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務委員會及全旅領袖會議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

期︰2013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粉嶺龍山學校
主
席：李永安先生
會議紀錄：鍾綺雯
出
席：李永安、劉添麟、郭寶倫、馬志恆、李嘉輝、 黃豐盛、林昆旋、陳志君、馮鎮雄、
請
1.

郭家豪、劉漢麟、麥麗霞、劉國安、梁翼南、張錦浩鍾景軒、龍梓維、鍾綺雯。
假：林月紅、程南生、羅映嬌、馬嘉怡、張凱傑、周永強
致開會詞
今早有一個交職，恭喜馬 sir 成為第四任旅長，感謝劉 sir 擔任旅長。根據總會 POR，
旅團最高負責人是旅長，旅務委員會、童心之友、家長團是輔助旅團，旅務委員會最主要
是輔助旅長。
旅務委員會是非制服成員，主要工作有三點以協助旅長：
(1) 財政方面，避免旅長擔心財政問題
(2) 協助旅團尋找集會地點，因為旅部不太穩定，沒有肯定合約可以長期集會，集會
地點是長期隱憂
(3) 協助旅團對外的網絡，不同背景及人際網絡的委員有助旅團
本旅旅務委員會大部分為舊領袖，有時部分委員會有很强烈意見，但旅務委員只是
輔助旅團及旅長執行職務。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項目 4.2(t)
靈「聖」教育 應為 靈「性」教育
2.2 項目 4.2(u)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第「129」旅 應為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第「1629」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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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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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2 週年旅慶活動順利完成
b. 童軍大會操全旅共有 55 名成員參加
c. 本年全旅晉團亦順利完成
d. 恭喜副旅長郭寶倫榮獲總會頒發功績榮譽獎章
3.2 人事調動
由即日起馬志恆先生接任為本旅第四任旅長，馮鎮雄先生接任為樂行童軍團團
長，郭家豪先生接任為童軍團團長，各委任證正在處理中。
劉添麟轉任為旅務委員，並於 2014 年至 2015 年度協助旅財政一職。
3.3 財政報告:
a. 已繳付 1/10 至 31/12/2013 龍山學校差响為 1450 元
b. 津貼 7 名童軍參加第 30 屆亞太區童軍大露營，每人 500 元，並 3500 元
c. 42 週年旅慶：待下次開會報告
d. 童軍大會操：待下次開會報告
4. 各團報告
4.1 幼童軍團
a.
團呼比賽得第四名
b.
共有 8 人考獲繩結章及露營章
c.
d.
e.
f.

6/10 旅慶
10/11 共派出 2 隊參與區會技能比賽
22/12 為特別團集會，內容待定
聖誕節不會有露營，小朋友不願參與

4.2 童軍團
a. 團長 - 郭家豪
b. 教練員 - 梁國昇、張錦浩
c. 李嘉輝已獲取木章
d.
e.
f.
g.
h.
i.
j.
k.
l.

張錦浩正進行高級在職訓練
現有團員共 30 人 (25 人為本旅幼童軍)
分 4 隊, 每隊 7-8 人，不設團隊長職位
5 人由幼童軍團晉升到童軍團
4 人晉升深資童軍團
溫朗晴及邵樂瑤已考獲總領袖獎章
2013 至 2014 年考獲進度獎章及專章共 61 枚。
8 月有 9 位童軍參加第 30 屆亞太區童軍大露營暨第 16 屆日本大露營
8 月共派出 2 隊參與璧峰區技能比賽

m. 11 月將參與地域技能比賽
n. 15/9 團隊機智比賽
o. 20/9 夜行軍 (山頂黃泥涌道大浪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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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7/9 先鋒工程 (馬騮橋、瞭望台)
q. 近期童軍團成員氣氛濃厚，出席率及參與性正面
4.3 深資童軍團
a. 3 人晉升樂行童軍團
b. 4 人由童軍團晉升到深資童軍團
c. 7 月舉行 war game 及執拾旅部物資
d. 8 月已舉行長咀行，長咀行原意是希望作為第七旅成員，應該到一次長咀，保持
第七旅的傳統，希望往後每年舉行一次
e. 8 月另外舉行了原野烹飪及紮作，重溫童軍技能，希望成員之間能夠互相教導
f. 來季行事曆；
技能比賽 – 11 月
聯誼宿營 – 12 月-1 月
馬拉松服務 – 2 月
4.4 樂行童軍團
a.
b.
c.
d.

領袖人數: 1 人-團長: 馮鎮雄
團員人數: 13 人
有 3 人由深資童軍團晉升到樂行童軍團
8 月舉行團大會，主席：鍾景軒；財政：溫朗然；文書：楊森發

e.
f.
g.
h.
i.
j.

9 月已協助童軍團 – 港島夜遊行
9 月籌備旅慶
10 月及 11 月飯聚
11 月沙排服務
12 月聖誕節露營，由梁國昇負責
財政報告：暫未有支出，收入$600，總盈餘:$1351.2

5. 物資管理組、童心之友、老友團報告
5.1. 物資管理組
沒有報告
5.2. 童心之友
沒有報告
5.3. 老友團
沒有報告
6. 42 週年旅慶檢討
a. 旅慶讓團員有機會嘗試主持活動，有一個平台讓團員負責一個活動
b. 家長表示，沒有活動可以玩
c. 每年都舉辦，要因應人手問題而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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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食物安排方面：食物比以往多
e. 進場的安排：家長拿很大的食物盒盛載食物
f.
g.
h.
i.
j.

進食時間安排有待改善，要改善家長情況
可以安排人手分配食物，以減少家長替小朋友取大量食物的情況
收拾方面:活動完結後沒有人協助收拾，可以有清晰指示，以減少混亂情況
沒有成員跟音樂唱旅歌，歸屬感不大，只是旅慶前幾次集會唱旅歌
旅慶凝聚力問題：需考慮用不同方法加强團員對旅的歸屬感，如到長咀，會員章
內加入旅的歷史(例如像國民教育的方法，加深團員對旅的認識)，由劉 sir 及郭
sir 負責
k. 旅慶當日程序要有統籌，各團長之前需開會溝通整個流程
7. 新春團拜活動
a. 遠足，如燒烤 (旅部附近)
b. 由樂行童軍團統籌
c. 暫訂 23/2
8. 其他事項
a. 訂風褸
劉 sir 負責檢查呎吋及數量
大鼻 sir 負責問價
9. 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 待定
地點: 粉嶺龍山學校
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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