時，子女都很開心而作為家長的我也感到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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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紀念章（20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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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第五十七旅－ 60周年紀念章設計（成品）
Louis LO

1) 5 月 6 日 -60 週年開幕禮暨城市定向活動

2) 7 月 20 至 25 日 - 區會馬來西亞活動

3) 8 月 26 日 - 60 周年旅慶典禮

4) 10 月 21 日 -60 週年宣誓、覆誓及晉團典禮

5) 12 月 -60 週年親子露營活動 

6) 18 年 3 月 -60 週年閉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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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部獲獎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塘區運動會2012：全場總冠軍 2012

九龍塘區運動會2010：全場總冠軍 2010

九龍地域GTC旅團最高籌款獎冠軍 2006

九龍塘區最佳服務旅團亞軍 2005

九龍塘區最佳服務旅團季軍 2004

各支部獲獎
小童軍團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7

復活節填色比賽

季軍：尹煒昌

優異獎：鄭兆晉、符榮津 

2017

區總監盃錦標賽

幼稚園組：冠軍及亞軍

「來來回回」單項：冠軍

2016

九龍塘區聖誕賀咭設計比賽

季軍：吳卓諾

優異：黃逸朗、葛崇俊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6

九龍塘區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亞軍：張頌齊　　優異獎：劉施霈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5

九龍塘復活節填色比賽

優異獎 : 馬天揚

2015

九龍塘小童軍聖誕節攝影比賽

親子組冠軍：吳卓諾

個人組優異獎：郭焯龍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4

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 Amazing Race
冠軍：石懷璞

亞軍：陳雋昇　　季軍：鄧梓嫣

2014

九龍塘區小童軍營火歌唱比賽：冠軍

參賽成員：石懷璞、張宇霆、何慧錡、

吳卓諾、陳天朗、張駿諾

2014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塘區小童軍復活蛋色比賽2014

冠軍：蘇永鏗

亞軍：陳逸盈　　季軍：石懷璞

優異：蘇永鏘，梁頌齊，劉沛彥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2

九龍塘區小童軍競技比賽2011：

全場總季軍及三個單項冠軍

2011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頒獎典禮：金獎 2011

九龍塘區小童軍兔年填色比賽：亞軍

李潔瑜

2011

九龍地域小童軍錦標賽2011

個人傑出獎：蔡琮崙

親子比賽「草蜢運豆樂」：季軍

救救地球：優異獎

2011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9

九龍塘區烹飪比賽：冠軍、季軍

冠軍：吳佩恩　　季軍：何蔚天

2009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8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7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05

旅團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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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團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7

九龍塘區幼童軍創意揮春比賽

冠軍：張迦晞　　亞軍：李潔瑜

優異獎：鄧觀焉、石懷璞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4

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 Amazing Race
亞軍：陳灝懷　　季軍：呂欣鴻

2014

九龍塘區幼童軍揮春書法比賽2014

冠軍：彭俊達 　　季軍：張博文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A團）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B團）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A團） 2012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B團） 2012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A團） 2011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B團） 2011

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冠軍（A團）

隊長：陳立熙

隊員：陳正晞、黎皓廷、黃澤鏗、陳蒨

懷、梁焯恆、梁煒淇、羅康祐、陳延行

2010

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亞軍（B團）

隊長：李穎嫻

隊員：吳昕橋、陳孟堯、謝韻晴、朱穎

芯、馮幸孜、區倬僖、余卓芝、謝韻縈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A團）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B團）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A團） 2009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B團） 2009

九龍塘區烹飪比賽：亞軍（B團） 2009

九龍地域幼童軍錦賽：冠軍（A團） 2009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08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7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0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3

童軍團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7

九龍塘區主席錦標賽：季軍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5

九龍地域會長盃：亞軍

隊長：張天頤　　副隊長：黃靜楠

隊員：徐嘉熹、吳澤烽、余卓芝、

朱穎芯、吳佩恩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頒獎典禮 : 金獎 2014

香港童軍總會兩代同心Amazing Race
季軍：丘狄希

2014

2014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第6名

隊長：黃靜楠　　副隊長：李穎嫻

隊員：張天頤、陳正晞、朱穎芯、徐嘉熹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3

九龍地域會長盃暨

嘉爾頓選拔賽2013：亞軍

營地建設及營地烹飪單項：冠軍

隊長：關詠霖　　副隊長：李穎嫻

隊員：黃靜楠、余卓芝、張天頤、

陳正晞、徐嘉熹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2

九龍地域會長盃錦標賽2012：亞軍

營地建設及營地烹飪單項：冠軍

隊長：徐嘉琳　　副隊長：關詠霖

隊員：李穎兒、許頴桐、李穎嫻、

黃靜楠、吳昕橋

2012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1

九龍地域會長錦標賽2010：季軍

先鋒工程單項：冠軍

隊長：黃芷晴　　副隊長：彭家輝

隊員：關量駿、吳其芯、孔令海、

李穎兒、許穎桐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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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團（續）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塘區烹飪比賽：亞軍

