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2017 至 2018 年度第一次全區領袖會議紀錄 

 

日期 ： 2017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二 ) 

時間 ： 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 ：大坑東棠蔭街 17 號大坑東社區中心深水埗東區總部 

 

出席 ： 張秀珍 [副區總監(訓練)] (主席) 

易瑞文 [區總監] 

馮銳明 [助理區總監(童軍) ] 

梁國安 [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苗雅琳 [區領袖] 

房綺禎 [區領袖] 

陳漢傑 [深資童軍區長] 

鄧燕群 [幼童軍區長](紀錄) 

劉松才 [區領袖(物資管理)] 

關忠傑 [幼童軍區長] 

劉松才 [區領袖(物資管理)] 

 

 

房綺禎[ 3 旅 ] 

陳敬仁 [ 22 旅 ] 

朱兆鵬 [ 48 旅 ] 

梁詩敏 [ 62 旅 ] 

趙淦康 [ 122 旅 ] 

黃志誠 [ 188 旅 ] 

劉斯凱 [ 1580 旅 ] 

黃少健 [ 1685 旅 ] 

容超常 [ 3 旅 ] 

李慶恩 [ 34 旅 ] 

蔡志豪 [ 62 旅 ] 

張敬業 [ 70 旅 ] 

余文亨 [ 122 旅 ] 

劉松才 [ 188 旅 ] 

黎潔茵 [ 1580 旅 ] 

李華有 [ 1685 旅 ] 

黎嘉琪 [ 3 旅 ] 

周啟賢 [ 36 旅 ] 

梁家倫 [ 62 旅 ] 

黃家裕 [ 96 旅 ] 

馮銳明 [ 138 旅 ] 

陳玉珍 [ 1561 旅 ] 

呂永恒 [ 1580 旅 ] 

黃子浩 [ 1686 旅 ] 

 

請假： 

 

 

 

 

缺席： 

 

        

李家豪 [副區總監(行政)]、徐嘉陞 [區領袖(資訊科技)]、甘文瀚 [ 區領袖 ]、劉凱琳 [助理

區總監(幼童軍) ]、劉嘉琪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 、黃蕙明 [深資童軍區長] 、馬嘉駿 [區

領袖] 、譚健忠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林國湧 [深資童軍區長]、陳潔心 [區領袖(文書)] 

、冼國昌[ 區領袖 ] 

第 13、32、36、45、95、104、110、115、122、124、141、147、151、293、1362、1561、1686

及 1740 旅 

(一) 修改及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1.1) 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報告事項 

(2.1) 區務報告： 

i) 「25 週年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已於 9.7.2017 假區會總部舉行舉行，如期完滿結束，多謝各位協助

的領袖及童軍成員，亦多謝當日參與活動各旅團的支持。活動參與的人數有 500 多人，所舉辦的航天講

座甚獲好評，而幼年成員也很積極參與攤位遊戲。有領袖反映活動送出的禮物包也相當受歡迎，亦有領

袖建議大會準備的食物可以再豐富一點。 

ii) 「第二十五屆區務委員會週年會議」，已於 24.6.2017 召開，多謝出席的旅團領袖和成員的支持。今屆區

務委員會有人事變動，陳其鑣教授 MH 因事務太忙辭任會長，而現任新會長是文掁聲博士。 

iii) 即將舉辦的「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會以全區會操形式進行，區內旅團除可參與步操之外，亦

可參與設計嘉年華攤位遊戲。 

iv) 最近九龍地域增設一個與區會領袖訓練提升計劃相類似的資助計劃，贊助領袖進修。有關的通告已上

網，領袖有需要可以申領，資助上限是 250 元。現時已開辦一個救傷班，是費用全免的，年底開始上課，

有興趣的領袖應該盡快報名。 

v) 九龍地域已定於 8.10.2018 假土瓜灣遊樂場舉行「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領袖頒獎禮」，各獲獎旅團日內會

收到邀請通知，希望各獲獎旅團能盡快回覆會否出席和參與步操、團呼等環節，已回覆的旅團亦希望盡

快往九龍地域取傑旅旅條。今年獲獎的人數較往年為多，恭喜各獲獎的人士及旅團。 

 

