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週年會議 
(2018 至 2019 年度) 

 

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 時正 
地點：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邨青衣商場 2 樓皇庭匯 

議 程 

（一） 通過青衣區區務委員會 2017-2018 年度週年會議之會議紀錄 

（二） 通過 2018 至 2019 年度週年報告 

（三） 通過經審核之 2018 至 2019 年度財務報告 

（四） 追認經區執行委員會通過之 2019 至 2020 年度財政預算 

（五） 選任及委任 2019 至 2020 年度區務委員會有職守人士、會務委

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成員 

（六） 義務核數師之委任 

（七）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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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19/2020 年度區務委員會名錄 

 
會  長： 羅記生先生 
  
名譽會長：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鄭健 先生 JP 
 葵青區議會主席  羅競成 先生 BBS MH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荃灣及葵青)  黃齊坤 先生 
 青衣區創會會長  鄧良 先生 
 青衣區第三任會長  鄧瑞華 先生 MH 
 石漢基 先生 BBS JP 陳嘉敏 校長 BBS JP 潘小屏 女士 MH 
 陳志榮 先生 張錦奎 先生 黎德成 先生 
 歐麗琼 女士 毛偉琪 先生 鍾志峰 會計師 
  
副會長： 警務處葵青區警民關係主任  謝美媚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鄭少玫女士 
 陳國添 先生 BBS MH 李淑蘭 會計師 黃慶强 先生 
 曾汝汶 女士 戴惠琼 女士  
    
顧  問： 何兆麟 校長 鄧容綱 校長  
 朱盛林 校長 郭民亮 校長  
    
主  席： 張昌明 校長   
    
副主席： 陳建偉 博士 鄧志鵬 校長  
 鄧蕙珍 校長 麥潤勝 先生  
    
秘  書： 朱惠珍 校長   
    
司  庫： 冼翠華 校長   
    
義務核數師︰ 余廣文 會計師(劉歐陽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委  員： 蘇家樑 校長 蔡偉傑 校長 黃連鳳 校長 
 黃振裘 校長 羅頴忠 校長 周劍豪 校長 
 葉麗芳 校長 許湧鐘 校長 BBS JP 林美霞 校長 
 鍾家明 校長 林志生 先生 陳烈輝 先生 
 夏麗珠 校長 鍾仁傑 先生 何肇堅 先生 
 馬俊江 校長 雷惠嫻 校長 張翠華 校長 
 趙美琪 校長 吳錦輝 校長 蔡家儀 校長 
 簡淑荊 女士 方富偉 先生  
    
聘任委員： 張國威 校長 謝洪森 校長 廖鳳香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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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 區總監 凌玉衡 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 謝釗鴻 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張志謙 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何健楓 先生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陳駿賢 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劉永傑 先生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林頌雅 女士 
 童軍區長 陳駿賢 先生 
 幼童軍區長 何嘉文 女士 
 區設備管理員 黎東 先生 
 區領袖 龎穎邦 先生 
  陳中行 先生 
  倫裕景 先生 
  湯穎芝 女士 
  黃斯敏 女士 
  葉茵淘 女士 
 助理區領袖 溫凱鈴 女士 
 區內各旅團領袖、教練員及旅務委員 
 區內各旅團深資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和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區執行委員會 

主  席： 張昌明 校長   
    
副主席： 陳建偉 博士  鄧志鵬 校長 
 鄧蕙珍 校長  麥潤勝 先生 
    
秘  書： 朱惠珍 校長   
    
司  庫： 冼翠華 校長   
    
委  員： 吳錦輝 校長 雷惠嫻 校長 
 羅頴忠 校長 周劍豪 校長 
 趙美琪 校長 蔡偉傑 校長 
 地域總監 陳秋玉 女士 副地域總監(常務) 蔡文惠 先生 
 區總監 凌玉衡 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 謝釗鴻 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張志謙 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何健楓 先生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陳駿賢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劉永傑 先生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林頌雅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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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17 至 2018 年度週年會議記錄 

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邨青衣商場 2 樓皇庭匯 
主席：鄧瑞華先生 MH 
記錄：朱惠珍校長 
出席：張昌明校長、陳建偉博士、鄧志鵬校長、鄧蕙珍校長、冼翠華校長、吳錦輝校長、 

