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hatin East District Scout Council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周年大會 
根據香港童軍總會政策、組織及規條第 3.9.1條召開 

 

 

日期：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六時正 

地點：沙田麗豪酒店 

 

議  程 

 

 

1） 省覽並接納本區 2015/2016年度之周年報告。 [AGM/D1] 

 

2） 省覽並批核本區 2015/2016年度之財政報告。 [AGM/D2] 

 

3） 追認經執行委員會批准之 2016/2017年度之財政預算。 [AGM/D3] 

 

4） 選任及委任本區 2016/2017年度之會務委員會及 [AGM/D4-1] 

 執行委員會成員。       

 

i) 委任會長及主席 

ii) 選任名譽會長 

iii) 選任副會長 

iv) 選任副主席 

v) 選任秘書、司庫 

vi) 區務委員會選任、聘任及其他政務委員 

vii) 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 [AGM/D4-2] 

 

5） 確認本區 2016/2017年度核數師之委任。   [AGM/D4] 

 

6）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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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D1]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 2015/2016 年度 

周年報告 

1）引言 

本區青少年成員人數尚算穩定發展，本年度約有 0.6%的

增幅，達至 1,009人；而成年領袖及政務委員人數亦相應有

所增加，達至 289人，此乃各領袖共同努力及社會賢達支持

下所得的成果。 

為配合地域支援旅團的主題，本區各總監及區幹部成員於本年度積極進行旅

團探訪，至 2015年 7月止，共探訪了全區各旅團。藉此得以了解各旅團的需要，

並提供相關支援。同時間，進行甄選並推薦合共 35個旅團參加優異旅團選舉，全

部成功獲選，維持去年達標之水平。 

活動與訓練方面，本年度舉辦多達 22個項目，參與人次達 980人(不包括非

童軍人仕)，比往年略增，有賴各區幹部及旅團領袖共同努力所致；除了為各參與

旅團成員對傳統童軍技能的認知與實踐外，亦可向區內各童軍成負推廣童軍運

動，是次本年度所舉辦活動及訓練得以成功，參與的區領袖及旅團領袖實在是功

不可沒。 

本年度亦是豐盛的一年，本區共有 1位領袖榮獲功績榮譽十字章、1位領袖榮

獲功績榮譽獎章、4名領袖及政務委員榮獲優異服務獎章、1位政務委員榮獲優良

服務獎章、1位領袖夫人榮獲感謝狀及 1位領袖榮獲香港總監高級嘉許；而長期服

務方面，有 2名政務委員榮獲長期服務一星獎章、6名領袖及委員榮獲長期服務獎

章及 2位政務委員榮獲五年長期服務獎狀，實在是可喜可賀。  

另外，在青少年成員方面，考獲支部最高獎章者，有 30名幼童軍獲得金紫荊

獎章、6名童軍獲得總領袖獎章及 1名深資童軍獲得榮譽童軍獎章；同時間亦有 1

名領袖完成木章訓練課程；本區再次向各獲獎人士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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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務發展 
根據 2015年總會周年人數統計，本區成員共有 1,298人，較去年增加 0.6%；

青少年成員人數增長 0.4%，旅團方面則保持共 27個旅，合共 52個團。 

旅號 主  辦  機  構 支部 類別 

2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S     學校 

3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C       學校 

4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C       學校 

6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G C S V R 公開 

7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上午校)   C       學校 

8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G C S     公開 

9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S     學校 

14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C       學校 

18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G C S V   公開 

20 馬鞍山崇真中學     S     學校 

25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C       學校 

30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S     學校 

33 佛教慈航學校   C       學校 

35 台山商會中學     S     學校 

36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C       學校 

37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G  C       學校 

38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S V    學校 

43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G C S V   公開 

新界東 1115 旅 百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沙田第一城   C S V   物業管理 

新界東 1346 旅 宣道會沙角堂   C       公開 

新界東 1558 旅 林大輝中學     S V   學校 

新界東 1644 旅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G C S V   學校 

新界東 1684 旅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S V   學校 

新界東 1706 空童軍旅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S V   公開 

新界東 1746 旅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幼兒學校 G         學校 

新界東 1747 旅 香港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         R 特能團體 

新界東第 9海童軍旅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C S V R 公開 

  7 16 16 10 3  

  52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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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與訓練 

本年度本區成功舉辦共 22 項活動及訓練，包括：全區 6 項、深資/樂行童軍

支部 5 項、童軍支部 4 項、幼童軍支部 4 項、小童軍支部 1 項。另有共 9 次區會

會議，連同協助總會或地域活動，參與人次接近千人之數，本年度可謂多姿多彩。 

支部 項目 參與人數(約) 