(2.2) 支部報告 

i) 樂行童軍支部： 

a) 原定於 30.9.2917 舉行的樂行童軍支部比賽，因為只有一隊報名，所以要延期舉行，會通知旅團有關情

http://www.krscout.hk/sspe/notice/2016agm24th.pdf


況，改期再推行。 

b) 九龍地域將於 10 月底會開辦樂行童軍啓導班，截止報名日期是 30.9.2917，請旅團盡快通知有需要的樂

行童軍成員報名。 

c) 去年籌辦的啓導班未能成功開班，所以今年想參加的樂行童軍都應該盡快報名。 

 

ii) 深資童軍支部： 

a) 已定於 20.10.2017 舉行區會深資童軍支部會議，請各旅團派領袖出席。 

b) 深資童軍支部比賽已於 9.10.2017 順利完成，多謝參與旅團的支持及協助。當日參與比賽有九龍第 48、 62、 

96、122、141 及 147 旅六個旅團，比賽結果：冠軍九龍第 122 旅，亞軍九龍第 48 旅，季軍九龍第 62 旅。 

c) 本年度有 3 位深資童軍完成榮譽童軍獎章考驗，九龍第 3 旅 2 名成員，九龍第 122 旅 1 名成員。已完成

深資童軍獎章九龍第 62 和 122 旅各自一名，而助理區總監和幾位區長都很樂意向尚有成員在進行深資童

軍獎章考驗的旅團提供咨詢和協助。 

d) 地圖及遠足訓練班將會在 10 月中至 11 月尾開班，希望領袖可以鼓勵成員參加，因為這次班期比較短，希

望成員能順利完成考驗。 

e) 原定於暑假期間舉辦繩結班及先鋒工程訓練班，但由於報名人數不理想，所以會推遲到年尾或明年初才

試行。將在 20.10.2017 舉行的支部會議時會與各旅團協商，令這個班能配合大家的需要。 

f) 九龍地域的貝雷會議招募已經完成，深東區有 3 位九龍第 141 旅的成員會出任委員，希望來年會有更多

深資童軍支持這項活動。 

 

iii) 童軍支部： 

a) 即將舉辦童軍領導才訓練班，希望各旅團能踴躍參加。 

b) 九龍第 48 和 138 旅的成員的總領袖獎章已出。 

c) 將於 12 月舉行專章考驗日，請鼓勵旅團成員報考。 

 

iv) 幼童軍支部： 

a) 幼童軍技能比賽 2017 已定於 5.11.2017 假沙田童軍中心舉行，比賽項目包括生火和原野烹飪。支部也會

利用今次比賽完成評核金紫荊獎章考驗中有關的內容。 

b) 本年度的金紫荊獎章申表格已全部遞交上九龍地域。希望旅團可以在每年的 8 月 25 日前遞交金紫荊獎

章的表格，並希望盡早呈交，以便區會有時間核實清楚表格內是否有遺漏資料，便能及時更改或修補，

並能於限期前送交九龍地域審批。本年度幾份表格就因為內容問題被九龍地域退回，而那幾位幼童軍

將未能趕及於本度獲頒發金紫荊獎章。 

  

v) 小童軍支部：  

a) 3.12.2017 舉行「深東親子農莊一日遊」，費用：每位$100 元，大小同價、名額 50 人，膳食自理，參加

者可參與農耕、翻土、灌溉等多種活動。 

 

(2.3) 旅團報告 

i) 第 3 旅： 

a) 領袖 10人：4男 6女。 

b) 2017年 4-9月進行的活動：14-16.4.2017童軍團及幼童軍團聯合舉辦復活節露營，地點白沙

灣營地。 

c) 22.4.2017 幼童軍、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參觀國泰城。 

d) 6.5.2017幼童軍團進行招募。 

e) 3.6.2017小童軍團及童軍團參觀歷史博物館。 

f) 24.6.2017出席區會周年會議。 

g) 9.7.2017參與區會「25 週年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 

h) 26-31.7.2017旅團活動：韓國交流之旅。 

i) 19-20.8.2017全旅覆誓營，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舉行。 

j) 9.9.2017深資童軍團進行招募。 

k) 10.9.2017協助區會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l) 23.9.2017 小童軍團及童軍團參觀消防局。 