彭紹良校長、羅頴忠校長、周劍豪校長、趙美琪校長、蘇家樑校長、陳秋玉總監、 
凌玉衡總監、張志謙總監、方富偉總監、黃紹安總監、謝釗鴻總監、劉永傑總監、 
林頌雅總監、黎東區設備管理員、龎穎邦區領袖、區凱斌區領袖、倫裕景區領袖、 
黃斯敏區領袖、陳中行區領袖、歐燁楓先生 

列席：陳偉民總監 
 
歡迎：鄧瑞華會長多謝各與會者出席共商會務，期望各委員和領袖能繼續努力，使區務得

以順利發展。 
 
會議議程： 
(1) 通過青衣區區會務委員會 2016 至 2017 年度週年會議之會議記錄 

鄧蕙珍校長動議，陳建偉博士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2) 通過 2017 至 2018 年度週年報告 

凌玉衡總監簡述 2017 至 2018 年度周年報告︰過去一年在鄧瑞華會長、張昌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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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衷誠合作下，使到青衣區的童軍活動和訓練得以順利完成。 
去年鄧瑞華會長樂捐十二萬元予本區作常務經費之用，使本區有更充裕的經費以作推

動不同的活動及訓練，在此向鄧會長致以萬二分的感謝﹗ 
17 至 18 年度青衣區共舉辦了 11 個訓練班、3 個比賽、1 個考驗日及 3 個活動。各活動

及訓練使童軍成員能從不同項目中體驗到童軍活動的樂趣。 
適逢 2018 年是青衣區成立 30 週年，為迎接這個重大慶典，本區將舉辦一連串之慶祝

活動。首先以「青衣區邁向 30 週年大露營」作為頭炮，藉此大露營加強各旅團的聯誼，

交流經驗，一同分享童軍生活樂趣。今次大露營總共有超過 400 名領袖及童軍參加。 
在未來的一年，本區除響應地域 60 週年紀念的長者服務外，我們亦繼續舉辦不同之 30
週年紀念活動。並將於 11 月 25 日舉辦「童賀青衣 30 週年繽紛 Fun」，以作 30 週年紀

念活動閉幕禮。 
最後，我再次感謝本區各級領袖多年來謹守崗位，致力於青少年工作，不辭勞苦。各

位的無私奉獻，為本區的發展打下穩健基礎。 
 (詳情見附件<2017 至 2018 年度週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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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玉衡總監動議，吳錦輝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3) 通過經審核之 2017-2018 年度財務報告 

冼翠華校長簡述 2017 至 2018 年度財政報告(見附件《2017 至 2018 年度核數師報告》)。 
報告由余廣文會計師(劉歐陽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預備。 
2017 至 2018 年度收入共$370,019，支出共$293,018，盈餘$77,001。 
截至 31-3-2018 的總結餘：$159,439 + $77,001 = $236,440。 
鄧志鵬校長動議，周劍豪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4) 追認經區執行委員會通過之 2018 至 2019 年度財政預算 
凌玉衡總監簡述 2018 至 2019 年度青衣區各支部全年計劃(見附件<2018/2019 財政預算

及青衣區 2018-2019 活動/訓練計劃>)，並指出有關計劃均經過細心考慮，務求令各部

童軍得到最大的支援。2018 至 2019 年度青衣區財政預算，預算收入為$237,580，預算

支出為$247,240，預算赤字為$9,660。 
陳建偉博士動議，鄧蕙珍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5) 選任及委任 2018 至 2019 年度區務委員會有職守人士、會務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

成員 
陳秋玉總監感謝鄧瑞華會長及張昌明主席在會務上的貢獻，並認許由凌玉衡總監提名

鄧瑞華先生及張昌明校長分別繼續留任為 2018 至 2019 年度青衣區會長及主席之職。 
凌玉衡總監簡介 2018 至 2019 年度區務委員會名錄名譽會長 11 名、副會長 8 名、顧問

5 名、副主席 4 名、秘書、司庫各 1 名、委員 23 名及聘任委員 3 名。 
(見附件<2018/2019 年度區務委員會名錄)  
凌玉衡總監動議，趙美琪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6) 義務核數師之委任 
凌玉衡總監：過去一年，感謝余廣文會計師擔任本區義務核數之工作，現委任余廣文

