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19-2020 年度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日期︰ 201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時間︰ 晚上 7 時正 
地點︰ 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邨青衣商場 2 樓皇庭匯 
 
主禮嘉賓︰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鄭健先生 JP 
 葵青區議會主席 羅競成議員 BBS MH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總監 陳秋玉女士 
 

司儀︰ 青衣第 20 旅深資童軍 王芝寧小姐 
 青衣第 20 旅深資童軍 歐燁楓先生 
 新界第 1199 旅深資童軍 謝文昕小姐 

 
程序 

*********** 
致歡迎辭 

主禮嘉賓致辭 
頒發委任狀 

頒發童軍獎勵 
頒發優異旅團證書 

頒發各支部比賽獎項 
致送紀念品 
致謝詞 
祝酒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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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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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晚宴贊助︰ 

會長羅記生先生 

 

抽獎禮品贊助︰ 

會長羅記生先生 

名譽會長羅競成先生 BBS MH 

名譽會長石漢基先生 BBS JP 

名譽會長張錦奎先生 

名譽會長毛偉琪先生 

副會長曾汝汶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