  

ii) 第 22 旅： 

a) 幼童軍及童軍集會正常。 

 

iii) 第 34 旅： 

a) 幼童軍如常集會。集會時間：逢星期一下午四時至五時。學生人數為 25(到化主要是三至六年

級)，領袖男性 2 名和女性 1 名。 

b) 小童軍如常集會。小童軍來自一二年級(約 35人)，由領袖男性 2 名和女性 1 名。於學生年紀

小，所以集會不會安排在下課後舉行，而是抽取課堂最後一節(導修課)來進行，新學年有領袖

女性 2 名。 

c) 原定 7 月尾參加高爾夫球燒烤活動，但因八號風球而取消。 

d) 12.11.2017 參加「深東嘉年華暨全區會操及就職典禮」。 

e) 9.7.2017 幼童軍參加區會「25 週年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 

 

iv) 第 36 旅： 

a) 正常集會，童軍成員 12 人，領袖 3 人。 

 

v) 第 48 旅： 

a) 小童軍 15 人 領袖 2 人 

b) 幼童軍 25 人 領袖 3 人 

c) 童軍 10 人 領袖 3 人 

d) 深資 8 人領袖 2 人。 

 

vi) 第 62 旅： 

a) 幼童軍支部：領袖 5 人，幼童軍 52 人，正常集會。 

b) 深資童軍支部：領袖 3 人，深資童軍 6 人，正常集會。 

c) 童軍支部：領袖共 3 人，童軍成員 18 人，正常集會。 

d) 小童軍支部：領袖共 2 人，小童軍成員 22 人，正常集會。 

               

vii) 第 70 旅： 

a) 總人數 72 人，隊長和副隊長約 20 人，正常集會。 

b) 沒有特別事項報告。 

 

viii) 第 96 旅： 

童軍團： 

  a) 正常集會，並無特別事項匯報。 

深資童軍團：好 

a) 正常集會，並無特別事項匯報。 

樂行童軍團：  

a) 正常集會，並無特別事項匯報。 

              

ix) 第 122 旅： 

a) 深資童軍團：逢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3 時集會，成員 7 名，領袖 1 名。 

b) 深資童軍團已舉辦的活動：3.6.2018 保齡球活動、15-16.7.2017 夜行活動(大埔墟鉛礦洞-大帽山

山頂-大帽山郊野公園管制站)。 

c) 深資童軍團未來活動：30.9.2017-2.10.2017 假西貢白石角舉行露營活動、10 月下旬舉行燒烤活

動。 

d) 童軍團逢星期六正常集會，童軍團參與的活動：9.7.2017「25 週年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2

名領袖和 1 名童軍服務、22.9.2017 晚上 1 名深資童軍代表出席九龍地域「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

領袖頒獎禮」簡介會、23.9.2017 路德會協同中學中秋長者服務。 

 



x) 第 138 旅： 

a) 正常集會。 

b) 30.7.2017 旅慶日間活動及晚宴。 

c) 26-27.8.2017 深資童軍露營。 

d) 協助學校新生日及招募。 

 

xi) 第 188 旅： 

幼童軍： 

a) 團員人數共 25 人。 

b) 1 位成員完成金紫荊獎章，並在審核處理當中。 

c) 6 位成員正進行金紫荊獎章考驗。 

d) 過去活動：3.2017：本旅幼童軍團三位領袖獲總會委任為「正向大使」指導員，並舉辦了「正

向生命教育」工作坊、參加「九龍地域幼童軍錦標賽 2016」；4.2017：主題參觀（港鐵車廠；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與童軍團合辦十八周年全旅訓練營；6.2017：與九龍第 68 旅小童軍團

合辦「小幼童齊齊去日營」聯合集會；7.2017：舉行「十八周年旅慶度假營」、參與「25 週年

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參與麗澤中學「綠色生活體驗日」。 

e) 未來活動：將舉辦戶外技能訓練日（暫定 3 次）；將參與九龍地域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領袖頒

獎典禮 2017、出席「香港童軍大會操」、「深水埗東區幼童軍技能比賽 2017」、「深水埗東區區

務委員會就職典禮」、12.2017 舉辦「十八周年歷奇挑戰營」。 

          童軍： 

f) 團員人數共 4 人。 

g) 3 位成員正進行總領袖獎章考驗。 

h) 過去活動：4.2017：主題參觀（港鐵車廠；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與幼童軍團合辦十八周年全

旅訓練營；5.2017 單車活動、參觀科學館；6.2017 與九龍第 68 旅小童軍團合辦「小幼童齊齊

去日營」聯合集會；7.2017：與九龍第 3 旅舉辦游泳訓練班、舉行「十八周年旅慶度假營」、參

與「25 週年紀念閉幕禮暨航天同樂日」。 

i) 未來活動：10.2017 參與「九龍地域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領袖頒獎典禮 2017」、國際署國際電訊

日暨互聯網絡日攤位服務、香港童軍大會操；11.2017 將會與九龍第 3 旅舉行戶外聯合集會、

參與深水埗東區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及協助服務；12.2017 舉辦「十八周年歷奇挑戰營」。 

