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務委員會及全旅領袖會議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
期︰2014 年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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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恆、林昆旋、羅映嬌、鄺露明、黃芳玲、
黃豐盛、黃圓圖、馬嘉怡、梁淑敏、郭家豪、梁國昇、鍾景軒、梁淑莊、胡婉筠、
鍾綺雯、陳兼。
請
假：林勝強、梁翼南、胡兆豐、林月紅、羅素民、張國良、黃樹輝、劉國安、陳好雄、
張國瑟、程南生、陳惠英、蒲寶珠、劉添壽、麥麗霞、楊永誼、潘趙生、劉漢麟、
陳志君、馮鎮雄、龍梓維、蔡錫霞、余詠然、陳嘉俊、戴溢軒、張凱傑、張展千、
馬樹軒、溫朗然。
一. 致開會詞
首先，恭喜深資童軍團奪得地域會長盾冠軍，他們稍後會代表本地域參加全港深資童軍錦標賽。
另外，主席分享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酒桶會議」:指出一個團隊的整體表現取往往取決於較遜色
的單位，因此要進步，各單位就必須要互補長短；另外一個是「沙甸魚效應」: 指出採取開放態度，
迎接新刺激、新意念有助提升自己的表演現。
另外，主席亦提到本旅最近由新的領導團隊帶領，希望加入新的思想及意念後，有助進一步激
發本旅的潛能，帶來更好的成績。
二.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補充: 項目 3.3 c.) 四十二週年旅慶 合用$2,143.90
補充: 項目 3.3 d.) 童軍大會操 合用$1,120.00
上次會議紀錄由周永強動議，郭寶倫和議通過。
三.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3.1 旅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a. 恭賀旅務委員岺美珍榮獲長期服務二星獎章，梁裕全榮獲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b. 恭賀本旅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均能奪得新界東地域技能比賽之冠軍。
c. 1 月分團長會議議決:將多舉辦非正式集會之聯誼活動，望有助加強各領袖溝通。

h.
i.
j.
k.
l.
m.
n.
o.

d. 16/2 已舉辦領袖新春團拜，共 27 人參加
e. 23/2 已舉辦全旅新春團拜，多謝童心之友贊助水果及飲品，共 127 人參加。
f. 7/3 完成修剪枯枝
g. 財政撮要: 總支出: $54,107.50; 總收入:$ 89,002.50;
上年度盈餘: $136,625.02; 本年度盈餘: $171,520.02
來年財政預算: 總支出約: $86,700.00; 總收入:$69,400.00
劉添麟將接替周永強司庫一職
林昆旋將接替馮鎮雄樂行童軍團團長一職
龍梓維將接替林昆旋幼童軍團團長一職
黃圓圖，陳嘉俊將加入旅務委員會
深資童軍團於較早前訪問了前旅長彭志敏先生，待整理好後會發稿。
總會更新了户外活動安全指引(有關游泳，遠足，攀山，露營)，領袖日後帶領相關活動時須
多加留意。
有關改善團員歸屬感問題，將新增以下項目:
幼童軍團: 唱旅歌
童 軍 團: 講解本旅歷史
深資童軍團:長咀行
樂行童軍團:多跟舊領袖交流
另外，亦會於本旅相關網頁新增「本旅精神」之資料。

四. 各團報告
4.1 幼童軍團
a.
b.
c.

d.
e.

f.
g.

領袖人數:

7 人 ;團長:林昆旋; 副團長: 鄺露明，林月紅，龍梓維，梁淑敏
教練員: 梁國東，戴溢軒
現有團員共 42 人，平均出席率 80%
幼童軍之進度性獎章: 會員章
5 人(現有新團員)
幼童軍獎章
10 人
幼童軍歷奇章
12 人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8人
金紫荊獎章
3人
晉團
4人
團員考獲專章共 95 枚
活動概要: 家務章，娛樂章，寫作章，勞作章，童心之友聚會，水上”FUN FUN”同樂日，
赤徑露營(童軍)，體適能初、中級，繩結章，旅慶，幼童軍露營章(區會)，
大會操，步行籌款，繩結章(區會)，聖誕聯歡會，特別團集會(團年飯及烹飪章)，
寵物及園藝章，全旅新春團拜
比
賽: 團呼比賽(地域)，幼童軍技能比賽(區會)
獎
項: 區技能比賽 (共出 2 隊) - 共獲得 2 個單項冠軍，1 個單項季軍
童軍獎券銷售-優異獎

h.

