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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二十九屆會務委員會週年會議，已於本年六月十五日
晚上七時，於香港童軍中心八樓803室本會會所舉行。當日葉永成會長
由於有事不克出席，故由周華焯副會長主持會議。而鮑紹雄總監則委派
了盧偉誠總監作為代表。
是次會議中，先由馬學欽主席為各小組簡報過去一年之工作，
然後由衛守勳司庫闡釋經審核之是年度財務報告。再來便是選任
2007/2008年度本會有職守人士、會務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成員，
並由盧偉誠總監代表香港總監宣布委任馬學欽先生為新一屆會長，而由
葉永成先生出任主席。而新一屆會務委員會成員名單列右。
此外，本會亦委任何鐵文蘇漢章梁樹賢會計師行擔任義務核數
師，及委任趙純銘律師擔任義務法律顧問。最後，周華焯副會長致謝辭
並宣布散會，之後享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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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世界大露營 ﹣Marathon, Greece 1963
以“更高更遠”(Higher and Wider)為主題，第十
一屆世界大露營於1963年在希臘古蹟馬拉松
（Marathon）舉行，該地為古希臘戰場，曾於
公元前490年發生了古希臘人與波斯人的大規
模戰爭，近代的長跑運動亦於該地開始，故長
跑一般均以馬拉松命名。
大露營由希臘王子康士坦丁（Prince
Constantine）親臨主持，來自89個國家或地區
的一萬四千童軍參與了開幕儀式，營期間希臘王
及王后亦有到營地參觀，而英聯邦總領袖麥其倫
（Sir Charles Marlem）則在一個儀式中向康士坦丁王子頒
授了銀狼獎章。
這次大露營分發給所有參與者的是一枚金屬徽章，其形狀是古
希臘戰士所用的盾牌，盾牌正中有童軍徽號及舉辦年份1963字樣，徽
章上方鑄有主題“11th World Jamboree Mondial”，下方則有希臘
文“                       ” ( 意即 Greece ) 及橄欖葉，在古希臘，橄欖葉是勝利

的象徵，加上其他輔助圖形，例如
一個童軍手持盾牌向前奔走，其影
子則為一個同樣手持盾牌的古希臘
戰士，貫徹了“更高更遠”的向上
雄心及爭勝精神。
此紀念章古意盎然，設計刻
意復古，更使用了希臘古蹟上常見
的文字式樣，使其在眾多大露營紀
念章中獨樹一幟，與眾不同。

第十二屆世界大露營 ﹣Idaho, USA 1967
1967年，第十二屆世界大露營於美國愛德荷州（Idaho）國立
公園舉行，有一萬二千名童軍參加，來自107個國家及地區，而以英國
代表團的一千三百人陣容最為強大，他們穿上了新改制的制服，以慶
祝英國童軍成立六十週年。
大露營的主要探訪者包括貝登堡勛爵遺孀 Olave, Lady BadenPowell 及美國副總統 Hubut Humphrey；此屆露營以「促進友誼」

• 此文陳列之大部份歷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紀念章真品由
收藏家游汝楷先生借出，謹此致謝。

（For Friendship）為主題，期望參與露營
的成員發揮友愛、互相關懷，進而達到貝氏
創辦童軍的主旨；大露營紀念章採用露營
地點愛德荷州最高的山峰 Mount Borah 為
背景，Mount Borah 高三千八百多米（其
北峰 North Face 據說為某禦寒外套品牌的
名字來源），全年積雪，在紀念徽章中其雄
偉的山勢放置正中，上有童軍徽號，四周
圍以“World Jamboree 1967”及“Idaho,
U.S.A.”字樣，章外邊緣圍繞以童軍繩並在
底部收以平結，設計簡樸寫實，為當時北美常見的設計風格。

「精神永在」（The Spirit Lives On）是第十五屆露營的口號，
營地位於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的Kananaskis Country，位處洛磯山
脈山麓，有106個國家和地區的約一萬五千人參加，
是次露營亦舉行了童軍運動75週年慶典閉幕和
紀念創辦人貝登堡勛爵125歲冥壽的儀式。
大露營紀念章為圓形，正中以洛磯山
脈為背景，前景為營地，上下有“XV World
Jamboree Mondial”及“Alberta Canada
1983”字樣，左右綴以世界童軍徽號及加
拿大國徽，設計與十二屆大露營的設計一脈相
承，同樣的簡樸寫實，明顯受其影響極深。