成員：鄺楚瑩、胡寶瑩、黃芷晴

2009

九龍地域童軍創意工程競賽

營地模型王：季軍

2008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8

2008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第15名

隊長：何楚翹　　副隊長：謝卓杰

隊員：鄭凱駿、陸嘉迪、鄺楚瑩、

梁家康、鍾慧清

2008

九龍地域地域嘉爾頓選拔賽：殿軍

隊長：謝卓杰　　副隊長：鄭凱駿

隊員：何旻熹、陸嘉迪、鄺楚瑩、

胡寶瑩、鍾慧清

2007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7

九龍塘區主席盾：冠軍

隊長：陳智傑　　副隊長：鄭凱駿

隊員：何楚翹、何旻熹、謝卓杰、

鄺楚瑩、胡寶瑩、鍾慧清

2007

九龍地域會長錦標賽

童軍技能單項比賽：冠軍

隊長：鍾覺浩　　副隊長：陳智傑

隊員：黃芷君、屈穎彤、何旻熹、

鄺楚瑩、鄭凱駿

200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05

九龍塘區主席盾：季軍

隊長：鄭子軒　　副隊長：梁述曦

隊員：李希揚、黃芷君、關若曦、

鍾覺浩、何楚翹、張偉竣

200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優異獎 2003

深資童軍團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7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16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5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13

九龍塘區樂行童軍及深資童軍

烹飪比賽2013：冠軍

參加者：陳智傑，鄺楚瑩，孔令海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12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1

九龍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2010：亞軍

隊員：陳智傑、張偉竣、

李希揚、陸嘉翹

2010

九龍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2010：季軍

隊員：鄭凱駿、陸嘉迪、

鍾慧清、鄺楚瑩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0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金獎 2009

九龍地域地域深資童軍錦標賽：亞軍

隊長：張偉竣　　副隊長：陳智傑

隊員：黃芷君、麥光輝、鄭曉清

2007

樂行童軍團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7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銅獎 2014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銀獎 2013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優異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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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獎勵

