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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處行動及訓練部
職員調動

姓名 原任職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何永禧先生 署理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2 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2 27.7.2022

梁玉池先生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5) 15.8.2022

關偉光先生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2) 2.9.2022

陳明豐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港島1) 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1) 2.9.2022

盧偉明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1) 行動及訓練主任 (港島1) 2.9.2022

劉卓然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2)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1) 2.9.2022

林俊龍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九龍2)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2) 2.9.2022

陳浩恩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3) 行動及訓練主任 (總部2) 28.9.2022

陳　然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總部2)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4) 28.9.2022 

胡文俊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4)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3) 28.9.2022 

李明章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2) 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1) 10.10.2022 

2022年為民安隊成立70周年，編者有幸在編輯紀念特刊的過程中接觸到昔日民安隊的相片。

一幀幀部隊昔日活動的剪影映入眼簾：看到管理難民營、營運檢疫中心、山泥傾瀉、房屋倒塌

等事件中隊員的身影，實在有時光飛逝的感覺。有感現今科技進步，災害傷亡數字雖大幅減少，

但隊員們亦應時刻緊記部隊「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宗旨，在單位訓練時積極裝備自己、時刻

候命，把部隊的精神延續下去。

特區政府於2022年7月22日公布授勳及嘉獎名單。

民安隊及民安處共有6位長官及隊員分別就貢獻社會及抗疫工作的傑出表現獲
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Community Service)」和「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Government / Public Service) 」。這是對他們於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工作的認同和讚揚，編輯小組謹代表部隊向他們致賀。  

頒授典禮由11月5日至7日一連三天在禮賓府舉行，民安隊及民安處共有6位人
員分別榮獲行政長官頒授社區服務獎狀及公共服務獎狀。同時民安隊
訓練學校校長黃江天博士, JP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及民安處副總管 (特別職務2) 
吳有雙先生獲頒授香港消防事務榮譽獎章。編輯部謹此恭喜各位獲獎長官和隊員。

當日港島區域人員分別派員於禮賓府及中環大會堂（獲授勳人士集合處）協
助執行人群管理任務。

二零二二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授勳及嘉獎

同學們親臨攤位了解詳情，他們都對
  民安隊多元化的工作及訓練深感興趣

民安隊招募
長官及隊員

你都一齊嚟啦
民安隊定期在不同地點進行招

募活動。2022年10月18至19
日，民安隊參與了香港浸會大學

所舉辦的「Career Fair 2022」展
覽，讓參加者一連兩日透過出

席展覽會及參與分享活動，了

解民安隊的訓練及不同工作範疇，從而感受民安隊如

何發揮「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竭力服務市

民。

招募活動分為三個主題環節：

透過招募活動，讓市民深入了解民安隊的工作及角色。

民安隊一級隊員全年均接受隊員申請；而民安隊每年

度更會開辦長官資歷訓練班，積極培訓四級長官。有

興趣投考的人士可以於網上提交申請表格，或將填妥

的表格郵寄至民安隊總部紀錄室。有關民安隊招募的

資訊，歡迎瀏覽民安隊網頁招募專頁。

https://www.cas.gov.hk/chi/adult_recruitment.html

(一) 攤位展示

(二) 招募Talk Show

(三) 與學生互動，分享民安隊生活點滴

訓練學校謝文龍先生分享

讓參加者進一步了解民安隊的生活
民安隊的工作點滴， 

處長羅仁禮先生及少年團總指揮彭穎生先生親臨支持

此外，4位民安處行動及
訓練部職員在應對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工作

方面，貢獻良多，獲頒授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Government /
Public Service) 」，

以示嘉勉。

號
  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2年12月16日公布，

行政長官已根據《民眾安全服務隊條例》

(第518章)所賦予的權力，再度委任羅仁禮為

民眾安全服務隊 (民安隊) 處長，任期由2023

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為期兩年。
第84屆新隊員結業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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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交稿件請附上投稿人姓名、所屬單位、職

位作季刊之用。投稿者的姓名、所屬單位、

職位作會在季刊刊登。來稿即表示投稿者同

意民安處使用及修改有關稿件製作刊物或宣

傳品之用。

〈二〉 基於篇幅所限，文章請以500字為上限。另

外本刊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

主要立場為原則。

〈三〉 文章刊登後，本刊即擁有該文章的出版權，

本刊權利包括在其他民安隊刊物轉載該文

章，以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

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和組織。上述權利絕對不

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四〉 投稿圖片可以相片或打印圖形式遞交，若為

數碼形式，請盡量保持比例為1：1及解像度

在300萬像素（300dpi）以上，以確保最佳

印刷質素。

〈五〉 稿件一經選用，將獲贈紀念品乙份。

如對本刊有任何意見或問題，歡迎在辦公時間內與

季刊副編輯聯絡。

總編輯
鍾艷女士 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1

編輯
黃榮光先生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 總部 )

李大偉先生 行政部隊副總指揮

副編輯
陳浩恩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 總部2)
蔡志豪先生 少年團助理總指揮1
簡孝齊先生 法定語文主任

採訪及設計
吳毅先生 指揮核心組高級小隊長

攝影
民安隊攝影組 

海外特約通訊員
戴啟慶先生 退休人員 ( 加拿大溫哥華 )

黃卓佳先生 退休人員 ( 加拿大多倫多 )

地址
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路八號

民安隊總部 504 室

電郵
casnews@cas.org.hk

電話
3651 9322

傳真
2576 3021

長期服務獎章及嘉敘勳扣頒授典禮

民安隊成立70周年大會操

P. 6 樂韻傳愛遍香江
民安隊樂隊音樂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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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s.org.hk
民安隊數碼天地

www.cas.gov.hk/chi/info/info_newsletter.html
民安隊季刊網絡版

www.facebook.com/CASinAction
動感民安隊 Facebook 專頁

www.cas.gov.hk
民安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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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薪火為民解困  再攀高峯與眾同行

民安隊季刊 CAS
NEWSLETTER

民安隊季刊
CASNEWSLETTER

民安隊季刊旨在向長官及隊員介紹本隊的工作及

活動。我們期望這份刊物能促進雙向溝通，歡迎長

官及隊員提供有關民安隊訓練、活動和知識的文章和

圖片，以豐富季刊內容。稿件可以郵寄或電郵方式遞

交，請付上個人資料，如須使用筆名，請加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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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少年團員評選2022

少年團挑戰日2022

P. 17 少年團員沙頭角禁區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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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第六A, B, C及E期
同時開始實施小區管理

同時開始實施小區管理

8.2022

19.8.2022

啟德社區隔離設施

抗．疫．進．程

衞生署啟動

衞生署啟動

交由民安處管理，工作人員
包括入境處和海關等
退休紀律部隊人士

同時開始實施小區管理

29.10.2022

啟德社區隔離設施
衞生署宣布

暫停運作，轉為備用狀態

啟德社區隔離設施

抗
疫
行
動

   

專
輯 

自本港回歸25年以來，首次有8號風球在回歸紀念日發出。熱帶氣旋暹芭
（Chaba，名字來源於泰國，意思是生於熱帶地區的大紅花）在今年7月1日
逼近本港。天文台在當日晚上7時10分發出8號風球，直至翌日下午4時20
分才改發3號風球，長達21小時10分，為歷來第九最「長命」的8號風球。

在香港遭受颱風吹襲期間，民安隊作為輔助部隊，發揮救急扶危的精

神。超過270人堅守崗位、表現專業，協助各政府部門解決市民的燃
眉之急，時刻守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除了在大澳及鯉魚門協助

居民預防因風暴而引發的水災，民安隊更前往主要的追風熱點，

例如杏花邨及尖沙咀海傍，勸喻追風觀浪的市民注意安全，遠

離岸邊。

CAS in Action
颱風值勤 - 熱帶氣旋暹芭

啟德社區隔離設施鄰近啟德郵輪碼頭，由

2022年2月開始興建。為縮短整體施工時間，
隔離設施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迅速

於5月至6月分兩期落成。隔離設施共有108棟
樓，每棟樓高四層並設有升降機，及提供約 3 000 
個房間和約 6 000 個床位，而每個單位設有獨立
廁所和浴室，並有多款連接單位及暢通易達單