會計師(劉歐陽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繼續為本區 2018-2019 年度義務核數師。 
凌玉衡總監動議，吳錦輝校長和議，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7) 其他事項 
與會者無其他動議 
 
鄧瑞華會長再次感謝主席張昌明校長及區會各級委員及領袖對童軍運動的關懷及支

持、區總監凌玉衡先生的卓越領導、區務委員的辛勤工作及所作出的貢獻，令青衣區的

童軍發展取得了美滿的成績。 
會議於下午 6 時正結束。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鄧 瑞 華 先 生 M H 
秘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 惠 珍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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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週年報告 
過去一年在鄧瑞華會長、張昌明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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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到青衣區的童軍活動和訓練得以順利完成。 

18 至 19 年度青衣區共舉辦了 8 個訓練班、2 項長者服務、2 個活動、6 個比賽及 2 個專章考驗

日。各活動及訓練使童軍成員能從不同項目中體驗到童軍活動的樂趣。 

2018 年是青衣區成立 30 週年，本區已舉辦一連串之慶祝活動。首先以「青衣區邁向 30 週年

大露營」作為頭炮，接著舉辦「各支部比賽」以及「全方位長者服務日」，並以「童賀青衣 30 週年

繽紛 Fun」作為 30 週年壓軸紀念活動。一連串紀念活動讓各童軍成能聚首一堂，交流經驗，一同

分享童軍生活樂趣。 

鄧瑞華先生 MH 即將卸任區會長之職，在此感謝鄧會長在過去 6 年間對青衣區童軍運動之鼎

力支持，使本區得以穩健發展。同時亦感謝羅記生先生答允接任區會長之職，相信在羅會長帶領下

本區能得以持續發展。 

最後，我再次感謝本區各級領袖多年來謹守崗位，致力於青少年工作，不辭勞苦。各位的無私

奉獻，為本區的發展打下穩健基礎。 

以下是青衣區的統計： 

(一)活動及訓練報告： 

1. 小草蜢親子農莊日營 

2. 幼童軍世界童軍環境章訓練班 

3. 幼童軍射箭章訓練班 

4. 幼童軍探險章訓練班 

5. 世界童軍環境章訓練班 

6. 童軍射箭章(技能組)訓練班 

7. 童軍電子章暨機械章訓練斑 

8. 童軍領導才訓練斑 

9. 公園定向研習班 

10. 童軍專章考驗日 

11. 2018 小草蜢繽紛聖誕填色及設計比賽 

12. 青衣區 30 週年紀念—童玩同樂「衫拾」 小、幼童軍自理王比賽 

13. 青衣區 30 週年童軍支部比賽 - 區總監挑戰盃 2018 

14. 青衣區 30 週年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2018 

15. 全方位長者服務日 

16. 童賀青衣 30 週年繽紛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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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本年度獲獎人士 /單位如下： 
 
功績榮譽獎章 
青衣區區總監 凌玉衡先生 
 
香港總監嘉許 
青衣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劉永傑先生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青衣區副主席 麥潤勝先生 
 
長期服務獎章 
青衣區副區總監(訓練) 謝釗鴻先生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青衣第 12 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何家進先生 
青衣區委員 張翠華女士 
青衣區委員 李秀英女士 
 
主辦機構表揚狀  
金狀 (服務 30 年) 青衣第 20 旅 皇仁舊生會中學 
金狀 (服務 25 年) 青衣第 27 旅 保良局陳溢小學 
 青衣第 28 旅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金狀 (服務 15 年) 新界第 1508 旅 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2018 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獲選名單 
青衣第11旅 童軍團 青衣第12旅 *#>童軍團 
青衣第12旅 *深資童軍團 青衣第20旅 *童軍團 
青衣第20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173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173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199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199旅 *幼童軍A團 新界第1199旅 *#>幼童軍B團 
新界第1199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236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236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237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7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377旅 *小童軍B團 
#地域總監特別嘉許獎 <地域總監嘉許金獎 >地域總監嘉許銀獎 
^區總監嘉許金獎 *區總監嘉許銀獎 
 
