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務委員會及全旅領袖會議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度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

期︰2013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粉嶺龍山學校
主
席：李永安先生
會議紀錄：梁淑敏
出
席：李永安、劉添麟、郭寶倫、周永強、程南生、潘趙生、張國瑟、陳漢榮、李煥昌、

請

余詠然、馬志恆、羅映嬌、黃豐盛、梁頌安、林昆旋、麥麗霞、黃芳玲、陳志君、
馮鎮雄、龍梓維、張展千、梁淑敏、郭家豪、梁國昇、陳兼。
假：梁翼南、胡兆豐、林月紅、羅素民、張國良、劉漢麟、黃樹輝、劉國安、陳好雄、
林勝強、陳惠英、鄺露明、蒲寶珠、劉添壽、蔡錫霞、黃圓圖、陳嘉俊、梁國東、
馬嘉怡、馬樹軒、溫朗然、鍾景軒、戴溢軒、張凱傑、鍾綺雯。

1.

致開會詞
適逢昨晚有團體舉辦”熄燈一小時”活動，主席提醒各成員要緊記童軍誓詞中”對國家，
對本土，盡責任”的部分。我們要對由小改變做起，對自己生活的環境盡責任，例如改變
浪費的消費模式和習慣，支援環保、節約及低碳排放的生活方式。
樂行童軍團團長亦表示，各領袖可作榜樣，將環保意識帶入旅團，帶領團員作出改變。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項目 4.2 c
黃欣「奇」應為 黃欣「琦」
上次會議紀錄由麥麗霞動議，郭寶倫和議通過。

3.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3.1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a. 旅部於地域步行籌款活動中共籌得款項 1 萬餘港元，並獲得當中的 65%，即$7291。
b. 於去年舉 12 月舉辦之大露營，本旅有 26 名團員參加，感謝童心之友協辦攤位。
c. 本旅於 2013 年獎劵售賣中共售出 2130 張獎劵。
d. 於 3 月 3 日舉辦之新春團拜以原野烹飪形式進行，連同家長及童心之友等，共有參
加者有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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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 1/7/2012 至 31/3/2013 兩季差餉已繳，共繳$3150 元正。
f. 感謝楊偉忠介紹攀樹組朋友為旅部義務修剪枯枝。旅部將於來年開支中撥款約
$2000 作為膳食津貼。另外，由於總會之保險並不包括非童軍成員該活動風險，故
旅部將為他們另購保險。
g. 恭賀副旅長郭寶倫榮獲總會頒予總監榮譽笛子。
h. 恭賀幼童軍團副團長鄺露明獲頒優異服務獎章。
i. 恭賀樂行童軍團團長陳志君及童軍團副團長余詠然獲頒優良服務獎章。
j. 恭賀劉國安、余詠然及郭老太獲頒長期服務獎章。
k. 郭老太於較早時因中風入院，現正休養，希望她能早日康服。
l. 恭賀本旅 8 名成員榮獲百週年銀章。包括:劉添麟、郭寶倫、陳志君、馮鎮雄、余
詠然、羅映嬌、林昆旋、張展千。
m. 本旅四個支部均於上年度獲頒優異旅團。
n. 財政報告:
本年度總收入$52,000; 本年度總支出$52,440;
本年度赤字$440; 累積結餘$136,625.02
下年度預算:收入$42,200; 支出$57,300
4. 各團報告
4.1 幼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8 人

b.
c.

d.
e.
f.

團長:林昆旋;副團長:鄺露明、林月紅、龍梓維、陳惠英、梁淑敏
教練員:梁國東、戴溢軒
團員人數: 42 人;平均出席率: 85%
幼童軍之進度性獎章:
會員章 7 人 (現有新團員); 幼童軍獎章 8 人; 幼童軍歷奇章 15 人; 幼童軍高級
歷奇章 8 人; 金紫荆獎章 5 人; 晉團 9 人
晉團名單(2012 年 11 月 11 日)
男:黎駿傑,梁振曜,林保元,潘承佑,甄文廸,譚富堯, 張偉斌, 張昊霖
女:林欣怡
財政報告: 上年度總收入$5,310;上年總支出$333.50;
上繳旅部$4,484.10;本年度結餘$1,000
下年度預算:支出$3,000

4.2 童軍團
a.
領袖人數:8 人－團長:馬志恆;
副團長:李嘉輝、郭家豪、張凱傑、馬嘉怡、馬樹軒、余詠然;
教練員:張展千
b. 已獲取木章-2 人; 完成初級訓練班-2 人; 完成基本原則訓練班-2 人;
完成支部技能訓練班-1 人; 完成高級訓練班-2 人
c. 團員人數: 29 人; 平均出席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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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團隊長職位, 分獅,虎,狼,犬,鹰 5 隊,每隊 5-6 人
上年度團員人数
32
幼童軍團晉團人敷
9
區會介紹
1
晉升深資童軍團人数 (5)
退團人敷
(7)
現有團員人数
d. 進度: 葉梓浚及葉梓灝已考獲總領袖獎章。
會員章
8
探索獎章 11
毅行獎章
4
挑戰獎章
4

29 人

總領袖
2
合共 29 人
e. 2012 年 4-5 月期間代表新界東地域完成全港嘉爾頓錦標賽，並獲得第七名。
f. 7 月參加地域步操比賽獲得體驗組第 2 名,黃欣琦獲得體驗組最佳司令員
g. 10 月與深資及樂行童軍團合組隊參加大會操步操比賽及出席大會操步操檢閱。
h. 2013 年童軍急救比賽初級組季軍。
i.