全區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會操暨

健康生活嘉年華 2015 
38人 

 2014-15年度周年大會 30人 

 2015-16年度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170 人 

 新界東地域龍舟比賽 20人 

 新界東地域Troop Troop Camp 8人 

 新春團拜 2016 15人 

 區執行委員會會議(4次) 48人 

 區管理委員會會議 5人 

 區幹部職員會議(4次) 32人 

深資/樂行 深資/樂行童軍組2015-16年度第一次會議 6人 

 深資童軍民政研習班 8人 

 沙東深樂共融活動 24人 

 梁振邦盃-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2016 6人 

童軍 童軍先鋒工程體驗日 2015 7人 

 2015-16年度第二次全區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6人 

 童軍專科徽章(攝影章及原野烹飪章)考驗日 5人 

 梁志堅主席盾-童軍技能比賽 2016 36人 

幼童軍 繩結章訓練班 33人 

 水上安全章訓練班 34人 

 幼童軍體驗營 50人 

 李文敬盃-幼童軍多元智能比賽 2016 30人 

小童軍 陳業文盃-小童軍復活蛋填色比賽 2016 77人 

 
*參加人數不包括領袖、工作人員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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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功績榮譽十字章 

譚燦賀先生    沙田東區區總監 

 

 

 

 

 

 

功績榮譽獎章 

陳淑怡女士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幼童軍副團長 

 

 

 

 
優異服務獎章 

何國華先生    區副會長 

周小玲小姐    沙田東第 18旅童軍副團長 

劉愛儀女士    沙田東第 18旅幼童軍副團長 

葉潔芸小姐    沙田東第 25旅幼童軍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梁家輝先生    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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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感謝狀 

馮澤參夫人    童軍區長馮澤參先生之夫人 
 

 

 

 

 

 

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譚燦賀先生    沙田東區區總監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梁志堅先生 MH   區主席 

李寶明先生    區名譽會長 

 

 

 

 

長期服務獎章 

蔣德明先生    區秘書 

葉慶良醫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林家榮先生    沙田東第 6旅小童軍副團長 

葉潔芸小姐    沙田東第 25旅幼童軍團長 

季雲妹女士    沙田東第 25旅幼童軍副團長 

何應倫先生    沙田東第 33旅幼童軍副團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黃冰芬小姐    區副主席 

張錦沛先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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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金紫荊獎章 

沙田東第8旅    屈綽嵐 莊子樂 梁展皓 

沙田東第18旅   羅欣蕾 楊  琳 陳彥臻 馬家翹 林培樺 

鄭凱鋒 楊茵儀 盧奕儒 李若彤 梁芷瑜 

翟恩賜 

沙田東第36旅   繆煒克 沙浩嵐 陳竑杰 蔡文熙 譚子浩 

張俊杰 李俊燁 李澤延 

新界東第1345旅   衛  明 

新界東第1644旅   張瑋庭 楊  悅  何思澄 何郁津 鄭揚樂 

鄺子謙 楊易臻 

 

 
總領袖獎章 
沙田東第6旅    雷健鴻 周凱旋 劉芷晴 

沙田東第8旅    潘淑穎 

沙田東第30旅   李浚僖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戴梓朗 

 

 
榮譽童軍獎章 
沙田東第43旅   黃偉俊 

 

 

 
木  章 

幼童軍支部    徐文清先生 沙田東第8旅幼童軍副團長 

 

 

 
主辦機構表揚狀 

沙田東第7旅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30年】 

沙田東第36旅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20年】 

新界東第1115旅   百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沙田第一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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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優異旅團獲選單位 

(一) 2015年優異旅團獲獎名單 

沙田東第 3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4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6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沙田東第 7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8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 

沙田東第 9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沙田東第 20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25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0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33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6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7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8旅    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46旅   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8旅   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06旅   空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6旅   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7旅   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幼童軍團、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 

 

 

(二) 連續十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東第 38旅    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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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優異旅團獲選單位 

(三) 連續五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東第 4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8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30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37旅    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旅   幼童軍團、童軍團 

 

 

(四) 連續三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沙田東第 6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8旅   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06旅   空童軍團 

 

 

各項比賽獎勵 - 總會 

香港童軍總會野外定向會 30周年紀念野外定向錦標賽 

童軍旅挑戰盃       冠軍：沙田東第 30旅 

童軍男子個人 A組（MSA） 亞軍：茅啟希 沙田東第 30旅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標準艇挑戰賽 2015 