第十三屆世界大露營 ﹣
Asagiri Heights, Japan, 1971

第十六屆世界大露營 ﹣Sydney, Australia, 1987

位於富士山西山山麓的朝露高原
(Asagiri Heights) 是1971年第十三屆大露營
的所在地，這次在亞洲舉行的第二次大露營
為日本政府高度重視，有來自87個地區或國
家的二萬四千童軍參與盛事。
營地風景秀美，為日本童軍會多次
舉辦大露營的地點，可惜天不造美，世界大
露營期間營地受到強烈颱風吹襲，營帳損失
慘重，惟大露營大多數活動均在惡劣天氣中
如常舉行，包括攀爬富士山及國際之夜等。
大露營主題為「增進瞭解」（For Understanding），希望發揚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童軍精神，露營紀念章設計平實而充滿東瀛風格，
由日本童軍徽更改而成，把本來在童軍徽中間的日本國花變成外圍，
中間放置世界童軍徽號，並有“13th World Jamboree Nippon” 及
“1971 日本”字樣，較為特別的是紀念章的外型設計成垂直錦旗的樣
子，創新而奪目。

第十四屆世界大露營 ﹣Lillehammer, Norway, 1975
第十四屆世界大露營由北歐五國包括丹麥、瑞典、挪威、芬蘭
及冰島聯合主辦，於1975年在挪威 Lillehammer 舉行，共有九十四個
國家及地區的童軍代表約一萬七千多人參加，全部均感受到北歐五國
的熱誠款待，包括當地家庭的接待和編排周到的各項活動等，當然不
能或缺的是當地美麗得懾人的藍天。
大露營主題是「五指一手」（Five Fingers, One Hand），其
意義為一手比五指分開力量強大以喻團結的重要，五指也代表了五大
洲的童軍成員和大露營的五個主辦國。
紀念章的視覺效果方面，則以露營地點附近挪威國家公園的
連綿山勢演變成極具現代感的線條圖案，既像五個山峰，也是五個營
幕，更呼應了大露營主題「五指
一手」，設計極為現代，視覺效
果創新，章上只有“Nordjamb
75”及“14th World Jamboree”
字樣，加上世界童軍徽號，排列
恰當精確，用色空前簡單，為極
好的現代簡約設計典範。

第十五屆世界大露營 ﹣Kananaskis Country, Canada, 1983
第十五屆世界大露營原訂於1979年初在伊朗舉行，惟當年伊朗政
治動盪，兵戈四起，大露營被迫取消，世界童軍組織遂將是年定為「世
界露營年」（World Scout Jamboree Year），由各地自行舉辦為地區大
露營以作替代，而第十五屆世界大露營則延至1983年由加拿大舉辦。

四年之後，第十六屆世界大露營移至南半球的澳洲舉行，有98
個國家或地區的一萬六千人參加，並有約一萬三千名探訪者，主題是
「讓世界靠近」（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此屆大露營第一次有
女童軍會的成員參與，而貝氏的女兒
比蒂及其他九位貝氏直系子孫也有出
席。大露營在87年12月31日午夜正
式開幕，並作為澳洲建國二百年慶典
的序幕。
大露營紀念章配合主題，以上書“World Jamboree Mondial”
字樣環帶所圍繞的地球為主要圖案，配以世界童軍徽號，袋鼠及澳洲地
形，澳洲國旗上的五星則置於右方，下有“Australia 1987-88”字樣。

第十七屆世界大露營 ﹣
South Korea, 1991
以主題「四海一家」（Many
Lands, One World）的十七屆世界大
露營再於亞洲舉行，此次營地在韓國
雪嶽山國家公園（Soraksan National
Park），有來自130個國家及地區的約
一萬六千名成員享受到主辦國的熱誠款
待和多姿多采的活動安排。
大露營紀念章以1991為主要設計，其中的兩個9字變成配
戴領巾，展現微笑的童軍成員，背景為營地山景及藍天白雲，平和秀
麗，強調了營地有“Land of the Morning Calm”的美譽。

第十八屆世界大露營 ﹣Holland, 1995
1995年大露營再次移師歐洲，第十八
屆世界大露營在荷蘭Flevoland 舉行，這次
盛事有二萬八千人參加，主要創新特式是設
有推動國際友誼和環境保護的地球發展村，
充份彰顯了大會「明日在今天開始」（The
Future Start Today）的主題。
由於是屆大露營由男女童軍會合辦，
大會紀念章由男女童軍徽加上象徵仰視未來
的眼晴組成，背景為荷蘭國旗，配以“18th World Jamboree Mondial
Holland 1995”字樣及世界童軍徽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在西班牙巴
塞隆拿(Barcelona)舉行的第十五屆奧林匹克運
動會的會徽設計使一種設計風格「隨意派」大
為囑目，這種崇尚自然，不大依靠繪圖儀器，
看似簡單，其實設計師的功力和技巧在作品上高下立判的圖案設計形