展望:
加強小隊訓練=>尚需改善小隊長之童軍技能, 積極性及自律性
j. 靈性發展=>曾設每月一次分享時間,加強灌輸正確價值觀
k. 鼓勵團員考取總領袖獎章=>積極鼓勵團員參與必修訓練班及服務,2013 年應有 2
位團員可考獲總領袖獎章
l. 積極參與對外比賽=>計劃參加璧峰區露營比謇及總會急救比賽
m. 招收新團員=>現時超過 90%團員為本旅幼童軍團員晉升,希望能聯絡區內其他旅團
舉辦聯合活動以吸以納其幼童軍團成員晉團至本旅童軍團
n. 領袖發展=>現時各領袖及教練員因事忙,出席率尚有改善空間;鼓勵領袖及早進修
木章及技能訓練班
o. 財政報告:
本年度總收入$3,182; 本年總支出$1,719;
上繳旅部 $1,556.10;本年度結餘$1,000
下年度預算: 收入$3,000;
活動支出$10,000 (團費支出$3,000; 旅部津貼$7,000)
4.3 深資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4 人－團長:黃豐盛; 副團長: 羅映嬌、馮鎮雄、宋偉逸
b. 團員人數: 16 人 (2 人晉升至樂行童軍團;9 人為原有團員;
5 人由童軍團晉升; 2 人由轉自其他旅團)
c. 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兼; 執委: 陳兼、胡婉筠、梁淑莊
d. 財政報告:
本年度總收入$1,371; 本年總支出$1,675.10;本年度盈餘$1,172.10
下年度預算: 共支出 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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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支出$10,900(團員支出$8,800,團費津貼$2,100);
-活動制服支出$1,000(全數由團員支出);
-急救物資$200(全數旅部津貼)
4.4 樂行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1 人－陳志君
整團仍欠女領袖
b. 團員人數: 12 人
男團員 10 人、女團員 2 人;平均出席人數 6 人，平均出席率:50%
c. 管理委員會成員:
主席 :郭家豪
文書 :馬嘉怡
司庫 :梁淑敏
d. 團員變動:
-由深資童軍團晉升國員 2 名: 鍾景軒，溫朗然
- 2 名團員晉升至大象隊:黃圓圖，陳嘉俊
e. 進度:
樂行童軍肩章:戴溢軒，楊森發
樂行童軍獎章:各團員努力中
f. 樂行童軍團 2012-13 年目標與焦點:
-以教練員,副團長身份協助各團及旅活動，分擔領袖工作。
-鼓勵團員積極考取進度,挑戰自我。
-鼓勵團員多參與由總會所提供的樂行童軍訓練。
-積極參與樂行童軍界的各類比賽。
-提高團員的出席率至 85%
-多參與對外服務，擴展服務層面，由地域，總會，甚至與其他機構或團體合作。
g. 財政報告:
本年度總收入$800(屬於本年度$1500 團費已於 2011-12 年度收取);
本年總支出$1,460.90;本年度盈餘$751.20
下年度預算: 設備支出$1,600(全數旅部津貼);
活動支出$6,060(團員支出$4900,團費津貼$1,160)
收入$2,400;
5. 童心之友、老友團及家長會報告
5.1. 童心之友
將於 6 月 9 日下午舉行年度聚餐，每位約$60-80，歡迎各位參加。
5.2. 老友團
沒有報告。
5.3. 家長會
沒有報告。(將暫時刪除'家長會'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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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春團拜檢討
內容

備註

a. 感謝各成員協助籌備新春團拜活動，當日氣氛良好，家長
及童心之友均非常投入。

-

b. 許多幼童軍忘記自己所屬隊伍，造成混亂，下次可預先編
排姓名，方便識別。

-

7. 42 週年旅慶事宜
內容

備註

頒獎典禮暫訂於 10 月 20 日，典禮及活動內容由樂行童軍團及

樂行及深資團主

深資童軍團統籌。

席

8. 其他事項
內容

備註

a. 關於差餉事宜，由於本旅承擔龍山學校 1/3 差餉開支，即意味著本
旅將承擔龍山學校 1/3 管理責任。故此，本旅或有需要另購保險以
作未雨綢謀並需資詢有關專業人士意見。

各領袖

b. 為旅部義務修剪枯枝人員另購保險事宜，資詢專業人士有關法律責
任意見。

各領袖

c. 區會將於來年分別舉辦深資童軍團及樂行童軍團保齡球比賽，歡迎
組隊參加。

郭寶倫

d. 提議於活躍參與本旅活動之家長中，為家長會物色新成員。
e. 請向各成員宣傳本旅設立之相片區，鼓勵他們留言討論。
f. 由 6 月份開始恢復團長助談會，日期訂為旅務會議前 2 星期。
g. 請各支部盡量於本會議開會日期前一個月公佈支部報告。
h. 潘 SIR 將把業務結束，將找時間物色有用的物資作旅部之用。

劉添麟，郭寶倫
各團長
各團文書
陳志君

i. 來年大會操將於 10 月 27 日舉行。

-

j. ***由下次會議開始，各成員請自備上次會議紀錄和議程。

-

9. 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10 時正
地點: 粉嶺龍山學校
10. 散會
下午 1 時 4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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