位，可以照顧不同家庭和傷健人士的需要。部

分單位能遠眺維多利亞港，有助紓緩病患者的

情緒。

隔離設施於8月19日正式啟用，由民安處管
理，工作人員包括入境處和海關等退休紀律部

隊人士，24小時輪班工作。營內設指揮中心、
熱線中心、膳食中心和倉庫。設施以小區模式

管理，以加快物資派送和接收入住人士的電話

查詢；另設有關愛隊，為入住人士提供適切的

支援。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周年 暨

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

民安隊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山嶺活動團體於2022年10
月23日在屯門文娛廣場舉辦「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暨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藉此加強市民對山嶺活
動安全的認識，從而減少山嶺意外。

開幕禮的主禮嘉賓為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先生，而香港警務處、

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漁農自然護理署、醫療輔助隊、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香港天文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多個山

嶺活動團體亦有派代表出席。卓副局長於開幕禮上頒發結業證書予

完成山嶺傷者處理課程的學員。

會場除展出各式各樣的山嶺搜救器材，包括電子地圖、記錄救援人員

位置的手表、可直播高清影像的相機及無人機外，各參與部門及團體亦

示範山嶺搜救和處理傷者的技術，讓市民了解山嶺搜救的工作。

其他多姿多采的節目包括山嶺安全講座、警犬表演及消防搜救犬拯救示

範。活動當天共吸引超過  12 000 名市民到場參與，成功將山嶺活動安全
訊息推廣予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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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觀看
頒授典禮影片

掃一掃觀看
結業典禮影片

2022年9月4日，在民安隊總部舉行了第84屆新隊員結業會操，
並由民安隊副處長（行政）林國興先生擔任檢閱官。

民安隊新隊員訓練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三級，新隊員畢業後可獲頒「輔助部隊基

本訓練證書(民防)」。

本屆共有86名隊員參與結業會操，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當中有大專院校學生。他們將實踐所學的知識和技

能，服務社會。

此外，本屆結業會操的升旗儀式首次由升旗及護

旗方隊以中式步操進行。檢閱官林國興副處長

致辭時表示，部隊將會全面推行中式步操，

以體現民安隊對國家的歸屬感及國民身份認

同。

〔編者按：部隊已宣佈（民安處通告第

10/2022號）於2022年11月27日開始全
面採用中式步操的禮儀。〕

2022年10月10日至14日，22名來自香港警務處粉嶺機動部隊總部、新界北衝鋒隊及
快速應變部隊的學員，參與了民眾安全服務隊所舉辦的山嶺搜救證書課程。

課程獲得評審局資歷架構第三級的認可，內容涵蓋山嶺導行、山嶺搜索、山嶺

搶救等範疇。在五天的課程中，學員學習認真、表現專業，無懼酷熱高溫或惡

劣環境，在導師指導下全面投入練習，充分掌握多方面的山嶺知識及拯救技

術。相信學員在完成課程後，能安全和有效執行前線山嶺搜救工作，迅速

救助遇上山嶺意外的人士。

香港警務處新界北總區警司（行動）署理警司葉金輝先生表示，課程加

強了警方進行山嶺搜救的信心及能力，並期望更多的警務處前線人員

能參與此課程。

2022年8月7日，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敍勳扣頒授典禮在民安隊總部順利舉
行。是次頒授典禮共有 222 人獲獎，並透過 Facebook 專頁「CAS in Action 動

感民安隊」進行直播。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敍勳扣頒授予服務滿指定年期且

品行端正、表現出色的長官及隊員，以表揚他們對部隊竭盡忠誠、貢獻

良多。再次恭喜各獲獎長官及隊員，他們的成就實屬可喜可賀。

山嶺搜救證書課程

長期服務獎章及
加敍勳扣頒授典禮

計劃旨在提升社會各界人士的公共

安全意識，透過提供講座或訓練，

讓他們一旦遇上天災或事故時，能

夠運用基本求生技能，採取迅速及

有效的應變措施。

民安處社區教育組不時聯同其他政

府部門深入社區，向各區民眾提供

社區安全教育講座，訓練題目涵蓋

多個範疇。由於部分地區居民在雨

季及颱風季節經常面對水災威脅，

民安隊先後於2022年6月12日及26
日、7月6日及7日，聯同天文台、
香港警務處、消防處、渠務署、土

木工程拓展署、民政事務總署，

以及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

中心舉行災難應變講座，讓市民掌

握資訊，防患未然。

因應社會的發展和需要，計劃會根

據訓練對象的背景，務求以有趣和

互動的方式，讓公眾獲得實用的緊

急事故應變技巧。7月13日，民安
隊應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邀請，透

過網上視像會議形式，為馬鞍山婦

女會舉行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

劃講座，讓當區及他區居民安在家

中，也能輕鬆吸收應急知識。

緊急事故
公眾安全教育計劃

學員學習認真、表現專業

學員致送予教練的紀念牌
並於牌後寫上了學員的心聲

山嶺搜救證書課程全體導師和學員合照

學員在搜索演習中運用山嶺拯救技術

林國興副處長 (行政) 檢閱會操隊伍

會操隊伍操越檢閱台

護旗方隊以中式步操進場進行升旗儀式

拯救技術示範

6月26日，隊員向鯉魚門村村民派發防災資訊包

7月7日，在元朗大會堂
 參與禦風計劃分享會

7月13日，在馬鞍山婦女會以網上視像會議形式舉行講座

優異表現學員

64842    黃秋萌女士

64905    禤德健先生

64784    何志傑先生

64922    鄭治堃先生

64938    葉希琳女士

R614

R615

R613

R616

R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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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組（社區教育）

社區教育

隨著新學年展開，廣為學界所知的「民盡其才」

計劃依然深受中小學青睞，活動申請已安排到

2023年第一季。正值新中國成立73周年，多家
中小學均向社區教育組申請中式升旗訓練，以提

升學生的升旗技巧、國民意識及愛國情懷。

「民盡其才」計劃導師不但為中小學提供升旗訓

練，最近更走進大專院校為大專學生教授升旗技

巧。2022年9月27日，「民盡其才」計劃導師親
赴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向該校學生講解升旗要點，

以助成立學生升旗隊。除此之外，少年團儀仗隊

亦派團員參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港專
75周年校慶『國慶升旗典禮』」，進行升旗儀式。
當天，少年團儀仗隊表現出色，水平之高備受在

場嘉賓讚許。

其後，社區教育組的同事更獲邀接受傳媒訪問，

闡述「民盡其才」計劃及推動中式升旗訓練的詳

情。

撰文 ｜ 訓練學校助理參事4 黃永成

為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學生進行
升旗訓練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校長陳卓禧博士向
少年團儀仗隊代表

致送紀念品

別開生面的音樂會啟動儀式

鄧局長與少數族裔學生表演者合照 鄧局長與「路向四肢」的表演者合照 第一屆的中式步操導師訓練班有逾三十人參與

學員有條不紊練習踢正步

黃永成先生代表學員分享感受

2022年7月22日，
這天我定會銘記於

心，因為我很榮幸

可以參與民安隊第

一屆中式步操導師

訓練班並成功結業。

是次訓練班由懲教署

職員擔任教官，訓練

過程中我認識到懲教

署最新引入的「人工

智能中式步操學習

站」，讓我更容易掌握中式步操的技巧，檢視需要改進的地方，

從而提升表現。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教官的悉心指導。訓練過程中，他們技巧

熟練、指導清晰，不厭其煩地向我們講解和提示重點，讓我們掌握

到中式步操的教授技巧及訓練方式。不得不說教官的教學熱誠深深

感動了我，提醒我要無時無刻做好教學本分。

期望日後有更多機會參與相關訓練，提

升技巧。作為中式步操導師的我，已為

民安隊全面推行中式步操作好準備，而

我教授中式步操時，亦會不忘推行國民

教育，增強我們年青一代對祖國的歸屬

感。

中式步操導師訓練班 

樂韻傳愛遍香江 - 民安隊樂隊音樂交流會
2022年9月18日，民安隊樂隊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了音樂交流會「樂韻傳愛遍香江」，
透過音樂及文化交流締結友誼。部隊很榮幸邀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為音樂會主持

開幕儀式。

是次活動旨在推動青少年發展，讓他們建立自信心及培養責任感，以及提升青年

的文化質素，對青年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活動亦能夠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配

合政府共建關愛共融社會的施政理念。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新家園協會、大台主及香港國際鼓手節等機構，以

及10所中小學派員參與。民安隊樂隊與不同樂團的樂手交流、分享及排練，
演奏了多首為人熟悉的歌曲，包括《東方之珠》、《歌唱祖國》及《我和我

的祖國》。另外，為促進國家與香港青年人的文化交流與共融，民安隊

更邀請廣東省中山市青少年活動中心（青少年宮）的民族樂團，以視訊

連線演奏樂曲。

是次音樂交流會亦加入了各種保護環境的元素，包括採用電子場刊，

利用科技作宣傳及展示資訊等，而音樂會派發的「種子紙」訊息

卡，更可放到泥土栽種成花，有助鼓勵大眾在日常生活

中奉行「低碳減廢」的理念。

掃一掃觀看
音樂交流會
精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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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er’s Commendation
總指揮嘉許狀

Promotion and Appointment
晉升與委任

Commissioner’s Commendation
處長嘉許狀

賴剛發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

2022年5月7日在倒腕崖的山嶺搜救行動中，帶領拯救小隊及拯救遇險傷者，表現專業卓越。
賴剛發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

2022年5月7日在倒腕崖的山嶺搜救行動中，帶領拯救小隊及拯救遇險傷者，表現專業卓越。

以下隊員於2022年8月獲頒授處長嘉許狀：

Commander’s Commendation (Cont.)