木章 
青衣區副會長 旅長/總監 李淑蘭會計師 
 
總領袖獎章 
青衣第 12 旅 蕭浚偉  青衣第 12 旅 陳靖曦  
青衣第 12 旅 陳星曉  青衣第 12 旅 何慶麟  
青衣第 12 旅 何嘉鑫  青衣第 12 旅 林啟芃  
青衣第 12 旅 李寇駿  新界第 1237 旅 黃泳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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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獎章 
新界第 1199 旅 區展旻  新界第 1199 旅 陳芷茵  
新界第 1199 旅 陳潁堯  新界第 1199 旅 陳琬菁  
新界第 1199 旅 馮樂熹  新界第 1199 旅 何兆焯  
新界第 1199 旅 黎紫傑  新界第 1199 旅 吳沛熹  
新界第 1199 旅 談安行  新界第 1199 旅 湯惠媚  
新界第 1199 旅 黃雅珺  新界第 1199 旅 葉子君  
新界第 1199 旅 葉心怡  新界第 1236 旅 周文宇  
新界第 1236 旅 林曦  新界第 1236 旅 潘健濤  

 

2019 年童軍獎券籌募活動 
「最佳人均獎券銷售進步獎」優異獎 青衣第 30 旅 
 
新界地域-2018 年資優幼童軍嘉許計劃 
資優幼童軍嘉許 新界第 1199 旅吳沛熹 

 

新界地域-步操、升旗、團呼及快樂傘比賽 
步操比賽最佳司令員 青衣第 20 旅黃佩瑩 
 
青衣區-2018 小草蜢繽紛聖誕填色及設計比賽 
幼稚園組冠軍 新界第 1236 旅劉英傑 

幼稚園組亞軍 新界第 1377 旅何欣霖 

幼稚園組季軍 新界第 1377 旅吳怡辰 

幼稚園組優異獎 新界第 1377 旅吳怡君 新界第 1377 旅梁瑋軒 新界第 1377 旅陳樂熹 

 新界第 1377 旅王永楨 新界第 1377 旅伍思若 

最受歡迎作品 新界第 1199 旅劉學滔 新界第 1377 旅何欣霖 新界第 1377 旅吳怡辰 

小學組冠軍 青衣第 30 旅林皓晴 

小學組亞軍 新界第 1236 旅許雅婷 

小學組季軍 青衣第 9 旅高林海 

小學組優異獎 青衣第 9 旅張黃婉苓 青衣第 9 旅裴梓涵 青衣第 9 旅龔銘傑 

 青衣第 9 旅云雅沁 新界第 1236 旅黎采兒 

最受歡迎作品 青衣第 9 旅裴梓涵 青衣第 30 旅林皓晴 青衣第 30 旅蕭佩珊 
 
青衣區-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2019 
總冠軍：青衣第 11 旅 總亞軍：青衣第 20 旅 A 隊 總季軍：青衣第 20 旅 B 隊 

分項比賽成績 

野外生火項目 原野烹飪項目 

冠軍：青衣第 11 旅 冠軍：青衣第 20 旅 A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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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區-童軍支部比賽區總監挑戰盃 2019 
冠軍：青衣第 11 旅 A 隊 亞軍：青衣第 20 旅 B 隊 季軍：新界第 1237 旅 

 

青衣區-幼童軍地壺挑戰賽 
幼童軍主席盾：青衣第 28 旅 

冠軍：青衣第 28 旅 A 隊 亞軍：青衣第 30 旅 A 隊 季軍：新界第 1236 旅 B 隊 

 

青衣區-小童軍地壺挑戰賽 
冠軍：新界第 1236 旅 A 隊 亞軍：新界第 1236 旅 B 隊 季軍：新界第 1237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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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9年度財政預算

預算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2019/2020年度 2018/2019年度 2017/2018年度

活動 $5,100.00 $21,930.00 $60,680.00

訓練 $29,120.00 $41,830.00 $33,995.00

會友委員年費 $53,800.00 $60,700.00 $52,100.00

贊助 $70,000.00 $13,624.52 $120,000.00

其他收入 $10,000.00 $11,945.00 $46,608.00

童軍發展資助計劃 $10,000.00 $26,510.00 $35,056.00

獎券回款 $20,000.00 $23,319.00 $18,580.00

地域津貼 $3,000.00 $3,000.00 $3,000.00

總數： $201,020.00 $202,858.52 $370,019.00

預算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2019/2020年度 2018/2019年度 2017/2018年度

