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ham Shui Po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良繫旅團齊合作   提練領袖全達標 

 

地址：九龍石硤尾棠蔭街 17 號大坑東社區中心 101 室    電話 : 3188-9109                       傳真 : 3188-0727 

致 ：區總監、區幹部、各旅團領袖 
由 ：副區總監(訓練) 
知  會 ：會長、主席、 
   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常務）、九龍地域執行幹事 
日  期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日  期  : 2017年 03月 14 日(星期二)   

時  間 ： 下午七時三十分  （敬請準時） 

地  點 ： 大坑東棠蔭街十七號一樓 大坑東社區中心  

  深水埗東區總部  陳其鑣教授會長堂 
 

議  程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報告事項 

a. 區務報告 

b. 支部報告  

c. 旅團報告 

3. 跟進事項 

a. 2016-2017年計劃 / 活動 / 訓練 

b. 領袖訓練提升計劃 

c. 區會網頁及科技資訊 

d. 社區服務及聯絡小組 

e. 2017週年童軍旅註冊及人數統計  

f. 全區政務委員及全區領袖聯誼日 

4. 討論事項 

a. 2017-2018年計劃 / 活動 / 訓練 

b. 25周年紀念活動 - 特刊 

c. 25周年紀念活動 - 閉幕禮 

5. 其他事項 

6. 下次會議日期 
 

備註： (1) 請各與會者攜帶議程及上次會議紀錄出席！ 

 (2) 各領袖如欲購買區章，地域領帶可於會議後辦理！ 

(3) 如未能出席者，請致電 6898 9348 / Whatsapp / krsspe2006@yahoo.com.hk

通知本人 
 

 張秀珍 

 副區總監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第二次全區領袖會議 編號：02/DLA 



 

香港童軍總會 深水埗東區 
2016 至 2017 年度第一次全區領袖會議紀錄 

 

日期 ： 2016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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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豪 [副區總監(行政)] 

梁國安 [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譚健忠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劉凱琳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 

陳漢傑 [深資童軍區長] 

關忠傑 [幼童軍區長] 

馮銳明 [助理區總監(童軍) ] 

黃蕙明 [深資童軍區長] 

林國湧 [深資童軍區長] 

鄧燕群 [幼童軍區長] 

 劉松才 [區領袖(物資管理)] 

房綺禎 [區領袖] 

陳潔心 [區領袖(文書)] (紀錄) 

馬嘉駿 [區領袖] 

苗雅琳 [區領袖]  

 

 

劉松才 [ 3 旅 ] 

朱偉強 [ 34 旅 ] 

歐陽國威 [ 48 旅 ] 

蔡志豪 [ 62 旅 ] 

周鈞健 [138 旅 ] 

林國湧 [ 147 旅 ]  

劉斯凱 [ 1580 旅 ] 

黃志華 [ 13 旅 ] 

李慶恩 [ 34 旅 ] 

游玉龍 [ 48 旅 ] 

陳榮國 [ 62 旅 ] 

陳志浩 [138 旅 ] 

黃志誠 [ 188 旅 ] 

歐 青 [ 1685 旅 ] 

陳敬仁 [ 22 旅 ] 

林鎮邦 [ 48 旅 ] 

朱兆鵬 [ 48 旅 ] 

林英祥 [ 96 旅 ] 

冼國昌 [ 141 旅 ] 

陳玉珍 [ 1561 旅 ] 

李華有 [ 1685 旅 ] 

請假： 

 

 

缺席： 

 

        

李嘉輝[區領袖]、黃磊石 [深資童軍區長]、徐嘉陞 [區領袖(資訊科技)]、甘

文瀚 [ 區領袖 ]、、李建豪 [童軍區長] 、劉嘉琪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 

第 13、32、36、45、70、95、104、110、115、122、124、151、293、1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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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紀念活動-水上同樂日及水上安全同樂日」已於 9.7.2016 假女童軍總會梁省德海

上活動訓練中心舉行。下午 4 時舉行開幕儀式，之後黃昏燒烤。報名踴躍，人數超過 250

人。 

ii) 「25 周年紀念活動徽章設計比賽」，公開組冠軍：林潔瀅女士(非童軍人士) ，童軍組冠軍

(書卷港幣 500 元)：九龍第 3 旅黃柏霖、亞軍(書卷港幣 300 元)：九龍第 3 旅張健濤。 

iii) 「第二十四屆區務委員會週年會議」已於 25.6..2016，晚上七時正假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1030 室舉行，會議後由「會長陳其鑣教授 MH」於龍堡賓館地庫「皇室一號」 設晚宴款