來年活動撮要:荔枝莊露營，體育技能，金氏遊戲，繩結比賽，升旗典禮，常識問答，
追蹤，暢遊白沙灣，區挑戰賽，地域挑戰賽，步行籌款，大會操，
特別團集會，團年飯，地域展能大露營
i. 財政撮要: 總支出: $825.90; 總收入:$ 5,310.00;
上年度盈餘: $1,000;上繳旅部:$ 4,484.10; 本年度盈餘: $1000.00
j. 來年共需旅部津貼:$6,200.00

4.2 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8 人; 團長:郭家豪; 副團長:李嘉輝，張凱傑，馬嘉怡，馬樹軒，余詠然
教練員:張錦浩，梁國昇
b. 現有團員共 29 人，出席率 58%;不設團隊長職位;分狼，狐，犬，鷹 4 隊;每隊 7-8 人
c. 溫朗晴及邵樂瑤考獲總領袖獎章
d. 團員獲進度獎章及專章共 79 枚
e. 比
賽: 代表區參加地域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2013 暨地域代表選拔賽-第 1 名
f. 獎
項: 區童軍技能比賽, 獲得第 1 名,第 2 名
g. 對外交流:9 名團員參加第 30 屆亞太區大露營(30th APRSCOUT JAMBOREE,16th NIPPON
JAMBOREE)
h. 服
務: 新界東地域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暨滅罪嘉年華 2013;
區就職典禮 2013; 水務署新春嘉年華;2013 童軍大會操; 2014 渣打馬拉松
i. 活動撮要: 復活節露營-荔枝莊，水上先鋒，暑假露營-赤徑，港島夜遊行，大會操，
地域步行籌款，東龍島聖誕露營
j. 財政撮要: 總支出: $1114.50; 總收入:$4549.30;
上年度盈餘: $1,000;上繳旅部:$2434.80; 本年度盈餘: $1000.00
k. 來年共需旅部津貼:$12,600.00
l. 來年特別團集會: 旅團探訪交流(1629 旅幼童軍)，地域聖誕大露營，烈日長征(西貢)，
地質章野外考察，小隊長訓練營
m. 將代表本地域參加嘉爾頓錦標賽
n. 原野烹飪訓練班，童軍技能競技日，專章考驗日，地圖閱讀訓練班
o. 展
望:加強小隊長訓練 =>尚需改善小隊長之童軍技能, 積極性及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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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與對外比賽=>參加璧峰區技能比賽及總會各項比賽
招收新團員=>現時超過 90%團員為本旅幼童軍團員晉升, 希望聯絡區內其他旅
團舉辦聯合活動以吸納其幼童軍團成員晉團至本旅童軍團-(1629 旅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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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深資童軍團
a. 領袖人數: 3 人; 團長:黃豐盛;副團長:羅映嬌，宋偉逸
b. 團員人數: 18 人
c. 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婉筠; 執委:胡婉筠，陳兼，梁淑莊
d. 活動撮要：絲網印刷，水上先鋒，歷奇體驗日，WAR GAME，赤徑露營，長咀行，
東龍島露營，前旅長彭志敏先生訪問

e.
f.

g.
h.
i.
j.

