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周年會議 

(2008至 2009年度) 

 

日期：2009年 9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午 11時正 

地點：青衣城 2樓潮樓酒樓 
 

議程 

(一) 致開會詞 

(二) 通過 2007至 2008年度周年會議紀錄 

(三) 通過 2008至 2009年度周年報告 

(四) 通過 2008至 2009年度財務報告 

(五) 通過 2009至 2010年度區務委員及執行委員名單 

(六) 通過 2009至 2010年度活動及訓練財政預算 

(七) 選舉一名旅團領袖作為地域會務委員會之區代表 

(八) 委任義務核數師 

(九) 其他動議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09/10年度區務委員會名錄 

 

會  長： 黃東生 先生 

  

名譽會長：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周守信 太平紳士  

 青衣區童軍會創會會長 鄧  良 先生  

 葵青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溫啟良 先生  

 石漢基 先生 吳小倫 女士 李莎莉 女士 

  

副會長： 葵青區警民關係主任  胡樹榮 總督察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方鳳娟 女士 

 黎德成 先生 鄧國綱太平紳士 羅競成 先生 

 鄧瑞華 先生   

    

顧  問： 江紹賢 先生 何兆麟 先生 朱盛林 先生 

    

主  席： 郭民亮 校長   

    

副主席： 李鋈權 先生 黃志坤 校長  

 甄婉儀 校長 蔡家儀 先生  

    

秘  書： 鄧志鵬 校長   

    

司  庫： 吳潔英 校長   

    

義務核數師： 何文傑 先生   

    

委  員： 余本鴻 主任 岑延芬 校長 周偉強 校長 

 余茵茵校長 何禮寶 校長 許永豪 校長 

 胡國萍 校長 劉伯濤 校長 許湧鐘 校長 

 潘小屏 議員 伍美英 校長 譚嘉媛 女士 

 王雲珠 校長 李秀英 校長 林志生 先生 

 張海天 主任 歐玉霞 主任 譚秉源 校長 

 袁顯聲 主任 劉慧心 女士 吳錦輝 校長 

 陳嘉敏 校長 沈少芳 校長 雷惠嫻 校長 

 黃玉貞 校長 林偉文 主席 張翠華 校長 

 李廣豪 先生 李礦全 先生 劉秀萍 校長 

 洪黃麗萍校長 吳贊區 先生 陳建偉 博士 

    

    

    



委員： 區總監 麥潤勝 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唐佩慈 女士 

 副區總監（訓練） 凌玉衡 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凌玉倫 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左文鋒 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黎德貞 女士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伍愛玲 女士 

 童軍區長 林志生 先生 

  歐婉寧 女士 

 幼童軍區長 冼姵玲 女士 

 小童軍區長 簡淑荊 女士 

 區專章秘書 方富偉 先生 

 區物資管理員 梁顯邦 先生 

 區領袖 吳錦萍 女士  

  劉永傑 先生  

  劉國東 先生  

 助理區領袖 麥金華 先生  

  鄔志康 先生  

 旅團代表 黃紹安 先生  

    

 地域總監或其代表 

 地域執行幹事或其代表 

 區內各旅團的所有領袖、教練員、顧問和政務委員 

 區內所有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主席和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區務執行委員會 

主  席： 郭民亮 校長   

    

副主席： 李鋈權 校長 黃志坤 校長  

 甄婉儀 校長 蔡家儀 先生  

    

秘  書： 鄧志鵬 校長   

    

司  庫： 吳潔英 校長   

    

委  員： 何禮保 校長 王雲珠 校長 岑延芬 校長 

 麥潤勝區總監 

 唐佩慈 副區總監（行政） 

 凌玉衡 副區總監（訓練） 

 地域總監或其代表 

 地域執行幹事或其代表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07 至 2008 年度周年會議紀錄 
 

日期：2008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5 時正 

地點：青衣城 3 樓聯邦皇宮酒樓 

主席：郭民亮校長 

秘書：林志生先生 

 