待各與會者，延開 7 席，多謝會長支持。 

iv) 「2016 台南背包交流團」已於 8 月 5-9.日假臺灣台南市及高雄市舉行。(由臺南市新營區新

營高中學校接待，與該校、台北市及台南市多個童軍共同渡過多日交流活動, 臺南市及高

雄市背囊遊，乘坐火車及當地公共交通)。區內青少年制服成員均獲區會資助$400， 香港

童軍參與人數達 60 人。 

v) 「嘉年華/全區會操 暨 第 25 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擬定於 2016 年 11 月 20 日(日)下午四

時假李鄭屋遊樂場舉行。 

vi) 九龍地域及各區委員<增廣見聞遊>於 3.7.2016(星期日)舉行， 區主席全程參與， 當日上午

11 時到達參觀本區總部， 由區總監負責介紹區旅團/成員人數的資料，區總部使用情況及

日常營運費用等。 

vii) 「九龍地域就職典禮」於 30.9.2016(星期五）假九龍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 

viii) 「2016 年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及領袖頒獎典禮」將於 2.10.2016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正假土瓜灣遊樂場舉行。 

ix) 「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已定於 23-27.12.2016 假 大嶼山竹篙灣舉行。 

x) 「2016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已定於 30.10.2016 假香港大球場舉行。 

xi) 「2016 年香港童軍總會周年晚宴」已定於 13.11.2016 舉行。 

xii) 由 1.4.2016 起領袖申請委任必修畢「領袖初級訓練班」。 

xiii) 童軍成員參與海外和內地活動指引 : 本會所有單位及其成員以香港童軍名義前往海外及

內地作聯絡、交流、探訪、訓練或參與各項活動，必須事前向本會國際署或內地事務署申

請並獲批准。 

xiv) 2017 年功績獎勵及感謝狀提名：「2017 年創辦人紀念日獎勵」: 優良服務獎章、優異服務

獎章、感謝狀 ，截止日期：30.11.2016，（如提名單位為區，則需於 31.10.2016 前送達有

關地域）。 

 

(2.2) 支部報告 

i) 樂行童軍支部： 
a) 本年度有一位成員考獲貝登堡獎章 - 九龍第 96 旅華敏婷。 

b) 樂行童軍支部比賽已定於 16.10.2016 舉行，以團隊精神為主題，每 2 人一組，暫時只有九

龍第 3 旅報名參加，仍積極聯絡旅團派隊參加。 

c) 九龍地域原定 9 月中舉行樂行童軍啟導班，因人數不足取消。 

d) 19.7.2016 九龍地域樂行童軍支部會議。 

 

ii)  深資童軍支部： 

a) 2016 年 3 月完成數碼攝影訓練班。 

b) 29.4.2016 舉行區會深資童軍支部會議。 

c) 地圖班、遠足班會延期舉行。 

d) 1.9.2016 兩名成員完成榮譽童軍獎章，一名成員完成深資童軍獎章。 

e) 將於 15-16.10.2016 舉行的深資童軍比賽，現有 4 隊報名。 

f) 未來活動：初級步操訓練班，地圖班、遠足班。 

 

ii) 童軍支部： 
a) 15.5.2016 舉行專章考驗日，超過 200 人次參加。 

b) 原定於 7、8 月期間舉行的露營章訓練班，因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 

c) 童軍支部技能比賽已定於 15-16.10.2016 假大埔洞梓童軍中心舉行。 

d) 地圖閱讀班已定於 29.10.2016，6 & 13.11.2016 舉行。 

e) 探險章將於 26、30.11.2016、3-4、17-18.12.2016 舉行。 

f) 隊長聚會將於 26.10.2016 舉行。 

g) 九龍第 96 旅有一名成員和九龍第 138 旅有兩名成員申請總領袖獎章。 

h) 2.6.2016 出席地域童軍組會議。 

i) 童軍訓練綱要舊制內容將於 31.12.2016 停用。 

  