冠軍：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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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各項比賽獎勵 - 地域 

沙田童軍成立 40周年暨 沙田四區童軍運動會 2015 

區際 4x100接力比賽(男子組)  亞軍 

區際 4x100接力比賽(女子組)  亞軍 

校際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季軍：沙田東第 38旅(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校際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季軍：沙田東第 38旅(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男子 100米賽跑     金牌：袁俊希 新界東第 1644旅 

青少年初級組女子    全場總冠軍：潘淑穎 沙田東第 8旅 

女子 100米賽跑     金牌：潘淑穎 沙田東第 8旅 

女子 400米賽跑     金牌：潘淑穎 沙田東第 8旅 

女子 跳高       銀牌：潘淑穎 沙田東第 8旅 

女子 1500米賽跑     金牌：蘇頌雯 新界東第 1644旅 

女子 1500米賽跑     銀牌：廖善恆 新界東第 1644旅 
 

新界東地域地域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 2015 

單項比賽(原野烹飪)    季軍：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2015年度鄺啟濤盃幼童軍挑戰賽 

優異獎：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B隊 

單項比賽(繩藝)    亞軍：沙田東第 36旅 B隊 

單項比賽(神秘項目)    亞軍：沙田東第 36旅 B隊 

單項比賽(團隊機智)    季軍：沙田東第 36旅 A隊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會操暨健康生活嘉年華 2015 

升旗比賽       季軍：新界東第 1644旅 A隊 

快樂傘比賽             最具團隊合作：沙田東第 6旅 
 

新界東步操、團呼、快樂傘及升旗比賽朱俊豪盃會操暨綠色嘉年華 2016 

升旗比賽       季軍：新界東第 1644旅 A隊 

團呼比賽       亞軍：沙田東第 36旅 
 

新界東地域 15周年紀念步行籌款邊境河畔長跑比賽 

男子高級組       亞軍：麥瑞岐先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女子初級組      傑出籌款獎：沙田東第18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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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各項比賽獎勵 - 區會 
梁振邦盃 - 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冠    軍： 新界東第 1644 旅 

亞    軍： 新界東第 1684 旅 

單項冠軍： 黃宇翰盾 - 旅程達人獎：新界東第 1684 旅 

梁家輝盾 - 研習達人獎：新界東第 1644 旅 

簡汝謙盾 - 技能達人獎：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梁志堅主席盾 - 童軍技能比賽 
冠    軍：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亞    軍： 沙田東第 8旅 

季    軍： 沙田東第 18 旅 

單項冠軍： 麥炳輝盾 - 城市定向：沙田東第 30隊 

張錦昌盾 - 團隊機智：新界東第 1644 旅 

梁家瑋盾 - 團隊合作：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黃冰芬盾 - 團隊挑戰：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唐學良盾 - 神秘活動：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李文敬盃 - 幼童軍多元智能比賽 
冠    軍： 沙田東第 37 旅 A隊 

亞    軍： 新界東第 1644 旅 

季    軍： 沙田東第 36旅 B隊 

單項冠軍： 邵文康盾 - 體能競技   ：沙田東第 37旅 A隊 

李卓興盾 - 幼童軍大電視 ：新界東第 1644 旅 

關鏡鴻盾 - 智能挑戰   ：新界東第 1644 旅 

蔣德明盾 - 綜合能力   ：沙東第 37 旅 A 隊 

 

 

陳業文盃 - 小童軍復活蛋填色比賽 
冠    軍： 張峻曦  新界東第 1746 旅 

亞    軍： 姚諾言  沙田東第 37旅 

季    軍： 黃燁强  新界東第 1746 旅 

優 異 獎： 林樂恩  沙田東第 8旅 

潘青瑶  沙田東第 8旅 

鄧皓禮  沙田東第 8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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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望 

踏入第二十個年頭，展望來年，除了繼續一慣恆常活動與訓練外，將會全力

配合新界東地域支援旅團的目標；在此大前題下，本區已訂下五大工作綱領: 

1. 支援旅團 

 全區各級領袖切實繼續進行旅團探訪，藉此多了解旅團需要，以提

供適當的支援。 

 每個旅團附以一位區領袖作直接聯繫，加強區會與旅團間之溝通，

以便更有效地帶領成員，推動整個童軍運動。 

 舉行全區或旅團領袖會議，給與區內領袖相敘及交流的機會，共同

商討改善區內童軍運動之方法；同時間亦可藉此發放總會及地域最

新資訊。 

 