總指揮嘉許狀 (續)

許秀雄先生  訓練學校

梁志華先生  訓練學校

何德志先生  訓練學校 

紀碩俊先生  訓練學校

鍾虔理先生  訓練學校 

莊詠筠女士  訓練學校

陳浩恩先生  訓練學校 

萬雪玲女士  訓練學校

凌家琪女士 訓練學校 

張杞茼女士  訓練學校

廖英浩先生 訓練學校 

柯嘉誠先生  訓練學校

林卓賢先生 訓練學校 

李紀賢先生  訓練學校

2021年協助抗疫，全力投入檢
疫中心2019冠狀病毒病的緊急
行動，表現卓越。

李家明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羅衞君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

林國康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陳永安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

寧志光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

2021年10月28日在青山的山
嶺搜救行動中，帶領拯救小隊，

表現專業卓越。

楊永浩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冼浩贊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2021年10月28日在青山的山
嶺搜救行動中，協助拯救傷者，

表現專業卓越。

何偉國先生 少年團D中隊 

黃凱靖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 

胡展暘先生 九龍區域C中隊 

陳俊賢先生 民安隊訓練學校

朱振宇先生 港島區域B中隊 

黃麒駿先生 民安隊訓練學校

何秋榮先生 港島區域D中隊 

林幗欣女士 民安隊訓練學校

積極參與儀仗隊訓練，在結業

會操擔任花式步操表演核心成

員，表現出色。

陳凱欣女士 港島區域D中隊 

梁麗瓊女士 緊急救援中隊

陳耀祖先生 九龍區域B中隊 

黃偉基先生 九龍區域C中隊

馮俊皓先生 港島區域D中隊 

張璲麟先生 少年團B中隊

關孝廉先生 運輸中隊 

黃瑞蓮女士  審核辦公室

積極參與中式升旗訓練，在

結業會操首次中式升旗禮擔

任旗手，表現出色。

李家明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2022年5月7日在鳳壁石澗的
山嶺搜救行動中，領導拯救

小隊，表現出色。

陳樑浩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張敏濤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李新輝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2022年5月7日在倒腕崖的山
嶺搜救行動中，表現專業卓

越。

趙國忠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楊永健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吳凱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2022年5月7日在鳳壁石澗的
山嶺搜救行動中，表現專業卓

越。

徐重偉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鄭迪家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吳凱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陳尚猷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曹耀龍先生 特遣部隊

2022年6月10日青華苑山嶺搜
救行動，表現專業卓越。

區可韻女士 山嶺搜救中隊

積極參與2022年6月10日青華
苑山嶺搜救行動，表現優秀。

陳志豪先生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

馬家俊先生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

統籌民安隊少年團儀仗隊訓練及

活動，領導有方，表現優異。

王偉昌先生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

盡心竭力服務少年團及參與少

年團領袖的培訓工作，表現堪

稱榜樣。

梁樂謙先生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

為少年團提供網上培訓，啟發

少年領袖的潛能，表現優異。

江翠怡女士 港島區域 D中隊

陳家輝先生 港島區域 D 中隊 

馮綺蓮女士 港島區域 D中隊

曾羨霞女士 港島區域 D中隊

文溥源先生 港島區域 D中隊 

楊振峯先生 港島區域 D中隊 

杜樂宜女士 港島區域 D中隊

陳啟聰先生 港島區域 D中隊 

陳甜霞女士 港島區域 D中隊

積極參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
疫行動，表現優秀。

袁子良先生 少年團D中隊

積極參與「CE達人挑戰賽
2022」，表現卓越。

陳傑偉先生 民安隊訓練學校

參與「民盡其才」導師工作，

領導卓越，表現出色。

朱錦財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致力參與「民盡其才」導師

工作，表現出色。

林華標先生 少年團D中隊

在2022年7月1日的天水圍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
年升旗禮擔任指揮官，表現

出色。

黃婷欣女士 少年團D中隊

在2022年7月1日的天水圍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
升旗禮恪盡職守，表現出色。

魯敬煒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在2022年7月16日清水灣山嶺
搜救行動中，堅毅不屈搜索失

蹤者，表現出色。

李家明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在2022年7月16日清水灣山
嶺搜救行動中，領導有方，

表現出色。

黎耀基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

積極參與2022年7月16日清水
灣山嶺搜救行動，表現出色。

冼浩贊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黃志源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林俊龍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蘇建龍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梁韻詩女士 山嶺搜救中隊

丘曉朗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楊恕雄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黎子仲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王少珊女士 山嶺搜救中隊

李承謙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王偉杰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區立群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鍾啟宏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

袁雅詩女士 山嶺搜救中隊

在2022年7月16日清水灣山嶺
搜救行動中，發揮搜索才能，

表現出色。
2021年期間在檢疫中心執行任務，表現出色。

李振寧先生 指揮核心組

陳冠倫先生 指揮核心組

趙春生先生 指揮核心組

2021至2022年4月，全力投
入檢疫中心的緊急行動，對抗

新冠肺炎疫情，表現卓越。

林俊傑先生 指揮核心組

陳錦輝先生 指揮核心組

陳達文先生 指揮核心組

徐耀榮先生 指揮核心組

楊少月女士 指揮核心組

2021至2022年4月，積極參
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行動，
服務隔離設施，表現卓越。

陳儷紋女士 指揮核心組

林美如女士 指揮核心組

李淑玲女士 指揮核心組

游國標先生 指揮核心組

孔祥禮先生 指揮核心組

盧雪紅女士 指揮核心組

吳紅娟女士 指揮核心組

許俊明先生 指揮核心組

張永祥先生 指揮核心組

黃漢良先生 指揮核心組

楊佩諭女士 指揮核心組

蔣上儀女士 指揮核心組

馬紫玲女士 指揮核心組

葉戩風先生 指揮核心組

劉潤芳女士 指揮核心組

胡文俊先生 指揮核心組

龔翠冰女士 指揮核心組

馮鉦鈉先生 指揮核心組

2021至2022年4月，積極參
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行動，
服務隔離設施，表現卓越。

盧偉明先生 指揮核心組

余惠貞女士 指揮核心組

關偉光先生 指揮核心組

聯絡、督導及協調2019冠狀
病毒病抗疫行動，發揮團隊精

神，表現卓越。

劉沛榮先生 指揮核心組

黃珏璋先生 指揮核心組

協助聯絡、督導及協調2019
冠狀病毒病抗疫行動，發揮團

隊精神，表現卓越。

姚南芝女士 新界區域A中隊
文有祥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林俊英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黃敏傑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羅國英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李美宜女士 新界區域A中隊
莊玉琴女士 新界區域A中隊
王榮華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關偉琪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傅秉然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陳劍文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關偉榮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張志達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區雪梅女士 新界區域A中隊
余惠斯女士 新界區域A中隊
麥栢棋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
何雪怡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
厲昌成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周俊權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方文標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曾健偉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朱錦財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李兆輝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梁威倫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梁志雄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翁惠珍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
萬振良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蘇德偉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譚耀輝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鄭偉泉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陳嘉賢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陳麗儀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
黃俊華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黃國恒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
伍皓森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劉嘉強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伍皓森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劉嘉強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劉碧霞女士 新界區域C中隊
周志雄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廖澤雄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徐金妹女士 新界區域C中隊
李俊軒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李育強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梁子鋒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梁樹華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邵冠洲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鄧耀文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陳妙芳女士 新界區域C中隊
陳珍珍女士 新界區域C中隊
陶景仰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麥浩彬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
林陳陽女士 新界區域C中隊
施能熊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盧志安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袁雪梅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林佩嬋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余敏嫻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許有發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陳事求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張月清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楊時俊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鍾顯昇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李芷慧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翁碧蓮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黃嘉琪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
鄺嘉興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葉黎森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張子恒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黃聖明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郭榮富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林志偉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伍德明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嚴國平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高五級長官