iii) 幼童軍支部：  
a) 本年度金紫荊獎章申請：九龍第 188 旅 – 2 位份及九龍第 3 旅 - 4 位, 另九龍第 13 旅於

截止後才遞交申請。 

b) 幼童軍技能比賽 2016 已定於 16.10.2016 假大埔洞梓童軍中心舉行。 

c) 14.9.2016 出席地域幼童軍組會議。 

 

iv)  小童軍支部： 
a) 小童軍支部比賽2016 暨 ”Catwalk Show” 已定於16.10.2016假大埔洞梓童軍中心舉行，

通告已發予各小童軍團。 

b) 青少年活動署﹕2017 年全港小童軍故事演講比賽將於 7.1.2017 舉行初賽，題目為「小草

愛大自然」。 

 

(2.3) 旅團報告 

i) 第 3 旅： 

a) 22.2.2016 區會服務「萬家歡樂慶元宵」，楓樹街遊樂場。 



 

b) 27.2.2016 旅新春團拜，石硤尾岭多彩酒家。 

c) 20.3.2016 九龍地域小童軍錦標賽。 

d) 25-27.3.2016 區會澳門交流團。 

e) 9.4.2016 小童軍團及幼童軍團宣誓。 

f) 27.6 – 7.7.2016 童軍團游水訓練班。 

g) 1-3.7.2016 與九龍第 62、188 和 1740 旅聯合露營，白沙灣海上活動中心。 

h) 12-13.7.2016 接待台中童軍交流。 

i) 5-9.8.2016 參加區會台南背包交流團。 

j) 13.8.2016 深資童軍團晚間遠足，地點 : 龍脊。 

k) 19-21.8.2016 旅覆誓營暨 60 周年活動閉幕禮，地點 : 突破青年村。 

l) 將於 2.10.2016 出席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頒獎禮。 

m) 將於 15-16.10.2016 參加區會深資童軍比賽。 

n) 28.10.2016 區會服務「萬歲宴」，西九龍中心。 

 

ii) 第 13 旅： 

a) 「2016 年度童軍賽船大會 — 獨木舟長途賽」於 21.8.2016 假大美督海上活動中心

舉行。 

b) 「2016 年度童軍賽船大會 — 獨木舟短途賽」於 18.9.2016 假大美督海上活動中心

舉行。 

c) 15.5.2016 白沙灣童軍獨木舟新秀賽 2016。 

d) 15.6.2016 第四屆香港童軍龍舟錦標賽，青少年组第四名。 

e) 3＆4.9.2016 代表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參加「2016 年全港公開獨木舟短途及分齡

賽」。 

f) 9.7.2016 協助區會 25 周年活動開展禮暨水上活動嘉年華的水上活動章考核。 

 

iii) 第 22 旅： 

a) 原團長陳國傑先生已離職，現由童軍團長暫代職務，學校已指派另一女老師當領

袖，但沒有童軍經驗，正安排參與領袖訓練。 

b) 因校車安排關係，團集會現時暫停，預計約 10 月再開始集會。 

 

iv) 第 34 旅： 

a) 恒常性集會，上下學期各十次，學習內容包括童軍知識和技能，例如：繩結、看

地圖、摩士密碼、製作露營的營架；無火煮食、手工藝、集體遊戲等。 

b) 9.7.2016 參加區會 25 周年活動開展禮暨水上活動嘉年華及燒烤晚會。 

c) 將於 2.10.2016 出席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頒獎禮。 

d) 參加公益少年團有機耕種。 

e) 協助九龍西運動會服務生。 

f) 協助深水 月幼童軍服務(楓樹街球場)。 

g) 參與售賣童軍獎券。 

 

v) 第 48 旅： 

a) 第八屆旅務委員會周年會議於 27.4.2016 假 YMCA 石硤尾會所舉行，多謝張秀珍

總監出席。 

b) 第 57 周年旅慶露營於 16-17.7.2016 假元朗蔡志明中心舉行，多謝顏志偉主席及李

家豪署理區總監主禮。 

c) 幼童軍參加青年會童軍聯會技能比賽獲殿軍。 

d) 3.9.2016(星期六)假西貢戶外康樂營舉行兒童權利日營。 

e) 10.9.2016 集會做月餅。 

f) 14.9.2016 樂行、深資及童軍三團舉辦鐳射槍活動。 

g) 4.9.2016 派出兩隊童軍參加青年會童軍聯會童軍技能比賽獲冠軍及季軍。 

h) 樂行、深資兩隊參加青年會童軍聯會童軍技能比賽獲亞軍及季軍。 

i) 17-18.9.2016 假沙田博康營地舉行露營，樂行、深資及童軍團露營，深資考肩章及

金帶。 



 