2. 保留及增加成員 

將籌劃大型童軍聯合招募日，並邀請地域發展部協助，進行公開招募、展及

推廣童軍運動。 

 籍著本區政務委員在社區服務的關係，於區內其他社區活動中，申請設置

招募攤位。 

 除了繼續運作的「深資及樂行童軍聯合集會」外，將積極推行「接龍計劃」。

本年度之計劃將針對幼童軍支部進行，鑒於幼童軍成員往往在升中階段

後，未能獲得合適途徑銜接而中斷了童軍生活，所以在本年度的幼童軍團

探訪中，將提供有關區內童軍支部資料，並提供晉團或轉旅之協助，以及

豉勵並推薦參與地域舉辨的 Troop Troop 挑戰營，務求在升中前落實另一

階段的童軍生活。 

 透過總會”Join us”童軍申請處理系統，及早聯絡有興趣加入童軍運動

之人仕及青少年，並盡快安排加入旅團成為本區成員。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hatin East District Scout Council 

   

5） 展望 (續) 

3. 活動與訓練 

 隨著本區成立二十周年，除了恆常各支部訓練及活動外，積極推動內地交

流活動，務求與全區所有制服及非制服成員一同藉著一系列活動，加強各

成員之歸屬感，培養各人之團隊精神。 

 本區已成功連續多年舉行各「支部比賽」及參加「龍舟比賽」、「步操團呼

快樂傘及升旗比賽」、「幼童軍挑戰賽」、「步行籌款」及「新春團拜」等；

給予各領袖及青少年一些慣性或連續性參與之機會。 

4. 區領袖訓練 

繼續舉行區領袖工作坊，強化各區幹部職員對區務運作之了解，尤以行政、

財政及活動程序之訓練；自我增值，同時亦能增添新思維。 

 挑選新晉區幹部職員以助理形式協助處理區務，如文書、財政、物資管理

等，從而加深對不同區務工作崗位之認識。 

5. 非制服成員之聯繫 

 區會來年活動及行政，均會加入區政務委員，除了可使區務運作時得到專

業意見及社區支援外，亦可增進非制服與制服成員間之溝通及友誼。 

 繼續鼓勵各政務委員積極參加領袖訓練班，使其對童軍運動有更深入的認

識，期望最少 2位政務委員參加木章訓練班。 

 

來年，本區邁進第二十個年頭，我區仝人更齊心協力，無懼艱辛的挑戰，秉

承童軍銘言之【準備】，貫徹童軍誓詞之【竭盡所能】，定下來年目標，迎接二十

週年紀念慶典。 

 

 

【欣迎廿載沙東情、薪火承傳童軍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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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 

2016 至 2017 年度財政預算 
 
 

 

 港幣($) 港幣($)   港幣($) 

 收入項目 

 訓練班班費  21,830.00 

 活動收入  3,600.00 

 獎券回款  22,000.00 

 步行籌款回款  5,000.00 

總會投資基金回報  10,000.00 

 特殊項目贊助  63,000.00 

 政務委員年捐 82,500.00 207,930.00 

 

減除: 

支出項目 

 訓練班開支  45,150.00 

 活動開支   54,100.00 

 典禮及儀式  63,300.00 

 租金及差餉  25,000.00 

 電費、電話及網絡費  8,000.00 

 雜項開支  8,000.00  203,550.00 

 應急開支(預算開支之 3%)      6,100.00 209,650.00 

 預算年度盈餘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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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名錄 
District Scout Council – Shatin East District 

(2016-2017) 
會長 陳寶君 小姐    

名譽會長 何厚祥 先生 BBS MH 沙田區議會主席 何麗嫦 太平紳士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莫錦貴 先生 BBS 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 何永銓 博士 總學校發展主任 