 

xii) 第 1561 旅： 

a) 正常集會。 

 

xiii) 第 1580 旅： 

a) 小童軍：新開設，並發展中。 

b) 幼童軍：新成員，預計於 4 月底完成會員章及宣誓。 

c) 童軍：正常集會，預計於 4 月底完成探索獎章。 

d)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繼續如常運作。 

 

xiv) 第 1685 旅： 

a) 野外及水上活動：1-3.2017 AYP 野外活動訓練、野外訓練(營藝、遠足、導航) ；3-5.2017 游泳

訓練、27.4&18.5.2017 舉辦游泳測試，合資格成員有 14 位、領袖有 4 位。 

b) 參觀活動：4.2017 參觀香港青少年領袖團(萬宜訓練中心)。 

c) 社區服務活動：1-3.2017 與明愛愛群學校(特殊學校-智障) 舉辨一連串的野外體驗活動；4-6.2017

與葵涌麥理浩夫人中心舉辦共融活動。 

d) 野外活動：12-13.12.2016 AYP 野外訓練活動、13-14.12.2016 步操訓練/原野烹飪、9-10.2.2017 野

外活動(營藝、遠足、導航)。 

e) 其他活動：2-5.2017 步操訓練、原野烹飪。 

f) 未來計劃(活動、訓練)：開辦一級標準艇訓練課程、AYP 銅、銀章訓練課程、風帆 1、2 級訓

練課程、遠足、山藝訓練課程、游泳、拯溺課程、Sea Camp –Dec 2017、參觀懲教署。 

 

xv) 第 1686 旅： 

a) 正常集會。 



 

 (三)   跟進事項： 

(3.1) 2017 - 2018 年度計劃 / 活動 /訓練：  

a) 會上派發 2017 - 2018 年度計劃 / 活動 /訓練資料給各旅團。 

b) 2017 - 2018 年度有些活動已經完成，有部分則仍未進行，各位領袖可參照行事曆內容，追蹤自

己旅團成員所需的訓練，考慮是否可配合到實際的需要，參與區會安排的活動。 

c) 倘若有領袖認為某些支部訓練是極需要，而旅團本身是難以安排的，可以與支部助理區總監聯

絡，區會是會盡量提供支援的。 

d) 行事曆的內容，亦可以根據各旅團的實際需要而修訂或增補，歡迎提出建議，如有需要可直接

聯絡所屬支部的助理區總監或副區總監(訓練)。 

 

(3.2) 領袖訓練提升計劃： 

a) 此計劃旨在資助本區領袖報讀訓練課程，包括領袖木章訓練課程、技能訓練班和童軍技能訓練局的技能

訓練班，但不包括王兆生訓練學院的訓練班及工作坊。領袖於順利完成課程後，都會獲得全費的支助， 

b) 申請方法：只需遞交課程證書的影印本、正式收據和填妥的申請表格，向區會提出申請，副區總監(行政)

就會很快致電聯絡，送交批出的款項。 

c) 因為地域也有一個相類似的資助計劃，所以領袖必須注意，如果報讀的課程是地域有支助的，參與的領

袖不能同時向地域及區會申領資助。因區會是全數資助的，所以已向區會申請，就不能再向地域申請；

倘若已向地域提出申請，就要向區會申報，而區會只會根據領袖接受地域資助後尚存的學費差額去批出

款項。 

d) 申請次數不限，各領袖必須於財政年度內遞交申請表給區會或郵寄到香港童軍中心 926 室。 

e) 在區內有正式委任的訓練員、副團長、團長、各級領袖等等均可申請。 

f) 已完成第一對木章的領袖，亦可提出申請，鼓勵持續進修。 

g) 有關申請程序已上載到區會網頁，詳情可到區會網頁瀏覽、申請表格可在區會網頁內下載。 

h) 請各旅團通知新領袖有關計劃的詳情。 

 

(3.3) 區會網頁及科技資訊： 

a) 區會的網頁上會顯示很多有用的資料。 

b) 網頁內容是會盡可能適時更新，希望領袖可以多留意區會的網頁。 

c) 區會主辦的各種活動，通告亦會放上網頁，讓大家隨時查閱；如果發現有通告被遺漏或網頁中的連結

失效，請通知副區總監(訓練)跟進。 

d) 區會的網頁也顯示了區會場地的使用情況，各領袖可在區會網頁的月曆中，徥悉某一個室在特定時間

內，是那個旅團或團體在進行活動。區會十分樂意免費借出場地給深東的旅團使用，希望各旅團可善

用區會的場地和設施。借用手續十分簡單，有需要的旅團可以填寫申請表一份，而區會是會根據先到

先得的原則去處理這些申請。目前有幾個旅團會固定在區會集會，所以借用區會的人士有時都需要互

相協調遷就一下，並需共同努力維持地方整潔。 

e) 區會推行的各項活動，除會將通告放上網頁供查閱外，有關支部的助理區總監亦會以電郵或其他方式

聯絡各位旅團領袖，藉着資訊分享讓大家對活動的內容多了解，從而能夠積極配合參與。 

 