j) 2.10.2016 參加 2016 年傑出旅團暨傑出旅團領袖頒獎典禮。 

k) 16.10.2016 參加青年會 115 周年會慶假烏溪沙舉行之制服小組大會操。 

l) 30.10.2016 參加全港大會操。 

m) 因旅長於 2017 年 2 月年屆 65 歲退休，現安排委任交替工作，新旅長一職由林鎮

邦接任，副旅長由朱兆鵬接任。 

               

vi) 第 62 旅： 

a) 幼童軍支部：領袖 5 人，幼童軍 53 人。 

b) 主要活動：射箭訓練、遠足、參觀警犬、資源回收中心和益力多廠、騎術活動和

氣象天文營等活動。 

c) 29.5.2016 舉辦了魔幻森林電影觀賞，於尖沙咀 THE ONE 舉行。。 

d) 19.6.2016 部份成員參加了由九龍地域舉行的《魔幻森林》電影欣賞，於(九展) 星

影匯舉行。 
e) 31.7.2016 香港童軍領巾日 2016，18 名成員參加，於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f) 19-20.3.2016 深東區 幼童軍渡假營 – 於西貢戶外康樂營進行，16 名幼童軍報

名參與。 

g) 18-19.7.2016 為金紫荊獎章考驗進行了第一次露營。於黃石碼頭進行。10 名成員

參加。 

h) 25-26.7.2016 為金紫荊獎章考驗進行了第二次露營。於基維爾營地進行。7 名成

員參加。活動包括攀牆考驗及天幕架搭。 

i) 15-16.8.2016 為金紫荊獎章考驗進行了第三次露營。於創興水上活動中心進行。5

名成員參加。活動包括原野烹飪。 

j) 24.1.2016「不留痕」推廣活動 – 於北潭涌進行，總會第 105 周年慶典活動，當

天極涷。 

k) 27.3.2016 漫遊南生圍 – 總會「山嶺童行」路線。 

l) 27.8..2016 為金紫荊獎章考驗進行了遠足活動，由荃錦坳至河背水塘。3 名成員參

加。 

m) 9.7.2016 深水埗東區 25 周年紀念活動開幕禮暨水上樂日，3 名成員參加了獨木舟

訓練，3 名成員參加了龍舟訓練，14 名成員參加了水上安全章課程。黃昏時進行

了燒烤活動。活動於大尾篤舉行。 

n) 21.2.2016「野外巔峰」同樂日 – 於基維爾營地進行。 

o) 15.5.2016 原野烹飪，在大帽山郊野公園舉行。 

p) 24.7.2016 游泳章考驗，於觀塘泳池進行。24 名成員參與，其中 5 人考得不同級別

的游泳章。 

q) 28.2.2016 團呼比賽 - 2016 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在葵涌運動場，14 隊得第 9 名。 

r) 22.2.2016 元宵節服務 – 楓樹街球場 – 3 名領袖及 2 名幼童軍參與。 

s) 5 名幼童軍參與了於 6.3.2016 由地域舉辦的「水上安全章」訓練班。 

t) 6 名幼童軍完成了於 23、24.2016 由地域舉辦的「幼童軍共融章訓練班」訓練班。 

u) 7 名幼童軍完成了於 7、23.8.2016 由地域舉辦的「幼童軍攝影章訓練班」訓練班。 

v) 深資童軍支部沒有特別報告。 

w) 童軍支部：領袖共 8 人，童軍成員共 16 人。行政由譚國權副旅長負責 

x) 將於 14.2.2016 舉辦遠足 

y) 小童軍支部：領袖共 2 人，小童軍成員共 14-15 人。 

z) 主要活動：手工藝、外出活動、教導誓詞規律及小一派位講座。 

 