會所動態

丁亥年 聯歡盆菜宴

會務通告
6至12月興趣課程
本會即將開辦下列興趣課程，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參加，詳情如下︰
■ 太極拳 本課程首階段會教授太極拳之樁法，基本動作及步法，並根據國內編訂
段位制，教授一段之八式太極拳及二段之十六式太極拳兩個套路。
上課日期：26/6/2007至14/8/2007(逢星期二)
時
間：晚上7時30分至8時30分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60
■ 太極扇 -

2007年3月2日在會所內舉行丁亥年新春團拜暨會員生日會聯歡盆

分會動態

菜宴，由於場地限制，只接受120位人士參加。當日筵開12席，場面熱鬧，
賓客將整個會所擠得密密麻麻。節目開始時，由本會會長葉永成先生、主
席馬學欽先生及總監盧偉誠先生先派發新春利是，人人有份。接著便一面
享用美味的盆菜，一面欣賞特別安排之餘興節目，如歌星表演及眾賓客輪
流獻唱等。之後更有猜燈謎等遊戲，活動的高潮
當然是大抽獎環節，除了精美禮物外，還有數拾
封大利是。是次活動承蒙香港總監鮑紹雄先生、
會長葉永成先生、主席馬學欽先生、名譽會長馬
慶豐先生、副會長林炳勳先生、羅志勤先生及梁
鉅海先生鼎力贊助，本會特此鳴謝。

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新春團拜活動

太極扇源自中國武術的短武器，所有動作貫串動與靜，鬆緊剛柔，快慢
輕重高低結合，並以腰為軸帶動全身，動作幅度大，協調性強，配合活
潑步法與扇的優美動感，由淺入深簡單易學，男女皆宜。
上課日期：26/6/2007至14/8/2007(逢星期二)
時
間：晚上8時30分至9時45分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60
■ 社交舞 社交舞乃是一種融合藝術性和娛樂性於一身的舞蹈運動，旨在陶冶性情
及增進友誼。導師將教授各種不同舞步。
上課日期：11/7/2007至12/9/2007(逢星期三)
時
間：晚上7時至8時30分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380
少林易筋洗髓經秘笈健身養生內功心法
■
少林易筋洗髓經的入門功法推廣普及，“易筋經”與“洗髓經”為少
林兩寶，而“易筋經”是基礎的功法，能將一個體弱的人之筋脈由弱
變強，骨絡由疏變堅實。歡迎舊學員繼續參加。
上課日期：30/6/2007至18/8/2007(逢星期六)
時
間：晚上7時至8時30分   費用：會員$500 /非會員$550
■ 珠海新會古兜溫泉開平2天歡樂遊 為讓各會員與家人及親友一同享受週末假期，本會將於2007年7月14
至15日（星期六及日）舉辦「珠海新會古兜溫泉開平2天歡樂遊」，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有關活動詳情臚列如下：
舉辦日期： 2007年7月14至15日（星期六及日）

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

星期六的下午，曾是我

們求學時期每周最渴望來臨的童
軍集會日子，踏入社會工作後，
隨著年齡的增加，本來與童軍生
活的距離開始漸遠，去年孫雄旅
長邀請了一班退任及離旅的不同年代舊童軍旅友於新春期間返回必烈者士
街青年會舉行新春團拜活動，於是激發起我們把不同年代的童軍兄弟組織
起來，並申請加入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成立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
今年的農曆新春正月廿一日星期六下午，再次踏足舊日流連忘返的
前青年會中學籃球場，與往年首次聚會團拜所不同的，是我們已經穿上繡
有代表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徽章的禮服，而回來參加整個聚會的舊友也超
過三十多人；當眾人肅立參與莊嚴的升旗典禮及觀賞充滿朝氣的幼童軍團
團呼後，孫雄旅長開始向童軍們介紹來自不同年代的舊友。各年代的舊友
便向團員們拜年及憶述往昔童軍生活，接著我們來一張大合照並由熊振強
先生代表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將一枚分會紀念盾牌致贈給孫雄旅長留念。
在大家品嚐過分會提供的茶點後，孫旅長更熱情地帶領各舊友回到用紅磚
建築的青年會會所，重拾昔日童軍活動的足跡，不禁令大家緬懷起往日年
少氣盛的歡樂時光。
是夜轉往酒樓筵開四席舉行新春聚餐，席前更欣賞了由現役領袖伍
尚國先生以電腦製作的投影簡報，介紹有關本旅肩負起「大都會露營」港島
地域分營的營門設計及興建過程，這次活動更有幾位舊友參與其中，並提供
了專業的設計及意見，特別是該營門揉合了工程力學與童軍傳統，利用竹枝
繩結等建構而成，充份發揮了港島童軍第二十一旅的團隊合作精神，讓舊友
們也同感光榮；席間由分會主席衛耀輝先生致詞，他祈望藉香港童軍貝登堡
聯誼會港島第二十一旅分會的成立，除了舉辦聯誼活動外，更可使五十年來
不同年代的旅友凝聚一起，增加彼此的溝通和友誼，在旅團有需要的時候，
獻出一點力量，好讓港島第二十一童軍旅的優良傳統延續並發揚光大。