區總部租金 $21,948.00 $20,460.00 $20,460.00

行政費用 $5,000.00 $3,775.00 $4,407.00

周年大會 / 公關 $65,000.00 $51,235.00 $58,273.00

區總部維修及物資 $5,000.00 $3,215.10 $2,280.00

活動 $34,100.00 $87,803.24 $132,558.00

訓練 $60,120.00 $54,781.30 $62,540.00

雜項 $10,000.00 $15,403.00 $12,500.00

總數： $201,168.00 $236,672.64 $293,018.00

盈餘 /（赤字） -$148.00 -$33,814.12 $77,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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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區 2019-2020 活動 / 訓練計劃 

支部 舉行日期 項目名稱
活

動

訓

練

班

行

政
負責領袖

每人

(隊)收
費

共收費
區會

津貼

預算

支出

小童軍 小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林頌雅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10 人 $0 $0 $0 $0
童軍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10 人 $0 $0 $0 $0
小幼童軍 小幼童軍地壺競技日2019 ● 林頌雅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20 隊 $100 $2,000 $5,000 $7,000
童軍 童軍支部比賽(區總監挑戰盃2019)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8 隊 $100 $800 $4,000 $4,80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8 隊 $150 $1,200 $3,000 $4,200
幼童軍 幼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劉永傑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10 人 $0 $0 $0 $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5 人 $0 $0 $0 $0
幼童軍 童軍先修章訓練班 ● 劉永傑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4 人 $50 $1,200 $2,000 $3,200
童軍 童軍原野烹飪章(技能組)訓練班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24 人 $200 $4,800 $3,000 $7,800
童軍 童軍原野烹飪章(教導組)訓練班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8 人 $200 $1,600 $1,000 $2,600
童軍 童軍消防訓練斑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24 人 $100 $2,400 $2,000 $4,40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消防訓練班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24 人 $130 $3,120 $2,000 $5,120

領袖訓練 2019年8月 香港消防處「擊活人心」- 自動心臟除

顫器課程(領袖訓練) ● 謝釗鴻 副區總監(訓練) 20 人 $0 $0 $1,000 $1,000

童軍 童軍專章考驗日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50 人 $10 $500 $1,000 $1,500
童軍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10 人 $0 $0 $0 $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繩結及先鋒工程訓練班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6 人 $250 $4,000 $5,000 $9,000
幼童軍 幼童軍氣象章班訓練班 ● 劉永傑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4 人 $80 $1,920 $2,500 $4,420
童軍 童軍地圖閱讀章(技能組)訓練班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24 人 $100 $2,400 $3,000 $5,400
全區 「為社區作貢獻」服務計劃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300 人 $0 $0 $10,000 $10,000
小童軍 小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林頌雅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10 人 $0 $0 $0 $0
幼童軍 幼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劉永傑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10 人 $0 $0 $0 $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聯誼日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30 人 $20 $600 $4,000 $4,60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5 人 $0 $0 $0 $0
小童軍 小童軍揮春設計比賽 ● 林頌雅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200 人 $0 $0 $2,000 $2,000
童軍 童軍工藝章(服務組)訓練班 ● 陳駿賢 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12 人 $100 $1,200 $3,000 $4,200
深資童軍 深資童軍世界童軍環境章訓練班 ● 何健楓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6 人 $180 $2,880 $3,000 $5,880
幼童軍 2020年2月 幼童軍道路安全章及單車章訓練班 ● 劉永傑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4 人 $150 $3,600 $3,500 $7,100

總計︰ $34,220 $60,000 $94,220

2019年12月

2020年1月

預算參與

人數

2019年4月

2019年5月

2019年6月

2019年7月

2019年10月

2019年11月

 



 

 P.26 

青衣區各旅團資料 
旅別 主辦機構名稱及地址 負責領袖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主辦機構負責人

序號 支部 青衣區會 青衣長康邨康美樓三樓平台C301室 凌玉衡總監 96745374 --- 凌玉衡總監

1 S 第2旅 佛教葉南紀念中學

青衣長青邨
陳貫良先生 2495 3363 2433 9009 蘇家樑校長

2 暫停集會 第3旅 基督教女青年會青衣綜合服務處

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三至五棲
--- --- 2433 0136 余本鴻主任