劉卓然先生 指揮核心組第五小組高級參事 5.9.2022
劉志恆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高級參事 13.9.2022
余威廉先生 少年團B中隊中隊指揮官 13.9.2022
梅雪瑩女士 九龍區域 D中隊中隊指揮官 5.10.2022
陳傑偉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中隊指揮官 5.10.2022
霍民洛先生 少年團 A 中隊中隊指揮官 3.11.2022

劉卓然先生 指揮核心組第五小組高級參事 5.9.2022
劉志恆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高級參事 13.9.2022
余威廉先生 少年團B中隊中隊指揮官 13.9.2022
梅雪瑩女士 九龍區域 D中隊中隊指揮官 5.10.2022
陳傑偉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中隊指揮官 5.10.2022
霍民洛先生 少年團 A 中隊中隊指揮官 3.11.2022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五級長官

馮健成先生 少年團B中隊組羣指揮官1 17.7.2022
何樂澄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中隊副指揮官2 1.8.2022
劉澔銘先生 少年團D中隊組羣指揮官4 27.8.2022
李家明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參事1 5.9.2022
岑煒基先生 九龍區域B中隊中隊副指揮官1 5.10.2022
林國湧先生 審核辦公室審核主任4 30.10.2022

馮健成先生 少年團B中隊組羣指揮官1 17.7.2022
何樂澄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中隊副指揮官2 1.8.2022
劉澔銘先生 少年團D中隊組羣指揮官4 27.8.2022
李家明先生 山嶺搜救訓練辦公室參事1 5.9.2022
岑煒基先生 九龍區域B中隊中隊副指揮官1 5.10.2022
林國湧先生 審核辦公室審核主任4 30.10.2022

六級長官

黃志祥先生 行政部隊助理總指揮2  13.9.2022
余匡宇先生 指揮核心組首席參事 13.9.2022
陳金海先生 特遣部隊助理總指揮2  13.9.2022
葉永康先生 九龍區域助理總指揮2  5.10.2022
王肇培先生 訓練學校副校長2  3.11.2022

黃志祥先生 行政部隊助理總指揮2  13.9.2022
余匡宇先生 指揮核心組首席參事 13.9.2022
陳金海先生 特遣部隊助理總指揮2  13.9.2022
葉永康先生 九龍區域助理總指揮2  5.10.2022
王肇培先生 訓練學校副校長2  3.11.2022

高六級長官

林貫玄先生 少年團副總指揮2  5.9.2022
黃江天博士 訓練學校校長 5.9.2022
何永禧先生 首席顧問2 暨 總行動主任 31.8.2022

林貫玄先生 少年團副總指揮2  5.9.2022
黃江天博士 訓練學校校長 5.9.2022
何永禧先生 首席顧問2 暨 總行動主任 31.8.2022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七級長官

鍾艷女士 助理處長(培訓及發展)  5.9.2022鍾艷女士 助理處長(培訓及發展)  5.9.2022

以下長官於2022年8月至11月期間分別獲晉升或委任為七級、高六級、六級、
高五級及五級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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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觀看
 大會操影片

2022年11月27日（星期日），部隊在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舉行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暨民眾安全服務隊成立70周年紀念大會操，邀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主持儀式並
檢閱會操隊伍。

為彰顯國民身分認同和愛國情操，部隊宣布由當日開始，於各慶典儀式、結業會操以及其他穿

著制服的場合全面採用中式步操禮儀，並首次在會操上向公眾展示。

民安隊作為保安局轄下的輔助部隊，過去70年秉持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在緊急事故發生
時即時提供支援，守護香港市民的安全。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部隊迅速協助設立多個社區
隔離設施和管理檢疫酒店，堅守抗疫最前線。此外，部隊各級人員仍肩負執行颱風救援、撲滅山火、

搜救山嶺意外失蹤人士等任務。

展望未來，民安隊將加大力度培育更多立志服務社群的人才，繼續為香港的繁榮安定提供保障。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暨
民安隊成立七十周年大會操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
於會操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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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下載

成人單位參與人數
最多獎

冠軍

九龍區域

優異

特遣部隊

成人單位參與人數
比例最高獎

冠軍

特遣部隊

優異

九龍區域

成人單位親友參與
人數最多獎

冠軍

九龍區域

優異

特遣部隊

成人單位捐血量
最多獎

冠軍

九龍區域

優異

特遣部隊

成人單位參與人數
 飛躍進步獎

冠軍

特遣部隊

優異

九龍區域

2022年
民
安
隊
捐
血
活
動
成
績

分組拖毛孩散步 少年團員帶毛孩外出散步 義工隊參觀毛孩居住地

義工隊出發前大合照

垃圾被沖上近岸樹林內

撿拾在樹林中的垃圾

分小隊乘坐小艇登岸

．行政部隊

 ．培訓及發展部隊

  ．支援部隊

部隊職業安全
資訊根據2022年度第三季意外統計數字，    

  下列為零意外紀錄的區域 / 部隊：

＊ 按退休日期排列

陳麗英女士 九龍區域A中隊中隊副指揮官

田志江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高級小隊長

伍毅能先生 特遣部隊高級隊員

冼永能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高級隊員

陳林康先生 九龍區域A中隊高級隊員

林淑珍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隊員

梁樹華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隊員

梁玉池先生 少年團副總指揮

嚴國平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中隊副指揮官

余惠貞女士 指揮核心組參事

張祺有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高級小隊長

羅文宏先生 公共關係辦公室高級小隊長

黃靜釗女士 緊急救援中隊副小隊長

周俊權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高級隊員

羅永強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高級隊員

尚永亨先生 運輸中隊高級隊員

朱新勇先生 福利中隊高級隊員

吳劍連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隊員

關偉光先生 指揮核心組高級參事

吳志偉先生 港島區域A中隊分隊指揮官

夏志華先生 訓練學校高級小隊長

鄭連喜先生 少年團D中隊小隊長

厲昌成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副小隊長

伍耀明先生 訓練學校副小隊長

吳惠珍女士 九龍區域A中隊副小隊長

陳秀英女士 新界區域D中隊高級隊員

金承邦先生 審核辦公室審核主任

王偉昌先生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高級小隊長

吳漢明先生 處長辦公室小隊長

梁威倫先生 新界區域B中隊高級隊員

姓名 原屬單位 / 職級   

下列長官及隊員在2022年8月至10月期間正式退休，

他們服務民安隊多年，竭誠盡忠，貢獻良多。編輯部

謹代表部隊總部衷心感謝他們，並祝願他們退休後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2022年9月11日（星期日），早上陽光燦爛，部隊
應漁農自然護理署邀請，到印洲塘海岸公園清理海

岸垃圾。由長官及隊員組成的義工隊，一行48人在
馬料水公眾碼頭集合，先乘船前往印洲塘近西流江

對出水域，再用快艇抵達岸邊，然後步入岸上的樹

林清理被海水沖上岸的垃圾。當義工到達目的地後，

目睹堆積如山的垃圾，實在感到痛心又氣憤！由於時

間不多，義工隨即分組行動，一手拿着垃圾夾，一

手提起垃圾袋，齊心合力展開海岸公園清潔大行動。

大家低頭俯身，執拾遍布樹林形形色色的海洋垃圾，

進行名副其實的「地氈式清理」，並逐一將它們撿起

放進垃圾袋內。在短短三小時的清潔行動中，大家執

拾了逾百袋大大小小的垃圾，以實際行動守護香港美

麗的海岸公園。成功完成海岸清潔行動後，義工便登

上印洲塘觀景台，遠眺吉澳、往灣洲及印洲塘一帶的

美麗景色。透過今次義工活動，大家看到香港擁有很

多美麗的沙灘和海岸公園，亦深深感受到保護環境非

常重要。作為民安隊的一分子，何不坐言起行，餘暇

時一起貢獻自己的力量，為香港環境保護出一分力？

2023年為癸卯兔年，部隊已設計好精緻的年曆，並印製及派
發至各單位，若大家都感興趣，可登入「民安隊數碼天地」

自行下載打印。

關顧毛孩之旅

民安隊七十周年紀念
社會服務計劃

撰文 ｜ 新界區域助理總指揮1 李景雲

印洲塘海岸清潔日
撰文 ｜ 新界區域B中隊中隊副指揮官1 王翠霞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民安隊長官、隊員及少年團員組成義工隊，到訪位於元朗的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探訪被遺棄
的貓狗。協會職員簡介了機構背景之後，隨即帶領義工參觀貓舍和狗場，讓他們深入了解小動物在收容中心內的生活情