金紫荊獎章

姓名	 年度

劉俊熙 2016

陳正珩 2016

鄧觀焉 2016

梁家朗 2016

趙朗均 2016

郭立昇 2015

呂欣鴻 2015

黃智健 2015

黃采盈 2014

彭振熙 2014

朱穎玲 2014

柳皓文 2014

吳澤烽 2013

葉楓 2013

丘狄亨 2013

江朗橋 2013

李俊賢 2013

樊璧蔚 2012

朱穎芯 2012

楊其亨 2012

余卓芝 2012

宋樂欣 2012

吳瑞桉 2012

吳佩恩 2012

吳嘉穎 2012

陳蒨懷 2012

黃奕瑋 2012

陳立熙 2011

陳正晞 2011

黃澤鏗 2011

吳昕橋 2011

林勺寧 2011

陳延行 2011

康芷穎 2010

黃沛濂 2010

邱振烽 2010

黎皓廷 2010

姓名	 年度

區倬僖 2010

梁栢浩 2010

鄭灝霖 2010

謝韻縈 2010

梁子軒 2010

李穎嫻 2010

謝韻晴 2010

馮幸孜 2010

陳孟堯 2010

蔡芷晴 2010

梁沛霖 2010

何瑋晴 2009

甄文軒 2009

關詠霖 2009

宋樂怡 2009

許穎桐 2009

李穎兒 2009

李廷熙 2008

任朗旼 2008

吳其芯 2008

許奕翹 2007

彭家暉 2007

文冠婷 2007

袁梓泰 2006

黃芷晴 2006

文冠棠 2005

陸嘉翹 2005

胡寶瑩 2005

鍾慧清 2005

葉穎朗 2005

曾韋霖 2004

朱希進 2004

鄺楚瑩 2004

樊曉峰 2004

吳家俊 2004

陳建源 2004

熊俊文 2004

姓名	 年度

葉哲晞 2004

陳加偉 2004

陳宇謙 2004

蔡嘉明 2004

甄雅莉 2004

孔令兒 2004

宋文軒 2004

李富和 2004

譚雋熙 2004

鄭凱駿 2004

陳志朗 2004

張其謙 2004

楊子進 2004

伍力行 2004

茹善行 2004

劉子衡 2003

梁亦朗 2003

李希揚 2003

陳智傑 2003

梁述羲 2002

蔡兆恒 2002

祈子峰 2002

關若曦 2002

陳子聰 2002

何家緯 2002

魏家駿 2001

陸寶廷 2001

總領袖獎章

姓名	 年度

徐嘉熹 2017

楊其亨 2017

朱穎芯 2016

黃奕瑋 2016

余卓芝 2016

黃靜楠 2015

李穎嫻 2015

關詠霖 2014

徐嘉琳 2013

李穎兒 2013

彭家暉 2012

孔令海 2012

吳其芯 2012

黃芷晴 2011

關量駿 2011

龐嘉浩 2010

吳承謙 2010

鄭凱駿 2009

鄺楚塋 2009

鍾慧清 2009

胡寶瑩 2009

謝卓傑 2008

梁家康 2008

陸嘉迪 2008

屈穎彤 2007

何楚翹 2007

陳智傑 2007

黃芷君 2006

關若曦 2006

梅皓傑 2006

張偉竣 2006

鄭凱鍵 2005

鄭子軒 2005

梁述羲 2005

鍾覺浩 2005

胡穎儀 2004

李啟剛 1988

榮譽童軍獎章

姓名	 年度

徐嘉琳 2017

鄺楚瑩 2013

李廷軒 2008

胡穎儀 2008

陳成璋 1970

陳石華 1970

周占南 1970

何良荃 1970

陳樹堅 1969

梁文樂 1969

郭啟源 1967

羅滿慶 1967

黃永健 1967

貝登堡獎章

姓名	 年度

陳尚禮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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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趙朗均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李泓叡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張皓霖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何慧錡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林俊羲 幼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何慧錡 幼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黃佳煒 幼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鄭羲承 幼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何思賢 幼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吳瑞桉 童軍 徽煌成袖獎 2017

郭焯龍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6

吳卓諾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6

劉栢熙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6

吳卓諾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6

陳澔朗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6

石翹彰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6

潘展諾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6

郭焯龍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6

張皓霖 幼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6

陳正珩 幼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6

張宇霆 幼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6

徐嘉熹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6

朱穎芯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6

余卓芝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6

Fox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6

陳沅盈 幼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5

劉俊熙 幼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5

郭焯龍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5

陳天朗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馬天揚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陳樂雩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何慧琦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其他獎項
姓名 支部 獎項名稱 獲取年份

陳文俊 小童軍 九龍地域小童軍

錦標賽2008：

個人傑出表現獎

2008

吳嘉穎 小童軍 九龍地域小童軍

錦標賽2008：

個人傑出表現獎

2008

許奕翹 幼童軍 GTC郊野樂行個人

最高籌款獎：季軍

2006

胡穎儀 深資童軍 九龍塘區最佳服

務童軍獎：冠軍

2005

鄭凱鍵 深資童軍 九龍塘區最佳服

務童軍獎：亞軍

2005

胡穎儀 童軍 九龍塘區最佳服

務童軍獎：冠軍

2004

 

成員旅團獎勵
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尹煒昌 小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鍾朗維 小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郭焯龍 幼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陳雋昇 幼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石懷璞 幼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劉俊熙 童軍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7

黃逸朗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鍾朗維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梁蕙蕎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符榮津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鄭兆晉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鄭家曦 小童軍 最佳表現獎 2017

徐啟謙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吳澤誠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鄭思進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陳雋昇 幼童軍 最佳出席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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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麥皓堯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李泓叡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5

呂欣鴻 幼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5

林俊羲 幼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5

張天頤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5

黃靜楠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5

李穎嫻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5

Fox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5

陳沅盈 幼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4

劉俊熙 幼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4

鍾朗維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4

鍾明諭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蘇永鏗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蘇永鏘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黃佳煒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陳景騫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張宇霆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4