vii) 第 96 旅： 

旅部： 

a) 25-27.3.2016 領袖及成員參與區會舉辦的澳門交流活動。 

b) 3.7.2016 假西貢白沙灣童軍營地舉行龍舟訓練活動。 

c) 16-17.9.2016 假石澳龍脊行中秋賞月夜行。 

服務： 

a) 19-20.3.2016：旅部 70 周年校慶開放日，製作了一個攤位遊戲。 

b) 參與多項旅部服務活動(家長日、畢業禮、中一迎新日)。 

童軍團： 

  a) 16.4.2016 假南丫島舉行遠足訓練活動。 



 

  b) 10.9.2016 假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舉行烹飪專章考核。 

深資童軍團： 

a) 並無特別事項匯報。 

樂行童軍團：  

a) 並無特別事項匯報。 

              

viii) 第 138 旅： 

a) 24.1.2016 童軍團宣誓會 。 

b) 16.4.2016 團戶外集會 – 生火技巧訓練。 

c) 28.6.2016 武動人生路跆拳道比賽服務。 

d) 2.7.2016 童軍團夜行考驗。 

e) 16.7.2016 野外定向研習。 

b) 30.7.2016 團隊領導才訓練。 

c) 21-25.8.2016 台中友團探訪。 

d) 16-18.9.2016 旅團 40 週年大露營。 

 

ix) 第 141 旅： 

a) 3.2016 正式成立深資童軍團，暫時有一位女深資團領袖，每星期集會。 

b) 16-17.7.2016 深資童軍團假下白泥進行訓練營。 

c) 5-9.8.2016 有六位深資童軍參加台灣交流團。 

d) 24-25.8.2016 童軍團灣仔南露營。 

e) 26-28.8.2016 深資童軍團灣仔南與眾同樂大露營。 

f) 26.6.2016 童軍開放日。 

g) 2016 年 9 月底招收團員日。 

h) 13.11.2016 明愛賣物會服務。 

i) 2.10.2016 出席傑出旅團頒獎禮。 

j) 23-27.12.2016 105 週年大露營。 

k) 15-16.10.2016 深資童軍及童軍支部比賽。 

           

x) 第 147 旅： 

a) 沒有特別報告。 

 

xi) 第 188 旅： 

     幼童軍： 

a) 團員人數共人 25 人。 

b) ２位成員完成金紫荊獎章考驗，獎章申請正在處理。 

c) 幼童軍團獲九龍地域頒發 2016 年度優異旅團銀獎。 

d) ３月舉辦訓練營；參與及協助民政署嘉年華服務。 

e) ５月舉辦原野烹飪同樂日；參與及協助翠竹樂韻師生演唱會服務。 

f) ６月舉辦聯合集會；參加九龍地域《魔幻森林 The Jungle Book》電影欣賞活動。 

g) ７月舉辦遠足；參加深水埗東區水上安全章同樂日。 

h) ８月舉辦主題參觀（新界歷史遊蹤）、旅慶渡假營。 

i) １０月將參與國際署國際電訊日暨互聯網日、深水埗東區幼童軍技能比賽 2016。 

童軍： 

j) 童軍團員人數共 6 人。 

k) 童軍團獲九龍地域頒發 2015 年度年度優異旅團銀獎。 

l) ７月參與九龍第３旅童軍團於白沙灣海上活動中心舉辦之聯合露營。 

m) ８月參與幼童軍團舉辦主題參觀（新界歷史遊蹤）、旅慶渡假營。 

n) １０月將會參與深水埗東區童軍支部技能比賽 2016。 

 

xii) 第 1561 旅： 

a) 16-17 年度小童軍人數為 30 人。 

b) 旅團領袖人數 6 位：旅長、團長、副團長。 



 

c) 第一次集會日期及時間：24.9.2016(星期六)，上午 9:15-10:45。 

d) 全年集會大約 14 次左右，戶外有三次。 

e) 15-16 年度財政報告於 8 月份已提交。 

f) 本年度本旅已取消家長義工安排。 

 

 

xiii) 第 1580 旅： 

a) 正常集會, 現在正招收新成員,  

b) 5-9.8.2016 有 1 位樂行童軍參加台灣交流團。 

c) 2.10.2016 出席傑出旅團頒獎禮。 

d) 23-27.12.2016 參加 105 週年大露營。 

 

xiv) 第 1685 旅： 

a) 本年度 8 月由歐校長接任旅長一職。 

b) 上年度之深資童軍與童軍的活動如下：旅團深資童軍和童軍活動同時舉行，一齊

參與各項活動。 

c) 參觀活動：27.6.2016 參觀懲教署勵志更新中心、14.4.2016 參觀沙田消防局、

30.6.2016 參觀田心消防局。 

d) 社區活動：11.7.2016 認識少數族裔文化活動、參加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