況。義工更有機會分組帶同狗狗出外散步，進行近距離互動。

義工們與毛孩相處融洽，在愜意輕鬆的氣氛下共度了一段別具意義的美好時光。是次探訪活動不但能提高義工對被棄養

動物的關注，更讓他們體會到飼養寵物是一生的承諾。大家都明白善待及尊重動物生命何等重要，並且承諾日後在社區

協助宣揚維護動物權益的訊息。

民安隊2023癸卯年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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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2
20.8.2022

我非常高興能獲得傑出少年團

員的殊榮。說實話，這獎項不

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而是屬

於整個CD1。CD1除我以外，還有另一位成

員獲獎，實在感謝長官、導師和學校一直以

來的教導。尤記得在評選時，心情變得特別

緊張，以致一度未能發揮應有的水準。然而，

記得導師們曾說過：「經常提醒自己要保持

冷靜，才有清晰的頭腦。」，以此鼓勵自

己，過了一關又一關。

我得到這個獎後，往後會在民安隊更加努

力，做到更好，竭盡所能服務社群。

2022年8月20日，少年團在民安隊總部舉行「少年團挑戰日2022」，
讓各個分隊組羣的代表聚首一堂，以及讓少年團員能夠再次參與團隊

活動。雖然第五波疫情持續放緩，但考慮到防疫需要，亦明白到少年

團員在疫情期間只能進行有限度的訓練，本屆挑戰日一改往時紮作、步

操比賽等項目，改以團隊協作及技能學習為主，讓團員發揮領袖才能及團

隊協作精神，並且擴闊視野、發揮潛能。

本屆挑戰日競技項目包括地壺球比賽、「力爭上游」沿繩上攀隊際賽，以及

「團員動起來」定向歷奇活動隊際賽。是次比賽共有120名來自五個中隊的少
年團員組隊參與。參賽者在每項賽事均以中隊為單位，參與各項挑戰，競逐冠、

亞、季軍獎項。所有獎項於當晚舉行的「少年團頒獎典禮2022」上頒發。

常言道：「比賽第二、友誼第一」。本屆挑戰日旨在把握疫情放緩的時刻，讓少年

團員及長官、導師見面互動，希望提升少年團大家庭的凝聚力，以及加強彼此間的

默契。

傑出少年團員評選2022

少年團挑戰日2022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緩和，少年團於今年5月著手籌備2022年
「傑出少年團員評選」，並先後於 7月 30日進行筆試暨簡介會，以及於
8月6日在民安隊總部進行各個評選環節。

是次共有32位來自不同分隊組羣的少年團員角逐本年度的「傑出少年團員」。評
選項目涵蓋多個範疇，包括「筆試」、「個人成就」、「步操」、「即席演說」、 

「小組討論」及「領導才能及團隊協作」。縱然疫情持續，少年團員的部分訓練需

要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但仍然無阻各參選團員盡情發揮，將平日努力學習的成果

展現在評判眼前，盡顯少年團員水平之高。

是次評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有賴來自少年團不同單位籌委會成員、

以及來自部隊不同成人單位的評判。此外，除了由少年團長官及導師

籌辦外，去年獲選的傑出少年團員亦應邀擔任工作人員，以楷模身分

鼓勵後輩，讓民安隊少年團的精神薪火相傳。

鍾紫韻 少年團 A 中隊高級團員

劉柏熙 少年團 B中隊副少年領袖

歐陽彥朗 少年團 B 中隊高級團員

劉領軒 少年團 D 中隊副少年領袖

方泰行 少年團 D 中隊高級團員

任家偉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詹芷諺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歐陽婉君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李健森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鄭惠鳴 少年團 E 中隊副少年領袖

鍾紫韻 少年團 A 中隊高級團員

劉柏熙 少年團 B中隊副少年領袖

歐陽彥朗 少年團 B 中隊高級團員

劉領軒 少年團 D 中隊副少年領袖

方泰行 少年團 D 中隊高級團員

任家偉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詹芷諺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歐陽婉君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李健森 少年團 D 中隊少年領袖

鄭惠鳴 少年團 E 中隊副少年領袖

傑出少年團員
Outstanding Cadets

陳泳茵 少年團 A 中隊  D9131

李晨 少年團 B中隊  D7922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
傑出服務獎
Grantham Uniformed Youth Groups
Outstanding Serivce Award

冠軍 少年團D中隊
亞軍 少年團A中隊
季軍 少年團B中隊

李允楊 少年團 C 中隊

韓愷家 少年團 C 中隊

李嘉欣 少年團 C 中隊

蔡善恩 少年團 D 中隊

詹芷諺 少年團 D 中隊

任家偉 少年團 D 中隊

李潼茵 少年團 E 中隊

李心怡 少年團 E 中隊

協助分隊組羣運作及發展，表現超卓。

劉柏熙 少年團 B 中隊

參與民安隊少年團儀仗隊任務，表現

超卓。

黃渟樟 少年團 A 中隊

參與協助「民安隊少年團達人大挑戰」

網上問答的籌備工作，貢獻良多。

我很榮幸獲選為2022年傑出少年團員，這
既是民安隊少年團對我的肯定，亦是我再接
再厲的動力。我很感謝CA2分隊組羣能給予
我此次機會，以及長官、導師和領袖們，他
們傳授我經驗和技巧、教導我不同道理，一
路扶持鼓勵我。最後，我感謝所有曾幫助和
教導過我的人，相信我在少年團學到的東西
亦能伴隨一生。

我好榮幸能夠參與是次評選並獲選。首先，
我要感謝身邊的長官和導師，假如他們沒有
推薦我，我沒可能參與今次的評選，亦不能
夠獲選為傑出少年團員。我亦感謝他們在我
民安隊生涯中循循善誘，方能令我得到殊榮。
同時，我亦感謝各位籌委長官籌辦今次評選，
讓一眾參選團員獲益良多。

我雖有幸獲選，但亦不代表我的少年團生涯
就此停步不前。今次獲選肯定了我的努力，
未來我仍有很多挑戰要完成。因此，我希望
今次獲選後，能夠為民安隊作出更多的貢獻。

首先我要多謝籌備評選的長官和導師花了不少
時間和精神，在活動中評核我們的表現。 同時
我亦想多謝CD3的導師在準備過程中給予我意
見，讓我能夠在評選過程中發揮應有的表現。 
過程中，最令我難忘的，是領導才能及團隊協
作的部分。當時全組團員都需要通過迷宮方能
完成任務，考驗記憶力之餘亦充滿壓力。

我往後會繼續努力，希望向更多人宣揚民安隊
少年團的精神，以及分享我在少年團的經驗和
如何實踐少年團精神的心得。 

首先在此感謝少年團舉辦傑出少年團員評選，

以及分隊組羣長官對我的支持、肯定及推薦，

令我能夠有更大的動力和勇氣參選。

評選當日，我全情投入，放空心情，忐忑一

掃而空。我冷靜下來，發揮平日訓練時應有

的水準。公佈成績的一刻，驚覺自己在名單

之上，不禁熱淚盈眶，亦不敢相信自己能夠

成為傑出團員的一分子。未來，我定會盡力服

務民安隊少年團，成為各位團員的模範。

我很榮幸成為傑出少年團員，不但要感謝
CD3長官和導師一直栽培，亦感謝他們給予
我參選機會。此外，這是我最後一年參與
少年團，這次評選更成為了我畢生難忘的
回憶。同時，在這段疫情期間，少年團仍
能夠進行一些實體活動還是比較難得。評
選過程中，我難免感到一些壓力，尤其在
即席演說方面，自己面對考官感到緊張，
但最後都能順利地完成這次評選。很高興
能夠成為傑出少年團員，也相信自己能夠
更有自信地邁向未來目標。