3 C 第5旅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青衣青衣邨青綠街3號 蔡璋女士 2432 7000 2495 6734 李佩雯校長

4 C 第6旅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青衣長青邨第二校舍
王韋思先生 2495 1922 2497 7197 蔡偉傑校長

5 GC 第9旅 青衣商會小學

青衣長康邨第三期
郭秋華女士 2497 9288 2497 0140 朱惠珍校長

6 S 第10旅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青衣長康邨第五期
洪俊偉先生 2434 5915 2434 2358 黃連鳳校長

7 SV 第11旅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青衣青心街7號 何健楓先生 6177 6870 2495 4019 黃振裘校長

8 SV 第12旅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青衣長康邨
麥金華博士 9739 7298 2431 1156 羅頴忠校長

9 C 第14旅 荃灣商會學校

青衣青衣邨第一期
陳中行先生 2497 7911 2495 1133 周劍豪校長

10 C 第15旅 保良局世德小學

青衣青綠街23號 黃偉權先生 2436 3923 2436 4113 葉麗芳校長

11 SV 第20旅 皇仁舊生會中學

青衣長安邨
黃斯敏女士 2497 5887 2433 6598 許湧鐘校長BBS

JP

12 暫停集會 第22旅 青泰苑業主立案法圑

青衣青泰苑通泰閣地下8號室
凌玉衡先生 9674 5374 --- 潘小屏女士MH

13 C 第23旅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王浩偉先生 2433 1788 2435 7023 林美霞校長

14 C 第27旅 保良局陳溢小學

青衣長康邨第二校舍
尹秀霞女士 2497 6073 2435 4695 冼翠華校長

15 C 第28旅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青衣長亨邨
江志成先生 2432 7311 2432 7177 張昌明校長

16 GC 第29旅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青衣長安邨
黃鳳萍女士 2497 8784 2435 2947 鍾家明校長

17 GCSVR 第30旅 青衣青少年康體發展組

青衣長康邨康祥樓三樓平台B305室 林志生先生 9351 6330 --- 林志生先生

18 GCSVR 第1173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青衣邨宜居樓9至16號地下
趙佩儀主任 2433 2319 2435 6326 趙佩儀主任

19 GCSV 第1199旅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2-4號 甘友維先生 2433 5277 2495 2769 陳烈輝先生

20 S 第1218旅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青衣牙鷹洲12號 鄧慧芯女士 2387 9916 2386 0920 夏麗珠校長

21 GCS 第1236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怡樓地下
關綺年女士 2435 2113 2435 1830 鍾仁傑主任

22 GCS 第1237旅 帝豪會有限公司(盈翠會)
青衣青敬路33號盈翠半島6號盈翠會

謝釗鴻先生 2257 6660 2257 5573 何肇堅先生

23 C 第1296旅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青衣長發邨
梁偉文先生 2497 7557 2435 7445 馬俊江校長

24 G 第1318旅 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青衣青敬路75號地下宏福花園4座地下
關嘉琪女士 2432 6628 2434 4588 陳嘉敏校長BBS

JP

25 S 第1338旅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新界青衣青芊街二號
張永能先生 2434 9922 2434 4931 沈少芳校長

26 C 第1365旅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新界青衣長宏邨
王文琪女士 2433 2225 2433 9555 鄧志鵬校長

27 2G 第1377旅 青衣商會幼稚園

新界青衣青華苑停車場大廈地下
陳嘉英女士 2431 6666 2434 7150 雷惠嫻校長

28 G 第1508旅 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新界青衣青綠街1號 張翠華校長 2435 6666 2435 6030 張翠華校長

29 暫停集會 第1526旅 長康明愛及兒童青少年中心

新界青衣青盛苑地下
葉婉孃主任 2497 2869 2435 8397 葉婉孃主任

30 C 第1610旅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新界青衣青芊街
郭穎欣女士 2433 1081 2433 1091 黃偉興校長

31 G 第1790旅 保良局曹金霖夫人幼稚園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潤樓地下
黃詠琪主任 2432 2733 --- 趙美琪校長

G=小童軍           C=幼童軍              S=童軍           V=資深童軍        R=樂行童軍

截止

201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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