少數族生活文化團。 

e) 野外活動：19-20.1.2016 野外訓練活動及 AYP 銅章野外鍛鍊、9-11.3.2016 野外活動

(營藝、遠足、導航。 

f) 其他活動：28.6.2016 & 8.7.2016 一級風帆訓練活動、27.7.2016 & 11，17，23.8.2016

潛水活動(開放水域潛水訓練 PADI)、5-9.8.2016 參與區會舉辦的台南背包交流團。 

g) 未來計劃/活動：參觀懲教署及消防局、野外訓練(AYP 章級考核)、參加 105 周年

紀念大露營、大型服務：協助一所智障學校(樂群學校)同學們考取 AYP 銅章野外

鍛鍊科、舉辦風帆、潛水訓練班。 

 

 (三)   跟進事項： 

(3.1) 2016 - 2017 年計劃 / 活動 /訓練：  

a) 2016 - 2017 年度行事曆已定。 

b) 本年是區會 25 週年紀念，將會舉辦一連串活動，請鼓勵成員踴躍參加。 

c) 各旅團有訓練或活動提議可與各支部總監聯絡。 

 

(3.2) 領袖訓練提升計劃： 

a) 目的是鼓勵區內已宣誓的領袖進修木章系統的訓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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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區內有正式委任的訓練員、副團長、團長、各級領袖等等，完成訓練班後，可向區會申

請退還訓練班費用，訓練班包括：支部技能訓練、木章訓練班、技能評審局訓練等等，但

不包括王兆生訓練學院的訓練班及工作坊。 

d) 已完成第一對木章的領袖，亦可提出申請，鼓勵持續進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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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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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定時更新。 

b) 訓練班和活動通告會上載到網頁。 

c) 若各旅團發現區會網頁有問題，可向區會反映。 

 

(3.4) 社區服務及聯絡小組： 

a) 每年提供服務給社區長者、幼童或殘疾人士。 

b) 各旅團有甚麼建議可向區會提出。 

c) 每次服務均需旅團領袖協助。 



 

d) 希望透過服務，讓社區人士認識童軍。 

 

(3.5) 2016 週年童軍旅註冊及人數統計 及 2016 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a) 2016 週年童軍旅註冊及人數統計需於 31.1.2017 前呈交。 

b) 2016 年義工服務嘉許狀已接受提名，請於截止日期前遞交。 

 

(四)  討論事項： 

(4.1) 第 25 屆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a) 第 25 屆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會以晚宴形式舉行。 

b) 地點、日期和時間待定。 

 

(4.2) 全區政務委員及全區領袖聯誼日： 

a) 預算 2017 年 2 至 3 月期間舉行。 

b) 形式、地點、日期和時間待定。 

c) 各旅團有甚麼建議可向區會提出。 

 

(五)    其他事項： 

(5.1) 105周年紀念大露營： 

a) 「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已定於 23-27.12.2016〔5 日 4 夜〕假 大嶼山竹篙灣

舉行。 

b) 營費:港幣 600 元，區會會津貼本區參加成員。 

c) 截止報名日期：第 1 輪：30.9.2016；第 2 輪：31.10.2016。 

d) 支營主任 : 譚健忠。 

e) 森林狂歡（幼童軍百周年慶典項目）已定於 25.12.2016 假大嶼山竹篙灣舉行，費 用：

每位港幣$30，截止日期：31.10.2016。 

 

(5.2) 25周年紀念活動 – 特刊： 

a) 希望各旅團遞交一篇不限字數的文章。 

b) 各旅團提供資料和相片介紹旅團。 

c) 歡迎以個人名義投稿。 

d) 特刊出版前需要校對，有專長的人士可推薦給區會入籌備委員會。 

e) 預算一月初截止。 

 

(5.3) 表格 R02： 

a) 所有領袖申請新委任、續任或轉任，必須呈交表格 R02，否則不會接受其申請。 

b) 領袖申請不同的職位都需要分別呈交表格 R02。 

 

 

(六)  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2017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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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