首先，本人十分榮幸能夠成為本年度傑出
少年團員。競逐傑出少年團員是我在少年
團的其中一個目標。不論在遴選過程，還
是事前準備階段，我都不斷查找不足，並
作出改進，提升自我。

能夠成為傑出少年團員，我感到無比光榮。
因為獲選不單代表對我的認可，更是長官及
導師們一直以來的教導及支持我的成果。

在此，我再次感謝長官提名我參選，亦十分
感謝父母及各位導師的支持！

能夠獲選成為本年度的傑出少年團員，實在
感到十分榮幸，除了是因為自己在民安隊少
年團多了一個身分、一份責任之外，更是因
為得到長官、導師的認同。在此，我想感謝
CE4的長官、導師、團員及家人一直以來對
我的信任、支持和鼓勵，讓我的民安隊少年
團生涯能夠走得更高更遠。

我亦感謝各位評選籌委舉辦是次評選，讓我
們能夠接觸到來自不同組羣的團員，並從他
們身上學習，改善自己不足，成為一個出色
的領袖，繼續貢獻民安隊少年團。

首先，我很榮幸能夠獲選為2022年傑出少
年團員，很感謝分隊長官的栽培，教導我
步操技巧及人生道理等，令我成為卓越的
領袖。此外，我所屬分隊的長官、導師、
以及家人的支持，成為我最強大的後盾，
讓我增添一份對自己的肯定。最後，我再
一次感謝長官們及導師們提攜本人。

我很榮幸獲選為2022傑出少年團員，這既
是民安隊少年團對我個人能力的肯定，也是
我日後繼續為民安隊服務的動力。此外，我
亦要多謝幫助過我的領袖們，他們無論在步
操方面，還是演講技巧都向我傳授了不同技
巧。有賴他們幫助，今天我才能站上這個頒
獎台。最後，我一定會以傑出少年團員的身
分繼續為民安隊服務，不會辜負大家對我的
期望，多謝大家。

地壺球比賽

少年團挑戰日2022總成績

冠軍 少年團A中隊
亞軍 少年團C中隊
季軍 少年團B中隊

「力爭上遊」沿繩上攀

冠軍 少年團E中隊
亞軍 少年團B中隊
季軍 少年團A中隊

「團員動起來」定向歷奇活動

陳泳茵（上圖）
和李晨（左圖）獲頒授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
傑出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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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參事2 楊澄峰

撰文 ｜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參事2 楊澄峰

鍾紫韻 少年團A中隊高級團員
劉領軒 少年團D中隊副少年領袖

詹芷諺 少年團D中隊少年領袖

歐陽婉君 少年團D中隊少年領袖
方泰行 少年團D中隊高級團員 任家偉 少年團D中隊少年領袖

李健森 少年團D中隊少年領袖

鄭惠鳴 少年團E中隊副少年領袖

劉柏熙 少年團B中隊副少年領袖

歐陽彥朗 少年團B中隊高級團員



12.6.202216.4.2022 25.6.2022CE達人挑戰賽
撰文 ｜ 少年團E中隊副小隊長 袁子良 少年團員沙頭角禁區一日遊

踏入2022年6月，首兩星期不時陰雨連綿，幸好6月12日天色甚佳。是日「
沙頭角禁區導賞團」如期出發，各少年團員由領隊長官及導師帶領，沿途亦

有專業導賞員講解。學習的課題豐富多元，涵蓋抗日歷史，生態保育、

環境保護、客家文化，以及北部大都會發展。

禁區一直是令人望而卻步的地方，沙頭角禁區更是中港邊界，閒人止步；今日滿懷期待
走進禁區，有幸一睹其廬山真面目。首先參觀的是烏蛟騰烈士紀念園。映入眼簾的是一
棟高尖型的紀念碑，上書「抗日英烈紀念碑」，下著「浩然正氣」，一旁寫上東江縱隊
的歷史。想當年村民為掩護遊擊隊的蹤跡，慘遭日軍殺害，他們為國為民，敢於犧牲的
精神值得我們尊重。離開的時候，不禁思考假如自己親歷其中，又能否展現無比的勇氣。

吃過一頓豐盛的午餐後，一行人便乘車前往沙頭角禁區的碼頭。大巴駛經禁區時，我感
受到沙頭角的寧靜：區內不像市區般煩囂，居民在大街上行走，享受寧靜的生活。下車
後，走到碼頭旁，附近的居民樓宇與平日的唐樓並無太大分別。籠罩禁區的迷霧剎那間
散開，我對禁區的迷思也散去，原來禁區也無非是一個平常的地方。

接着我們在禁區碼頭上船前往荔枝窩，船程中海面一望無際，遠處看到內地的貨運碼頭，
一片欣欣向榮。船上亦坐滿了其他制服團隊的成員，大家在船上有機會互相交流，讓我
除了結識不同分隊組羣的新朋友，更能認識到其他制服團隊的成員。到達荔枝窩後，我
們沿着一條蜿蜒曲折的路徑走入山中，其後到達了有超過三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我們
走到圍村的東門，門上牌匾寫上「紫氣東來」四字，旁邊貼上頗有特色的對聯。走入圍
村，傳統的建築更令人彷似重回舊香港。路上風景宜人，林中幽靜，亦令人放鬆身心。
時光飛逝，大伙兒又要走出荔枝窩，踏上歸途。

回到沙頭角碼頭時，我們更與對岸居民相互揮手，展示友好的態度。今天的旅程雖然短
暫，但很有意義。過程中我不但認識到新朋友，更能夠了解到香港昔日的歷史。希望日
後有機會參加更多相關的活動，了解更多鮮為人知的事物。

許崇熙 少年團A中隊團員

很高興我能夠參與這次民安隊的活動，能到沙頭角禁區參觀實在令我獲益良多，大開眼界。
導遊把很多不同的歷史故事告訴我們，而且平時根本沒可能踏足禁區，所以我學到了很多新
知識。這一次的行程也很開心，我能夠認識到不同的朋友。途中我們乘搭了船，另一艘船的警
察很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到了荔枝窩，我了解到當地的歷史，也知道了那棵歷史悠久大樹
的典故。不過記憶最深刻的當然要數那裏的蚊子了。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歷史後，我們搭上回
程船，返回碼頭。這次對面海的深圳居民看到我們，同樣很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還互相比
了「心心」手勢，感覺十分奇妙。雖然旅程讓人疲憊，可是我盡興而歸，參與了這個活動可
謂十分值得。

戴廒廷 少年團B中隊團員

當我知道要負責「沙頭角之旅」的領隊工作，心情十分興奮，因為近期疫情肆虐，難以出外走走，這次可
以寓工作於娛樂之中。

不過出發前天氣狀況反覆，一時紅雨黃雨，一時雷暴交加，恐怕活動當日未能盡興呢！開始集合時，天空
仍是烏雲滿滿，幸好午餐後風和日麗，天公做美，陽光又不猛烈，在渡輪上海風一陣陣吹來，感覺涼快。

團員專心聽導遊講解，了解香港早年歷史及自然界的進程。讀萬里書不如行萬里路，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
課。相信是次活動加深了大家對歷史及自然界的了解，各人都獲益良多，還記得他們途中不停提問之餘還
拍照留念。

這次難忘愉快之旅很快又接近尾聲。團員都希望再有一次機會參加這種饒有意義的活動。

身為今次活動的導師，我很榮幸可以帶領團員出席活動，讓大家盡興而歸，在民安隊生涯中留下了美好的
回憶。

紀宜端 少年團管理
及發展辦公室高級

小隊長

少年團E中隊訓練組自2022年4月16日推出第一期的「CE達人挑戰賽」，賽
事為期11週，每週推出不同主題的題目，旨在讓少年團員持續參與網上問答
活動，增加對中隊的歸屬感、提升團員對民安隊的認識、鼓勵團員多留意身