 勞麗芳 女士 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 蔡雨聖 先生 沙田區環境衛生總監 

 關翠貞 總警司 沙田警區指揮官 李寶明 先生  

 鄭  華 女士  劉樹林 先生 FSDSM  

副會長 盧偉國 議員 SBS BBS MH JP 李文敬 先生 陳業文 先生 梁國柱 先生 

 張錦昌 先生 何國華 先生 莊耀勤 先生 魏志偉 先生 

 李海榮 先生 李德貴 先生 羅保容 先生 潘偉邦 先生 

區總監 譚燦賀 先生    

主席 梁志堅 先生 MH    

副主席 董惠明 先生 戚治民 先生 梁家輝 先生 梁振邦 先生 黃冰芬 小姐 

副區總監 陳寶均 先生 胡國仁 先生   

助理區總監 梁文傑 先生 覃天培 先生 陳佩嫺 女士 李家健 先生 

秘書 蔣德明 先生    

司庫 麥炳輝 先生    

區領袖 葉建明 先生 梁家傑 先生 郭永堅 先生 馮澤參 先生 陳華敏 女士 

 鄉志光 先生 陳慧賢 女士 朱梓軒 先生 劉愛儀 女士 李麗霞 女士 

 李嘉明 先生 莫潔儀 小姐 徐志文 先生 蔡本宇 先生 布浩輝 先生 

 李文匯 先生 梁穎強 先生 楊婷婷 小姐 張詠敏 小姐  

義務法律顧問 簡汝謙 律師     

義務核數師 陳業文 先生 (兼任)    

選任委員 關鏡鴻 先生 杜啟華 先生 黃健敏 先生 陳偉佳 博士 沈昇華 校長 

 黃廣威 校長 黃宇翰 先生 李卓興 先生 邵文康 先生 徐麗儀 小姐 

 梁家瑋 先生 唐學良 先生 陳偉傑 先生 余顈嘉 女士 鍾敬祥 先生 

聘任委員 鄭玉琴 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當然委員 各旅領袖、教練員及旅務委員  

 各深資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各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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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執行委員會名錄 
Executive Committee – Shatin East District 

(2016-2017) 
 

 

當然委員 地域總監 黃耀榮 先生, PMSM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發展) 黃燁堂 先生 

 區總監 譚燦賀 先生 

 區主席 梁志堅 先生, MH 

 區副主席 董惠明 先生 

  戚治民 先生 

  梁家輝 先生 

  梁振邦 先生 

  黃冰芬 小姐 

 副區總監(行政) 胡國仁 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 陳寶均 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梁文傑 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覃天培 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佩嫺 女士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李家健 先生 

 區專章秘書 郭永堅 先生 

 區秘書 蔣德明 先生 

 區司庫 麥炳輝 先生 

 義務核數師 陳業文 先生 

 選任委員 關鏡鴻 先生 

  黃宇翰 先生 

  李卓興 先生 

  邵文康 先生 

  陳偉傑 先生 

  鍾敬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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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區幹部名錄 

(2016-2017) 
 

區總監  譚燦賀 

   

副區總監 行政 胡國仁 

副區總監 訓練 陳寶均 

   

助理區總監 深資童軍 梁文傑 

 童軍 覃天培 

 幼童軍 陳佩嫺 

 小童軍 李家健 

   

區    長 樂行童軍 葉建明 

 深資童軍 梁家傑 

 童軍 馮澤參、李嘉明 

 幼童軍 陳華敏、鄉志光 

 小童軍 李麗霞 

   

區專章秘書  郭永堅 

   

物資管理員  劉愛儀 

   

區文書  朱梓軒 

   

區領袖  陳慧賢、李文匯 

   

助理區領袖 
 

梁穎強、布浩煇、蔡本宇、陳世德 

徐志文、楊婷婷、張詠敏、莫潔儀 

   

區受薪職員  張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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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訓練/活動計劃 

(2016/2017) 
 

月份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及樂行 領袖 / 全區 

4 / 16   童軍消防班  
朱俊豪盃會操 暨 

綠色嘉年華 2016 

5 / 16  體適能章考驗  
深資/樂行 

童軍組會議 

沙田東區週年大會 

暨 就職典禮 

6 / 16 聯合集會  
童軍支部 

領袖會議 I 
 

香港童軍(新界東) 

龍舟比賽 2016 

Troop Troop Camp 

7 / 16   聯合集會 
活動/訓練班 

(待定) 

區領袖 / 委員聯

誼活動 

8 / 16   
共融章/社區服務 

  

先鋒工程訓練班 
9 / 16     

10 / 16  
世界童軍環境章 

訓練班 

童軍支部 

領袖會議 II 
  

11 / 16 支部比賽  專章考驗日 
深資/樂行 

童軍組會議 
 

12 / 16     
香港童軍 105周年 

大露營 

1 / 17  
露營及探險章 

訓練班 
聯合集會  招募日 2017 

2 / 17     新春團拜 2017 

3 / 17  支部比賽 支部比賽 支部比賽  

   

應領袖會議議決 /

區內需求而舉辦之

活動 / 訓練 

 沙田區40周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