集合時間： 上午9時正 (敬請準時、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九龍尖沙咀中港城碼頭離境大堂
費
用： 會員及配偶每位$400 會員親友每位$660（大小同價）
      （以上費用包括導遊及司機小費）
名
額： 40名   截止日期： 2007年6月30日（星期六）
行
程：2007年7月14日（星期六） - 乘搭直航船前往珠海 - 轉乘旅遊
巴士前往遊覽金台寺 - 於斗門市內酒家享用午餐 - 往新會遊覽歷史遺址之
崖門古炮台 - 於市內酒家享用晚餐 - 住宿古兜溫泉渡假村（4星級）[包2
次溫泉浴]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 早餐 - 暢遊小鳥天堂 - 遊覽開平
之著名碉樓 - 午餐 - 由珠海九州港乘搭直航船返回香港 [回程航班為下午
4時30分開出]
參加資格：凡貝登堡聯誼會會員、各分會會員及其親屬均歡迎報名參加。

以上興趣課程之上課地點均為香港童軍中心8樓803室貝登堡聯誼會會所。
有關各項活動及會員優惠詳情，請與李玉君小姐(電話：2957 6322)聯絡。

恭賀
■ 陳展超先生獲中國童子軍頒發銀羊獎章證書
林惜蓮委員及李婉冰委員獲頒優異服務獎章
侯永昌副會長、高樂平副會長及陳展超委員獲頒優良服務獎章

《貝氏傳薪》編輯委員會
主席：何中強
顧問：鄧紀寧、盧偉力、黃民泰、周華焯、蕭日南、勞國雄、劉志堅
委員：周國華、黃惠民、李婉冰、雷景文、萬志昌、陳景禧、鍾敏儀
何蘭生、鄧敏宜、周愛珠、盧韋斯、顧家哲、黃瑜輝、趙小玲
通訊處：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八樓803室
電話：2957 6322  圖文傳真：2302 1406
網址：http://www.scout.org.hk/chi/department/bpclub/

源流集

“我希望你們能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
概念，從這裡帶回到你們的祖國，使
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認識童軍運動。”
" I want you to go back from here to
your count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a new idea in your mind of
having brothers in every country. "

式在92年後頗為風行，第十八屆世界大露營的紀念章就是其中一例，
這位設計師技巧極高，配色大膽創新，設計前衛新穎，極具藝術價
值，也為大露營紀念章以至其他的童軍章的設計示範了一個新方向。

第十九屆世界大露營 ﹣Picarquin, Chile, 1999
在橫跨98至99年的12天內，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辦的第十九
屆世界大露營在智利中部 Picarquin 舉行，共有三萬一千多的參加
者，來自157個國家或地區，大會主題「共建和平」（Building Peace
Together），露營者需在營地附近社區參與一天的社區服務成為本屆
大露營首創的特式，其他新猷包括營地的超級
市場及全電子化的營地管理等。
大露營紀念章亦受「隨意派」設計風
格的影響，以極簡單的隨意線條繪畫了快樂繽
紛的營地景緻，背山臨水，草原朗日，加上
營幕連綿，簡潔而美觀，並配以“19th World
Jamboree Mondial”及“Chile 1999”字樣，
加上世界童軍徽號，是另一個極具珍藏價值，
藝術性極高的世界大露營紀念章。