邊事物，以及增加團員之間的互動。

很高興訓練組能在疫情緩和後，於6月25日舉辦了實體賽，讓團員由網上虛
擬世界走到實體空間參與，機會實屬難得。團員藉著一連串團隊歷奇活動，

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協作及解難能力，及後走進社區實踐探索任務。是次活動

更邀請新任少年團E中隊中隊指揮官劉景暉先生與團員一同參與，大伙兒樂
在其中。

當天，團員先透過破冰遊戲互相認識，在一片歡聲笑語中為活動揭開序幕。

及後在小組「契約協定」環節中，參加者定下了「共享愉快的一天」的目

標。接著是歷奇活動，團員們非常投入、身體力行，攜手達成目標。再來

是緊張又刺激的「CE達人」問答比賽，兩隊參加者都才高八斗，成績叮
噹馬頭。

下午我們走到東涌戶外地方，由少年團員制定路線，帶領導師前往「東

涌新海濱社區聯絡中心」，了解東涌新市鎮的發展，其間導師更鼓勵

少年團員跳出「舒適圈」，向市民推廣民安隊少年團。下午活動的第

二站是東涌觀景山，從山上遠眺東涌城市及機場一帶，感受發展蓬

勃都市的魅力。行程中大伙兒不忘展示出「愛我社區」的精神，協

助帶走沿途棄在地上的廢物。

開心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少年團員們轉眼間又踏上回程。他們

都完全認同做到了當日設定的「共享愉快的一天」目標。團

員以圖卡分享感受，當中蘇樂瑤團員表示很開心透過活動

認識新朋友，增強了自信心和發掘了個人領導才能。 

整天活動步入尾聲，由即將調離少年團E中隊中隊副指揮
官李凱雯女士向在場每一位團員送上臨別贈言，讓團員

再次了解個人的優點及缺點，為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我第一次去這些地方，感到很

好玩。另外，我在這次活動中

認識了很多朋友，民安隊真係

好好玩！

陳溢銘 少
年團E中隊團員

夏日炎炎，微風送爽，我們的心情瞬間變得十分愉快。我印象最深刻的遊戲是「時光圈」，我們要互相緊扣旁邊成員的手，讓繩圈從頭到腳穿過每個人，在過程中我領略到每位成員都是十分重要的。
今日的團隊遊戲很有趣，我們全情投入，通過遊戲建立團隊精神，增强凝聚力，達成團隊目標。在此要感謝今日帶隊的各位少年團長官及導師，相信他們都花了不少心血和時間為我們設計這次活動，令我們得益不少。

張智城 少年團E中隊團員

CADET CORPSNEWS
少年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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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團花式單車表演隊
民安隊花式單車表演隊早前出席了多個表演場合，包括2022年8月21日於維
多利亞公園舉行的「青少年同心同根大檢閱及嘉年華」；9月18日於伊利沙
伯體育館舉行的民安隊「樂韻傳愛遍香江」音樂交流會；10月23日於屯
門文娛廣場舉行的「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年中多次少年團新團員結

業會操，以及定期舉行的體驗同樂日。當中多名隊員突破自我，為大

家帶來了出色的表現。在此，數名隊員及參加者寫下訓練點滴，與大

家分享表演心得。

不知收工時間的任務 - 倒碗崖拯救行動

回想2022年5月7日的飛行服務隊值勤任務，是一次值得回味和參
考的行動⋯⋯

當日早上，我負責帶領三位隊員A更值勤。因當天天氣不穩定，所
以警報已響起了數遍！而每次警報響起時，我都需要到控制中心

跟機組人員協調及商討行動概要，也因還是早上及行動簡單，所

以都不需要我們出勤協助，讓我們可養精蓄銳去應付更困難的山

嶺行動。

時間到了下午約4時15分，警報再一次響起！我與B更長官一同飛
奔到控制中心，得知有市民在大嶼山鳳壁石瀾的懸崖附近墮下受

傷需要協助。我與A更同事們考慮過雖然離放工只差45分鐘並估
計到一出行動就沒有收工時間，但這正值是我們的職責及是生命

攸關，所以大家都同意繼續留守及幫忙。經過與長官商討後，帶

隊長官制定下了一個拯救計劃，首先由他帶領B更三位隊員作先頭
部隊，觀察現場並進行拯救，而我就負責帶領A更三位隊員作後備
支援並在候機室等候指示。

約在下午5時29分，警報響起！我再次到控制中心聽取任務。不得
了，這次的任務更加艱巨：有一市民在倒碗崖昏迷不醒。知道任

務的重要性，我即時與長官聯絡並立刻作出靈活的調動，隨即與A
更隊員出動。

因現場天氣惡劣，直升機只能在高處放下空勤人員及我們四人便

需要離開。當我們去到現場，我發現是倒碗崖附近的石河而環境

是甚為惡劣環境，所以立即安排隊員負責照顧傷者的三位同行人

仕、檢查是否有受傷及記錄資料。另外一位隊員就負責設置穩固

點以保障傷者及運送時的安全。最後的一位就負責協助空勤員選

擇吊運位置。而我，除了需要指派工作及向總部報告現場環境外，

就負責從空勤員裏接手對昏迷人仕進行心肺復甦法。正準備移動

昏迷人士時，消防同事也到達了現場並提供協助，一同把傷者運

送到較適合位置等待直昇機運走。另外，我也再次了解三位同行

人仕的體能狀況能否步行下山後，便將三位同行人士交給消防人

員協助帶領下山，因為我們又接到另一任務⋯⋯。

直至晚上7時34分，直昇機把空勤員及我們四人從現埸撤離並飛去
另一地點 - 南天門進行救援。到達現場後，機組人員因應當時天

氣更加惡劣决定返飛行服務隊總部待命，而我們四人也隨機回去

等待出隊通知。

可以參與今次的搜救任務我感到很榮幸，能幫助傷者在最短時間

內撤離危險的地方。同時還要衷心感謝此次行動的長官和隊友們

一起拚力付出，充分証明我們是一支有效率和專業團隊，

借鑑此次的事件，我要不厭其煩地再三呼籲各位朋友，在行山前

要小心計劃行程、做足活動前的評估及相對應準備，考慮自己的

個人體能是否能負擔，更加要注意天氣預告及量力而為，最尤為

重要的是一定要結伴同行，並且把行程時間和路線，預先告知家

人或朋友們。安全措施先做足，旅程愉快又滿足！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 賴剛發

在倒腕崖的救援裏，憑著隊長利用其豐富經驗在行

動的策劃及工作分配裏令到我及另外兩位同事能充

份的發揮自己的能力並互相配合，然後加上消防同

事一同協助讓傷者安全地運送到安全地方並盡快送

院，此任務的完成讓大家有好大滿足感。

我在民安隊山嶺搜救隊的十幾年裏，無數次救援行

動都用心去做，並盡用自己在部隊所學到的技能服

務社群，而 [救急扶危、服務市民] 這句也時刻都掛

在心中！另外見到多次市民來信感謝，也肯定了民

安隊山嶺搜救中隊的價值，令我感到驕傲和自豪。

今天真的讓我深刻

感受到平時訓練技術招式的重要性。我參加了這

次的花式單車表演，一大早就到HKTC做準備，看見大家都好

有節奏地拉筋伸展，我在一旁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

不禁後悔之前訓練時自己不夠努力。雖然我希望自己可以幫手，但我還是

怕「翻車」，所以我這次沒有上場，madam只安排我做最後的「晒冷」的謝幕

便可以。排練的時候，看到大家都好厲害，做出的招式動作都好帥氣，我希望自己

有天一日可以做到。原來的表演安排一直有所更改，教練們根據情況適時應變微調。

到了正式演出的時候，我跟旁邊的隊友撞了一下就跌了下來，不過幸好我能即時

重新上車。事後我雖然感到十分尷尬，但我深刻感受到平時訓練的重要性。

之後見到阿sir及madam們表演的時候也有一兩個失誤，我學會了

隨機應變，「自己執生」！

今年六月份參加

花式單車訓練班，花了幾個月接受訓練，

到終於可以參加大型表演，我原以為一切都準備好

了。但是，在臨上場前，一想到要面對那麼多的觀眾，

我突然膽怯起來。楊Sir跟鄧Madam都看出我們很緊張，鼓

勵我們要努力加油。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們有驚無險完成

了這次表演。

再說說我的感受：從只會騎單車到現在可以做出少少花式，

我真的感到很開心。雖然在訓練時曾跌倒流血，但是我

知道自己不斷進步。我從小就是體形笨重，學習新事

物都特別慢，很感謝多位阿Sir跟Madam細心教

導，讓我鼓起勇氣，願意去嘗試。

十分榮幸能

夠參與青少年同心同根嘉年華的花

式單車表演。作為民安隊少年團花式單車

表演隊的一員，感謝大會給予我們表演的機

會。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花式單車表演，雖然

在此次表演當中有少許失誤，表現還是有所不

足，但是的確讓我獲益良多，希望在未來

能帶給大家更多精彩的表演。

首先，我想
感謝民安隊少年團花式單車表演

隊的教練，教會了我很多不同的花式單車
動作。同時我亦感謝家人讓我參加民安隊及花

式單車表演隊，不然我就沒有機會認識到這麼多
新朋友，以及學會難以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我和
隊友在開始訓練時，都是笨手笨腳的！但我們
發揮堅毅不屈的精神，堅持到底，在訓練期間
揮灑了不少汗水及淚水。只因我們都有一顆
熱愛花式單車的心，才推動我們堅持下