郭立昇 幼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4

林俊曦 幼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4

呂欣鴻 幼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4

關詠霖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4

黃靜楠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4

Lion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4

李潔瑜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3

劉俊熙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3

趙朗均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3

石懷璞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3

陳正珩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3

李潔瑜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3

鄧梓嫣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3

陳喬立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吳澤烽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吳嘉穎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陳喬立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吳澤烽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丘狄亨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方津怡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方栩怡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江朗橋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3

張一柱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李烱熙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朱穎玲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陳曉雪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黃靜楠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吳昕橋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3

Fox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3

劉俊熙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2

鄧觀焉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劉俊熙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彭清揚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陳正珩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徐家灝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丘狄亨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呂欣鴻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2

陳喬立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陳正晞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吳佩恩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鍾　晴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柳皓文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余卓芝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朱穎芯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楊其亨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朱穎玲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陳曉雪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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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陳曉盈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張一柱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陳欣彤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孔令海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李穎兒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2

黃靜楠 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彭家暉 童軍團 最佳出席獎 2012

Tiger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2

柳皓文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1

黃采盈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李潔瑜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柳皓文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劉彥滔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鄧熙瑜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彭俊達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盧思行 小童軍團 最佳表現獎 2011

陳正熙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陳立晞 幼童軍Ａ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陳蒨懷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葉楓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吳澤烽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陳韻堯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余卓芝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區倬僖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陳韻堯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朱穎芯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柯端行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1

黃芷晴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彭家暉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吳其芯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1

Fox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1

關詠霖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0

姓名／隊名 屬團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陳正晞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0

黃澤鏗 幼童軍Ａ團 最佳出席獎 2010

朱穎芯 幼童軍Ｂ團 最佳出席獎 2010

吳昕橋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0

區倬僖 幼童軍Ｂ團 徽煌成袖獎 2010

鍾慧清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0

吳承謙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0

胡寶瑩 童軍團 徽煌成袖獎 2010

TIGER 童軍團 最佳小隊 2010

柳皓文 小童軍團 最佳獎券銷售獎 2010

 

成員旅團獎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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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章
姓名 職位 名稱 獲取年份

吳麗華 幼童軍副團長 木章（幼童軍支部） 2011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木章（旅長／總監） 2010

陳尚禮 樂行童軍團長 木章（童軍支部） 2010

鍾德成 旅長 木章（旅長／總監） 2010

陳樹堅 旅秘書 木章（旅長／總監） 2009

何樂勤 幼童軍副團長 木章（幼童軍支部） 2009

林志誠 幼童軍Ｂ團長 木章（幼童軍支部） 2009

翁國輝 童軍副團長 木章（童軍支部） 2008

袁偉基 童軍團長 木章（童軍支部） 2008

盧韋斯 童軍副團長 木章（童軍支部） 2008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木章（小童軍支部） 2004

鄧建誼 幼童軍團長 木章（幼童軍支部） 2003

鍾德成 旅長 木章（童軍支部） 1996

 

童軍總會獎勵／其他獎項
姓名 職位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林志誠 幼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7

吳麗華 幼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7

鄧家宙 幼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7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7

翁國輝 童軍團長 優異服務獎章 2016

葉富華 旅主席 長期服務獎章 2016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優異服務獎章 2015

鍾德成 旅長 功績榮譽獎章 2015

盧韋斯 深資童軍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12

林志誠 幼童軍Ｂ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12

鄧建誼 幼童軍Ａ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11

翁國輝 童軍副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10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10

林志誠 幼童軍Ｂ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10

翁國輝 童軍副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10

胡穎儀 幼童軍副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10

姓名 職位 獎勵名稱 獲取年份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09

林志誠 幼童軍Ｂ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09

袁偉基 童軍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09

鄧建誼 幼童軍Ａ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09

盧韋斯 童軍副團長 傑出旅團領袖 2008

鍾德成 旅長 優異服務獎章 2008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08

盧韋斯 童軍副團長 香港童軍總會「和平獻禮」

徵文比賽高級組亞軍

2008

鍾德成 旅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08

鍾德成 旅長 大都會露營徽章銀章 2007

吳嘉雯 小童軍團長 大都會露營徽章銅章 2007

盧韋斯 童軍副團長 大都會露營徽章銅章 2007

鍾德成 旅長 香港總監榮譽笛子 2005

鍾德成 旅長 優良服務獎章 1999

 

領袖木章及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