第二十屆世界大露營 ﹣Thailand, 2003
第二十屆世界大露營再度回到亞洲，在笑面迎人的泰國舉行，
營地位於曼谷以南150公里的 Sattahip，有大幅的面海陸地和美麗的海
灘，也有高山和湖泊圍繞，使是屆露營的戶外活動極為多姿多釆。
泰國政府是極好的東道主，為了參與者的安全（尤其是美國，
因當時美國的國際紛爭較多），泰國政府在海灣駐有軍艦和潛艇，公路
也有軍隊站崗，保安極為嚴密，另外使人眼界大開的，還包括特別為大
露營而建設，可由曼谷直通營地的專用鐵路和營地的臨時火車站。
大會主題「分享我們的世界及文化」（Share Our World,
Share Our Culture），大會刻意介紹泰國及東方文化，使逾二萬四千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加者有極為新鮮的體會，加上大會的節目及活勤
安排極為豐富，大家在和煦的陽光下渡過了美好的一次大露營。
大露營營章極具泰國象徵，以泰式廟宇屋頂的獨特線條為主
要圖案並配以奪目色彩，加上世界童軍徽號及“20th World Scout
Jamboree”及“Thailand
2003”字樣，設計融匯東
方風情與西方格調，加上創
新橫條設針，極具代表性。
後記：
1.) Jamboree 一字由“Jam”及“Boree”二字組成，為美國俚語，意
指“熱鬧狂歡的聚會”，由貝登堡勛爵於1920年第一屆世界童軍露
營 (原稱International Jamboree) 時開始使用，至今已幾成童軍大露
營的專用名詞。他在解釋使用此字的原因時曾說：“除了此字，還
能有更貼切的字嗎?”
2.) 世界童軍大露營的英文原名World Scout Jamboree 及法文
Jamboree Scout Mondial 均為正式的國際名稱。
3.) 綜觀過往百年，每屆大露營的紀念章風格不同，各具特式，惟向外
推廣童軍運動，向內讓參與者保留一份永恆回憶的心意則一。童軍
運動今天已屆百年，惜貝氏創辦童軍的崇高理想「和平相處的世
界」仍未達到，百年間各地仍烽煙四起，今年第二十一屆世界大露
營的主題圖案為展翅騰飛的和平鴿，並以“One
World, One Promise”為口號，重申童軍運動對
世界的承諾，期望能對所有人都有一些啟示。此
篇散文除了讓大家欣賞過往所有的大露營紀念章
佳作及重溫盛事外，也希望能使大家對紀念章的
背後意義有更多的體會。 (全稿完)

節錄自貝登堡勛爵在第三屆世界大露營 (Arrowe Park,
Birkenhead, England, 1929) 閉幕禮的講話。

- 黃雅歷

從加拿大旅遊回港的人士都喜歡買一兩瓶冰酒（Ice

Wine）
回來作手信。這種甜酒，價值不菲，半公升瓶裝的本地市價約為六百
多元。冰酒於加國揚名，實際上，卻是德國人的「發明」。他們稱之
為（Eiswein），發音與Ice Wine完全一樣。
所謂冰酒是指葡萄成熟時還不採摘，讓其掛在樹上使繼續成長
得更熟，含糖量更高，目的是釀製出含糖量更高的的甜白酒，稱為
「遲摘」（Laten Pick或Late Harvest）。但在等待更成熟的過程中遇
到天氣驟變，氣溫跌至零下十多度時，葡萄內的水份凝固成堅硬的冰
粒，衹剩下極為濃稠的「糖漿」。葡萄園工人得知天氣驟變下必有此
現象，便會作出戒備，並且於翌日太陽出來之前將這些結冰的葡萄摘
下，並迅速送往壓榨取出這些濃汁，用來釀出的酒便是冰酒了。摸黑
採摘當然辛苦。但太陽一出，葡萄內的冰粒溶化回水，葡萄便即變
壞，迅速行動才是成功的保証。亦由於這些葡萄於冷冰後濃汁不多，
大概僅是正常葡萄的一成，售價高昂可以意會。
因為冰酒有價，加拿大有部份奸商想到「做假」，天然冰酒要
等機緣，天氣驟變本來就不常出現，而且摸黑採摘也太辛苦，他們將葡
萄串放進冰箱之內面迎人冰酒偏偏就少了天然的清香與口味的多樣化，
但一般的消費人未識得分辨，加國政府為保障當地冰酒的聲譽，加強管
制與監察，凡真正天然冰酒的瓶上全部有VQA字樣以茲識別。順帶一
提，加拿大冰酒以VIDAL葡萄為材料，德國則是RIESLING，後者更加
名貴。

葡萄酒會專題品嘗會

葡

萄酒會成立以來，已舉辦了兩次專題品嘗會，分別是三月份
的美樂（Merlot）紅酒，及五月份的甜酒（Desert Wine）試飲。試酒會並
得到何中強先生義務設計紀念章，深受參與者歡迎，迅即被搶購一空。
下一次的試酒會將於七月十三日星期五舉行，主題是黑比諾
（Pinot Noir）紅酒，以世界各地包括法國，美國，智利及澳洲的產品，
風格各異，歡迎酒會會員攜同親友出席，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