去，成就了今天的我們！

這次活動令
我明白到平時訓練所花的努力是

沒有白費的！最初加入民安隊花式單車表
演隊時，我完全是新手一名，但經過這幾年長
時間的刻苦訓練之後，我由最初只會踏單車，到
現在可以做出高難度動作。我同時亦十分感謝
陳達榮長官的悉心教導，才能讓我在今次的

舞台上大展身手。

我 加 入

了花式單車隊已經有三個月

了。2022年8月27日是我第一次在

總部表演，雖然我今次表演只是出去踩

了一圈，但是我還是很怕會出錯。看到

其他隊員表演時我感到他們很厲害，

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也希

望我之後跟他們一起表演。

陳敬泰 少年團A中隊團員

張梓澄 少年團A中隊團員

李文睿 少年團A中隊團員

劉俊朗 少年團D中隊團員
束蕙因 少年團A中隊團員

謝美淇 少年團A中隊團員

十分感謝在倒碗崖救援行動中帶領我們的隊長，

另外也感謝兩位同事的互相合作，在大家的努力

下順利完成救援任務。

雖然在第四分隊的日子只是開始了數幾個月，但

已經累積多次的救援經驗，長官的調配、隊長的

帶領、隊員的配合都令自己增值不少，這就是紅

衫的專業精神及團隊精神。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隊員 李新輝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隊員 陳樑浩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隊員 張敏濤

我為部隊服務已是8年，當日的任務是我第一次由A

更做到和B更同事一起收隊的，所以體會特別深刻。

其時，我跟A更帶隊隊長需要首先由直昇機垂吊下進

行拯救任務，由於當時天雨濛濛，且近黄昏令天色

漸暗，而著陸地點更是林木茂密，我們僅從山林樹

木形成的一個「洞口」著陸，不得不佩服飛行服務

隊機組人員的精湛技術。

一著地，眼前景象更教人情緒緊繃! 一名空勤人員已

正在為昏迷者進行急救，而附近還有他的三名同行朋

友，憑藉隊長的豐富經驗，梳理現場，安排各隊員職

責，我們各司其職，一如日常訓練所學，目標都是盡

快恊助傷患者撤離現場，得到更適切的醫護。

當我們連同「爆林」趕來的消防人員合力將昏迷人

仕抬到適合飛機吊運位置，直至直昇機成功救起昏

迷者飛離現場，我才鬆一口氣，而心中更是默默的

祝福他。

亦藉此機會，提醒各行山人仕，出發前要做足資料

搜集和準備，評估相關路況和制定後備計劃，如天

氣突然轉差，如何應對等，未雨綢繆，樂趣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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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成先生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

陳明德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總部1)

龔翠冰女士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新界)

任敬業先生
行動及訓練助理 (港島)

投．稿．須．知

本．期．要．目

編．輯．小．組

馮國平先生
特遣部隊總指揮

李詠如女士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

編．者．的．話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部
職員調動

姓名 原任職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何永禧先生 署理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2 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2 27.7.2022

梁玉池先生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5) 15.8.2022

關偉光先生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2) 2.9.2022

陳明豐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港島1) 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1) 2.9.2022

盧偉明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1) 行動及訓練主任 (港島1) 2.9.2022

劉卓然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2)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1) 2.9.2022

林俊龍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九龍2)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遣部隊2) 2.9.2022

陳浩恩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3) 行動及訓練主任 (總部2) 28.9.2022

陳　然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總部2)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4) 28.9.2022 

胡文俊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4) 行動及訓練主任 (少年團3) 28.9.2022 

李明章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2) 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1) 10.10.2022 

2022年為民安隊成立70周年，編者有幸在編輯紀念特刊的過程中接觸到昔日民安隊的相片。

一幀幀部隊昔日活動的剪影映入眼簾：看到管理難民營、營運檢疫中心、山泥傾瀉、房屋倒塌

等事件中隊員的身影，實在有時光飛逝的感覺。有感現今科技進步，災害傷亡數字雖大幅減少，

但隊員們亦應時刻緊記部隊「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宗旨，在單位訓練時積極裝備自己、時刻

候命，把部隊的精神延續下去。

特區政府於2022年7月22日公布授勳及嘉獎名單。

民安隊及民安處共有6位長官及隊員分別就貢獻社會及抗疫工作的傑出表現獲
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Community Service)」和「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Government / Public Service) 」。這是對他們於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工作的認同和讚揚，編輯小組謹代表部隊向他們致賀。  

頒授典禮由11月5日至7日一連三天在禮賓府舉行，民安隊及民安處共有6位人
員分別榮獲行政長官頒授社區服務獎狀及公共服務獎狀。同時民安隊
訓練學校校長黃江天博士, JP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及民安處副總管 (特別職務2) 
吳有雙先生獲頒授香港消防事務榮譽獎章。編輯部謹此恭喜各位獲獎長官和隊員。

當日港島區域人員分別派員於禮賓府及中環大會堂（獲授勳人士集合處）協
助執行人群管理任務。

二零二二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授勳及嘉獎

同學們親臨攤位了解詳情，他們都對
  民安隊多元化的工作及訓練深感興趣

民安隊招募
長官及隊員

你都一齊嚟啦
民安隊定期在不同地點進行招

募活動。2022年10月18至19
日，民安隊參與了香港浸會大學

所舉辦的「Career Fair 2022」展
覽，讓參加者一連兩日透過出

席展覽會及參與分享活動，了

解民安隊的訓練及不同工作範疇，從而感受民安隊如

何發揮「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竭力服務市

民。

招募活動分為三個主題環節：

透過招募活動，讓市民深入了解民安隊的工作及角色。

民安隊一級隊員全年均接受隊員申請；而民安隊每年

度更會開辦長官資歷訓練班，積極培訓四級長官。有

興趣投考的人士可以於網上提交申請表格，或將填妥

的表格郵寄至民安隊總部紀錄室。有關民安隊招募的

資訊，歡迎瀏覽民安隊網頁招募專頁。

https://www.cas.gov.hk/chi/adult_recruitment.html

(一) 攤位展示

(二) 招募Talk Show

(三) 與學生互動，分享民安隊生活點滴

訓練學校謝文龍先生分享

讓參加者進一步了解民安隊的生活
民安隊的工作點滴， 

處長羅仁禮先生及少年團總指揮彭穎生先生親臨支持

此外，4位民安處行動及
訓練部職員在應對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工作

方面，貢獻良多，獲頒授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Chief Executive’s 
Commendation

 for Government /
Public Service) 」，

以示嘉勉。

號
  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2年12月16日公布，

行政長官已根據《民眾安全服務隊條例》

(第518章)所賦予的權力，再度委任羅仁禮為

民眾安全服務隊 (民安隊) 處長，任期由2023

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為期兩年。
第84屆新隊員結業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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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艷女士 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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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偉先生 行政部隊副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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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九龍油麻地渡華路八號

民安隊總部 504 室

電郵
casnews@cas.org.hk

電話
3651 9322

傳真
2576 3021

長期服務獎章及嘉敘勳扣頒授典禮

民安隊成立70周年大會操

P. 6 樂韻傳愛遍香江
民安隊樂隊音樂交流會

P. 10 

www.cas.org.hk
民安隊數碼天地

www.cas.gov.hk/chi/info/info_newsletter.html
民安隊季刊網絡版

www.facebook.com/CASinAction
動感民安隊 Facebook 專頁

www.cas.gov.hk
民安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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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隊季刊旨在向長官及隊員介紹本隊的工作及

活動。我們期望這份刊物能促進雙向溝通，歡迎長

官及隊員提供有關民安隊訓練、活動和知識的文章和

圖片，以豐富季刊內容。稿件可以郵寄或電郵方式遞

交，請付上個人資料，如須使用筆名，請加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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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少年團員評選2022

少年團挑戰日2022

P. 17 少年團員沙頭角禁區一日遊

P.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