出席： 

黃東生先生 郭民亮校長 李鋈權先生 黃志坤校長 甄婉儀校長 

蔡家儀先生 羅煦鈞校長 岑延芬校長 何禮寶校長 許永豪校長 

劉伯濤校長 許湧鐘校長 王雲珠校長 林志生先生 張志忠經理 

吳錦輝校長 黃玉貞校長 陳建偉博士 陳錦棠先生 何兆麟先生 

朱盛林先生 麥潤勝先生 凌玉衡先生 冼姵玲小姐 方富偉先生 

簡淑荊小姐 吳錦萍小姐 鄔志康先生 黃紹安先生  

 

會議程序 

 

(一) 致開會詞 

黃東生會長致開會詞，多謝各與會者出席共商會務，實踐公民責任；並恭賀各位獲童軍

總會頒發獎勵的委員和童軍領袖。黃會長鼓勵大家不要因獲得獎勵而自滿，要貫切童軍

精神、虛心和努力回饋社會，做個良好公民。2008 年青衣區將有一連串大型繽紛精彩的

慶祝活動迎接青衣區童軍 20 周年紀念，敬請各委員積極參與及支持各項慶祝活動，希望

青衣區在各位支持下，會務蒸蒸日上。 

 

(二) 通過 2006 至 2007 年度周年會議紀錄 

主席請大家細閱 2006 至 2007 年度周年會議紀錄(見附件一)。陳建偉博士動議通過 2006

至 2007 年度周年會議紀錄，蔡家儀先生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三) 通過 2007 至 2008 年度周年報告 

由麥潤勝區總監報告 2007 至 2008 年度區務紀錄(見附件二)。朱盛林先生動議通過，岑

延芬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四) 通過 2007 至 2008 年度財務報告 

司庫吳潔英校長因校務會議未到，麥潤勝總監代為報告 2007 至 2008 年度財政報告(附件

三、核數報告)。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本會累積基金盈餘為 231,054.59 元，單計本年

度則有赤字 24,394.80 元。蔡家儀先生動議通過，何兆麟先生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五) 通過經區執行委員會通過的 2008 至 2009 年度活動及訓練財政預算 

由麥潤勝區總監講述 2008 至 2009 年度訓練與活動行事曆及收支預算(見附件四)。為配合

青衣區 20 周年所增加的活動的特別項目支出 84,700.00 元；青衣區會下年度的預算為收

入 86,455.65 元，支出為 208,300.00 元，赤字為 121,844.35 元。羅煦鈞校長動議通過，麥

潤勝總監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六) 選任及委任 2008 至 2009 年度有職守人士、區務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區務委員名單擬備於周年會議場刊第一至二頁。李鋈權校長提議邀請由紐西蘭回港定居

的前青衣區總監鄧容綱先生出任顧問，吳錦輝校長動議通過，羅煦鈞校長和議，全體委

員一致通過。 

 

(七) 委任義務核數師 

主席動議現任核數師潘淑貞女士繼續留任下一年度核數師一職，麥潤勝區總監和議，議

決邀請地域義務核數師繼續擔任青衣區，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八) 選任一名旅團領袖作為地域會務委員會的區代表 

麥潤勝區總監動議第 1439 旅黃紹安繼續代表本會出席會議，王雲珠校長動議通過，岑延

芬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九) 其他動議 

與會者無其他動議。 

 

會議於下午 5 時 45 分結束。 

 

 

 

主席：                            

 

秘書：           ___              

 

 

 

 

 

 

 

 

 

 

 

 

 



2008至 2009年度周年報告 
 

 過去一年在黃東生會長、郭民亮主席、和各位名譽會長、副會長、副主席、執

行委員、區務委員的鼎力支持和指導；各位制服人員衷誠合作使到青衣區的童軍活

動和訓練得以順利完成。以下是青衣區的統計： 

 

 ( 一 )  人事： 

歡迎下列人士出任本會政務委員及領袖： 

委員： 余茵茵校長 
 譚秉源 校長 
 雷惠嫻 校長 
 李廣豪 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左文鋒 先生 
童軍區長：歐婉寧女士 
小童軍區長：簡淑荊女士 
 