比賽項目: 地域主席盾深資童軍技能比賽-雙人保齡球
地域主席盾深資童軍技能比賽-野外挑戰
獎項： 地域主席盾深資童軍技能比賽-雙人保齡球 冠軍
地域主席盾深資童軍技能比賽-野外挑戰
冠軍
地域主席盾深資童軍技能比賽-總冠軍
服務撮要:「業餘田徑總會」，「渣打國際馬拉松比賽」，「2014 ANS 沙田 10K 河畔賽」，
財政撮要: 總支出: $876.80; 總收入: $0; 上年度盈餘: $1172.10; 本年度盈餘: $295.30
來年活動撮要:露營，先鋒工程，歷奇體驗日，全港深資童軍錦標賽，WAR GAME， RUNNING
MAN，烈日長征，單車旅程，長咀行，迎新營，渣打馬拉松比賽(服務)，原野烹飪
來年共需旅部津貼:$4,960 (活動：$4,760.00+急救物資:$200.00)

4.4 樂行童軍團
a. 團長:馮鎮雄
b. 團員:梁淑敏，張凱傑，張展千，郭家豪，梁國東，梁國昇，戴溢軒，楊森發，鍾景軒，
溫朗然，黃熙舜，鍾綺雯，黃曉琳
c. 團員人數:男團員 10 人，女團員 3 人
d. 管理委員會:鍾景軒 溫朗然 楊森發
e. 活動撮要:全國沙灘排球比賽服務，聖誕露營，團年飯，馬拉松服務新春團拜
f. 財政撮要: 總支出: $613.50; 總收入: $0; 上年度盈餘: $1551.20; 本年度盈餘: $937.70
g. 來年行事曆包括:聚餐,羽毛球,黑暗中對話,暑假露營,烈日長征,聖誕節露營,團年飯等。
h. 除新增物資需要旅部津貼$1,000 外，其餘活動開支由團員支付。
五. 童心之友、老友團及家長會報告
5.1 童心之友
如旅長未能出席童心之友會議，羅映嬌將代表旅長參加與童心之友之會議。
5.2 老友團
鼓勵各團多參加水上活動，亦歡迎各支部邀請老友團合辦各項活動。
六. 新春團拜檢討
6.1 活動共 127 人參加，眾人均表示盆菜質素非常好，遊戲環節各成員表現雀躍，加上抽獎
環節，整體氣氛很好。
6.2 是次活動的收入較支出超出四千多元，日後擬訂收費時要多加考慮旅部對活動的津貼及
以及成本預算。
七. 四十三週年旅慶事宜
7.1 典禮及慶祝活動將同樂日進行，日期暫定於 10 月 12 日。
7.2 提議活動形式如下，但須於進一步搜集資料後定奪:
- 白沙灣 fun day
- 攤位遊戲
- 一日遊
- 主題公園
7.3 由馬嘉怡及深資童軍團負責統籌。

八. 其他事項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內容
建議可於中秋節舉辦中秋 BBQ 晚會，稍後再作討論。
多位領袖表示希望重開家長會，有助凝聚家長之餘，家長亦可支援全
旅活動與旅團。
形象工程:
本旅網頁及 Facebook 現由藍,白,紅三色作為主色。Facebook 設有 fan
page，所有 Facebook 使用者均可加入，fan page 由各團代表更新。
另設本旅專屬群組，須經網主許可才能成為專屬群組會員，歡迎本旅
各成員加入。
跟進於本旅相關網頁新增「本旅精神」之資料。
1 月 12 日團長會議:
將商討有關李衍坤基金會資助本旅成員參加大型活動事宜。
有關先鋒房滲水事宜
經討論後，確認先鋒房應進行防水工程。已收到一份報價單，待收到
其他報價後，交由主席、旅長、副旅長等決定中標公司及安排開工事
宜。
訂購風褸:
S: 30 件
M: 20 件
L: 20 件。
訂購活動制服:
S: 50 件
M: 50 件
L: 30 件。
今年童軍大會操將定於 11 月 2 日

九. 下次會議日期
時間：2014 年 7 月 13 日 上午 10 時正
地點：龍山學校
十. 散會
下午 1 時 30 分正結束。

負責人
5.3 老友團
旅長，郭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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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映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