(3.4) 社區服務及聯絡小組： 

a) 區會原先在每年 3 月前後都會安排服務予社區內的長者或其他服務單位，不過今年地域擬訂了一項新

計劃，推出「九龍地域服務日」；屆時九區會於同日做服務，因此區會今年的社區服務亦會配合地域

所安排的時間(明年 2 月中)去推行。 

b) 現時區會尚未落實該計劃的服務對象，大家倘若認為某種服務是有需要並可行的，歡迎聯絡及提供建

議給區會。 

c) 希望透過服務，讓社區人士認識童軍。 

 

(3.5) 2018 週年童軍旅註冊及人數統計： 

a) 各旅團即將收到一年一度童軍註冊及人數統計的通知。 

b) 儘管年終有節慶假期，大家都會比較忙，希望收到總會的通告後，能盡快處理並準時完成。 

 

(3.6) 2018 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a) 已開始接受義工嘉許狀的申請。 



b) 各旅團可以為領袖及其他童軍成員作出申請，不要錯過機會讓身邊與我們共事者獲得這項由政府設立

的獎勵。 

 

(四)  討論事項： 

(4.1) 「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a) 「第二十六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已定於 12.11.2017 舉行。 

b) 今年的活動形式會分成三個部分。上午的嘉年華會開放給公眾參與；下午全區會操，參加步操的隊伍

主要由童軍及深資童軍組成，會操中亦會有幼童軍的團呼和小童軍的快樂傘表演。 

c) 各旅團應該已收到相關活動的通告，希望未報名的旅團趕快把握機會，在 2.10.2017 前報名參加步操、

團呼、快樂傘或步行致意等環節，亦歡迎參與嘉年華遊戲攤位的籌辦。 

d) 已報名參與步操的旅團：九龍第 3、48、62、70 和 96 旅，歡迎可以安排 9+1 隊員的團隊加入。 

e) 項目負責人曾邀請外區隊伍參與活動，但至今未收到確切回覆。 

f) 主禮嘉賓：深水埗警區指揮官。 

g) 嘉年華會攤位負責人呼籲未報名的旅團盡快報名，每個攤位最高可獲得 300 元的資助。 

h) 目前仍歡迎旅團報名參與幼童軍團呼，至於小童軍的快樂傘表演，負責人會與相關的旅團繼續密切聯

繫。 

i) 活動當日會安排所有在場的幼、小童軍成員，都參與會操中的步行致意環節。 

 

(4.2) 全區政務委員及全區領袖聯誼日：： 

a) 全區政務委員及領袖聯誼日，將會在農曆新年後舉行，日期待定。 

b) 活動形式方面則會在未來兩三個月內搜集，並會綜合各方意見才決定，務求能安排一個大家都樂意參

與的聯誼活動。 

 

(五)    其他事項： 

(5.1)    區總監提醒各位旅長，要準備好資料做提名工作，協助成員爭取總會每年在 4 月頒發的創辦人紀念日(優異和

優良兩項)獎勵和感謝狀。獲提名優異和優良兩項獎勵的領袖，必須已取得木章資格，並具備正式的委任狀。至於感謝

狀，乃為領袖的配偶及父母而設，表揚其對童軍運動的支持。 

 

(5.2)     各旅團會收到有關模範童軍選舉的通告。目前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員均合乎參選資格。請

各旅團領袖提名合資格的成員參選。 

 

(5.3)     「香港總監嘉許」獎勵的對象是策劃一項特別事工(例如海外交流活動、旅慶等)的領袖。該獎勵一般由旅長

提名，對評選者有頗嚴格的要求，主要是針對該項事工的籌劃過程去審核。首先，要確認不是參與者寥寥可數的事工，

而提名時要呈交整項事工的詳細計劃書及由開始策劃到完成期間的詳盡會議紀錄，並能提交有關活動照片、記錄參與

人數和活動成效分析的報告等等。 

 

(六)  下次會議日期 

➢ 日期：201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 

➢ 地點 : 大坑東棠蔭街十七號一樓大坑東社區中心深水 東區總部 106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