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務委員會及全旅領袖會議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
期︰2013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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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趙生、張國瑟、陳漢榮、馬志恆、余詠然、李嘉輝、
黃豐盛、黃芳玲、林昆旋、鄺露明、林勝強、陳志君、馮鎮雄、梁淑敏、郭家豪、
梁國昇。
請
假：林月紅、程南生、劉漢麟、麥麗霞、羅映嬌、馬嘉怡、張凱傑、周永強
1.

致開會詞
本旅踏入 42 週年，旅團今後能否持續發展是個重要的議題。主席指出，要每旅團持
續發展，有幾個重要因素:
1) 營運模式 本旅的宗旨及政策是否配合可以長遠發展的目標
2) 現金流現金流是否能夠支持營運 (暫時尚算穩定，但支出已較往年大幅增加)
3) 人才培訓 培訓政策是否欠長遠目光、不能預見危機，以及能否留住人才，避免
青黃不接
主席希望委員會及各領袖定期檢討以上各點，並多就以上各點提出意見，為旅團得以
持續發展而繼續努力。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2 項目 4.4(d)
晉升「國」員 應為 晉升「團」員
2.1 項目 8(f)
「助」談會 應為 「座」談會
上次會議紀錄由馮鎮雄動議，馬志恆和議通過。

3.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3.1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a. 21/4 及 28/4 進行兩次修樹，全數已進行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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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6 參加童心之友周年聚餐，共 4 位領袖及 5 位委員參加。
c. 2/6 璧峰區就職及頒獎典禮本旅連同家長共 50 多人參加。
3.2 人事調動
a. 旅長劉添麟委任證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滿，將不會續任，並由童軍團長馬志
恆接任為本旅第四任旅長。
b. 2014 至 2015 年度本旅財政則由劉添麟接替周永強。
c. 樂行童軍團團長陳志君亦將會卸任，繼任人選待定。
d. 童軍團團長繼任人選待定。
3.3 財政報告:
a. 龍山學校差餉支出: 1/4/2013 至 30/6/2013
$1450
1/7/2013 至 30/9/2013
$1450
b. 增添設備:大膠桶 8 個(每個$140)連運費$150，共$1270。
c. 搬運委員潘趙生公司之工具返回旅部之運費連人員午膳，共$463。
4. 各團報告
4.1 幼童軍團
a. 現有團員共 40 人
b. 30/3-1/4 有 8 名團員跟隨童軍團到荔枝莊露營，唯因持續大雨及該批團員經驗
不足，大部份衣物均弄濕，加上部分團員情緒不穩，最後被迫提早結束行程。
c. 於 4 至 6 月期間已完成娛樂章,寵物章,園藝章,家務章,勞作章及寫作章。
d. 30/6 已於白沙灣水上活動中心舉辦「水上 Fun Fun 同樂日」，其間有部分成員考
獲獨木舟 1 星。
e. 7/7 已舉辦李衍坤挑戰盾-常識問題比賽項目。
f. 21/7 將參加於心誠中學舉辦之新界東地域團呼比賽。
g. 28/7 將舉辦李衍坤挑戰盾-繩結比賽項目。
h. 團員呂浩俊及謝曉為即將完成金紫荊獎章。
4.2 童軍團
a. 團長 - 馬志恆
b. 副團長 - 李嘉輝、郭家豪、張凱傑、馬嘉怡、馬樹軒、余詠然(共 7 人)
c. 將委任梁國昇為教練員。
d. 已獲取木章- 1 人;完成初級訓練班 - 2 人;完成基本原則訓練班 – 1 人
e. 完成高級訓練班，正進行高級在職訓練- 2 人
f. 現有團員共 28 人 (26 人為本旅幼童軍)( 上年度團員 29 人,1 人退團)
g. 2013-14 年度出席率為 58%
h. 分獅、虎、狼、犬、鷹 5 隊, 每隊 5-6 人，不設團隊長職位。
i. 4 人將晉升深資童軍團
j. 溫朗晴及邵樂瑤已完成總領袖獎章所有考驗。
k. 2013 至 2014 年考獲進度獎章及專章共 35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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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已分別於 3 月及 4 月參加璧峰區舉辦之公民章訓練班及營藝訓練班。
m. 4 月已舉辦復活節露營及原野烹飪。馬 SIR 表示經與旋 MISS 討論後，為減輕小隊
長負擔，往後會傾向只接受較年長的幼童軍參與，又或需要幼童軍領袖隨隊協助，
並會於岀發前提供訓練。劉 SIR 表示由是次露營撤退經驗發現，日後於惡劣天氣
下露營，需要預多些領袖協助撤退。
n. 5 月 18 日- 19 日已於西貢舉辦「水上先鋒」(沙下--橋嘴島)。
o. 6 月已參與璧峰區就職典禮服務。
p. 8 月 24-25 日將派 2 小隊參加璧峰區露營比賽，希望能藉著是次比賽促進新團員成
長。
q. 9 名童軍將於 8 月參加第 30 屆亞太區童軍大露營暨第 16 屆日本大露營。
r. 為了讓成員可以獲取更多元化的服務經驗，希望日後能爭取較多不同形式的服務
項目，如探訪老人院，協助簡單家居維修等等。多名領袖都同意應該讓成員接觸
更多元化的服務項目。
s. 繼續加強小隊長訓練，並會參與稍後璧峰區舉辦之領導才訓練班。
t. 繼續推行靈聖教育，啟發成員多思考和反思現今社會現象及風氣。
u. 已給予五旬節于良發小學第 129 旅幼童軍團本旅的報名表格，希望能招收該旅團
廿多個的適齡童軍，並擴展本團的成員來源。
v. 來季行事曆:
暑假露營(赤徑)
- 8 月 2-4 日
夜行軍 (港島群山) - 9 月 20 日
先鋒工程
- 10 月
專章考驗日
- 12 月
聖誕露營 (東龍)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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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兼; 執委: 陳兼、胡婉筠、梁淑莊
d. 成員鍾綺雯有望於未來一、兩個月完成所有深資童軍最高榮譽獎章的剩餘項目。
e. 4 月主要針對執拾先鋒房物資以及協助將先鋒竹上架。
f. 5 月協助童軍團於西貢舉辦「水上先鋒」
，並於新界東地域深資童軍比賽中奪得五
項之一的保齡球分項冠軍。
g. 6 月協助童軍團李衍坤挑戰盾的比賽項目，反應理想，會於日後嘗試籌辦較大型
對外項目。
h. 7 月協助區會於坪輋舉辦的歷奇訓練。
i. 將於來季針對技能訓練，以迎接新界東地域深資童軍比賽中餘下的賽事。
4.4 樂行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1 人-團長: 陳志君
b. 團員: 黃思憲 梁淑敏 張凱傑 張展千 郭家豪 梁國東 馬嘉怡 梁國昇 戴溢軒
楊森發 鍾景軒 溫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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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男團員 10 人、女團員 2 人，平均出席人數 5 人
30/3-1/4 協助童軍團復活節荔枝莊露營
5 月協助童軍團水上先鋒活動
6 月協助童軍團李衍坤比賽 - 越野競走及協助幼童軍團「水上 Fun Fun 同樂日」。
7 月將舉辦深資, 樂行歷奇活動體驗日
7 月下旬將參加地域步操比賽及嘉年華服務
8 月將協助童軍團李衍坤比賽 - 團隊機智。
9 月將協助童軍團- 港島夜遊行
10 月將參加香港童軍大會操
財政報告: 本財政年度暫未有支出; 截至 14/7/2013 總盈餘: $751.20
團長表示請辭是因為已達到保留和招回舊團員的目的，其二是感到對樂行童軍團
的活動開始力有不抵，其三是為了配合本旅年輕領袖接棒的計劃。
n. 團長亦表示 Fung Sir 是個不錯的接棒人選。
o. Fung Sir 則表示需於能否平衡工作及是否於現有成員中仍然有凝聚力等問題上考
慮清楚。
p. 團長表示希望藉此表揚各位團員於這幾年的表現，其中各女成員的表現猶其出色;
此外，因大部份樂行童軍團的成員正處於事業起飛的時候，希望各領袖於安排工
作予團員前，要先了解團員的現況是否適合接受所安排之工作，並諒解他們的處
境。