(二) 本區主辦的活動訓練報告： 

1. 青衣區 20 週年紀念暨拓展嘉年華 

2. 青衣區 20 週年紀念攝影比賽 

3. 青衣區 20 週年紀念章設計比賽 

4. 深資童軍啟導班 

5. 全區深資童軍聯合大會暨深資童軍領袖大會 

6. 深資童軍會議程序研習班 

7. 20 週年幼童軍競技比賽 

8.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燒烤晚會 

9.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新春團拜 

10. 童軍公民章(服務組)專章訓練暨知識產權工作坊 

11. 幼童軍主席盾比賽 

12. 先鋒工程訓練班 

13. 童軍及深資童軍消防訓練班 

 



（三）獎勵，本年度獲獎人士 /單位如下： 

行政長官社會服務獎狀 
 
陳建偉博士  區務委員會委員 
 
功績榮譽獎章 
 
唐佩慈女士 青衣區副區總監 
 
優異服務獎章 
 
鄺淑儀女士 青衣第 23旅幼童軍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伍淑文女士 新界第 1173 旅旅長 

馬國樑先生 新界第 1236 旅旅長 

何健楓先生 青衣第 11 旅童軍團長 
 
香港總監榮譽笛子 
 
林泳熙先生  青衣第 30 旅童軍團長 
 

青衣區20周年紀念特刊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鄭仲君 第 1439 旅 優異獎 劉殷婉 第 27 旅 

亞軍 陳麗芳 第 10 旅 優異獎 陳曉霖 第 6 旅 

季軍 鄭浚希 第 1199 旅 優異獎 陳芷淇 第 30 旅 

季軍 余潤霞 第 12 旅 

青衣區20周年紀念章設計比賽 

冠軍 鄭仲君 新界第 1439 旅 

亞軍 李棹鏗 第 5 旅 

季軍 陸宇洋 第 5 旅  

優異 鄧琦鋒 第 5 旅 
 

20周年紀念攝影比賽 

優異獎 

鄧伯裕 第 3 旅 唔好放手啦!!! 

林俊賢 第 1439 旅 分工合作 

林俊賢 第 1439 旅 笑逐顏開 
 

青衣區成立20週年—幼童軍競技比賽結果 

冠軍 青衣區第 5 旅 

亞軍 新界第 1237 旅 

季軍 青衣區第 28 旅 



榮譽童軍獎章 

梁肇東 青衣第 22旅 

 

總領袖獎章 

張慧珊 青衣第 12旅 朱雪嵐 新界第 1173 旅 

林美欣 新界第 1199旅 顏記達 新界第 1199 旅 

胡  杰 新界第 1236旅 黃子傑 新界第 1439 旅 

倫裕德 新界第 1439旅  
 

 

金紫荊獎章 

胡倩婷青衣第 3 旅 葉玲 青衣第 15 旅 

何芷晴 青衣第 15 旅 鄭錦盈 青衣第 17 旅 

梁定國 青衣第 17 旅 黃志鋒 青衣第 17 旅 

梁婉蓉 青衣第 17 旅 邱倩儀 青衣第 17 旅 

魏天朗 青衣第 23 旅 李傑朗 青衣第 23 旅 

賴青揚 青衣第 23 旅 彭子軒青衣 第 23 旅 

梁可瑩 青衣第 30 旅 何敏怡 青衣第 30 旅 

耿浩銓 青衣第 30 旅 呂希延 青衣第 30 旅 

吳卓熹 青衣第 30 旅 莫綽翹 新界第 1173 旅 

黎家怡 新界第 1173 旅 楊家榮 新界第 1173 旅 

梁俊豪 新界第 1173 旅 王榆廷 新界第 1173 旅 

何卓縈 新界第 1173 旅 何嘉雯 新界第 1199旅 

梁俊軒 新界第 1199旅 杜宇恒 新界第 1199旅 

何鴻軒 新界第 1199旅 何嘉雯 新界第 1199旅 

陳佳惠 新界第 1199旅 麥嘉雯 新界第 1236 旅 

方子朗 新界第 1236 旅 鄭仲君 新界第 1439 旅 

葉廷封 新界第 1439 旅 張曉澄 新界第 1439 旅 

蘇浩樂 新界第 1439 旅 濮泓毅 新界第 1439 旅 

李璟南 新界第 1439 旅 麥荃傑 新界第 1439 旅 

郭栢謙 新界第 1439 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