c.
d.
e.
f.
g.
h.
i.
j.
k.
l.
m.

5. 物資管理組、童心之友、老友團報告
5.1. 物資管理組
a. 主席 梁國昇，另有 9 名成員
b. 使命: 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設立完善、系統的物資存放環境
c. 抱負:
1.成為璧峰區的首選物資管理模範
2.以為使用者提供高質素服務為目標
3.設立有系統的物資管理制度、培育人材
d. 核心價值: 系統、方便及可持續。
e. 4-5 月點算先鋒物資;6 月製作一個架用作擺放物資;7 月物資上架
f. 下季行事曆:翻新先鋒房，清除雜草，鋪設天幕，點算先鋒物資，翻新先鋒房
g. 財政預算:
翻新先鋒房(補油牆身)
$ 700
先鋒物資(噴漆)
$ 300
纜存架 X2(代定)
$ 300 總數$4000

h. 討論事項:
1) 先鋒房漏水建造平台承起物資或以膠箱存放物資以達至防滑功效。
2) 鋪於檐蓬上之天幕多處破損，每逢下雨均有滲漏重新鋪好破損部份或用房
內備存之大帆布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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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先鋒竹現時擺放位置每逢下雨都會弄濕，是否應該於兩邊加上帆布遮擋雨水
可利用破裂竹支及帆布搭建遮蓋物
因小組現時只 10 名成員，希望各支部於日後提供人手，以協助小組完成以上事工。

5.2. 童心之友
a. 已於 6 月 9 日下午舉行年度聚餐，有 70 多人參加，感謝各委員撥冗支持。
b. 於聚餐當日選出勞國雄先生擔任會長。
c. 各支部籌辦活動時，歡迎聯絡「童心之友」成員協助。
5.3. 老友團
a. 標叔叔將於 7 月下旬退任風帆教練。
6. 42 週年旅慶事宜
內容

備註

頒獎典禮改訂於 10 月 6 日，典禮及活動內容由樂行童軍團及
深資童軍團籌備。

樂行及深資團主
席

7. 其他事項
內容

備註

a. 前旅委會主席陳好雄母親最近仙遊，旅委會將致送花圈，以表敬意。

委員會

b. 政府就「李衍坤基金會」追收審計報告，需盡快處理。

基金會

c. 本旅網址之團員名單久未更新，委員名單亦遺漏了陳好雄的名字，
希望各團能盡快更新有關名單。

各團負責人

d. 就優化本旅網址功能之事宜，需先向基金會索取預算以及向有關供
基金會(安 SIR)
應商索取報價再作定奪。
e. 駐校校工曾多次致電劉 SIR 報告團員忘記關風扇、電燈及水喉等
等，希望各團成員於離開前多加留意。另外希望各團值日小隊負責
於離開前作最後檢查及場地清潔。
f. ***請自備上次會議紀錄和議程。

各團
-

8. 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 11 月 3 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粉嶺龍山學校
9. 散會
下午 12 時 30 分結束。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