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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二零年度周年大會 
根據香港童軍總會政策、組織及規條第 3.9.1 條召開 

 

 

日期：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新界東地域總部 

 

議  程 

 

 

1） 省覽並接納本區 2019/2020 年度之周年報告。 [AGM/D1] 

 

2） 省覽並批核本區 2019/2020 年度之財務報告。 [AGM/D2] 

 

3） 追認經執行委員會批准之 2020/2021 年度之財政預算。 [AGM/D3] 

 

4） 選任及委任本區 2020/2021 年度會務委員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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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義務法律顧問之委任。         [AGM/D4-1] 

 

6） 確認本區 2020/2021 年度義務核數師之委任。           [AGM/D4-1] 

 

7）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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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D1]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 2019/2020 年度 

周年報告 

1）引言 

沙田東區童軍會過去一年，朝著「拓展及保留成員計劃」的方向，以支援童

軍旅及致力培育青少年為目標，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與訓練，讓青少年成為一個

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良好公民。 

 

本年度繼續推行各項「拓展及保留成員計劃」的工作，本區青少年及領袖人

數共有 1,225人，過去我們積極鼓勵童軍旅或不同支部間舉辦聯合聯誼活動，讓

成員及領袖互相交流，更希望本區童軍旅可成為結龍童軍旅，有助各成員晉升及延續童軍生活。 

 

為配合地域支援童軍旅計劃，本區各級總監探訪了區內所有童軍旅，藉以了解他們的需要，提

供相應支援，並進行一年一度的優異旅團甄選，總共推薦了 34個團，結果全部獲選，成績斐然。 

 

石門童軍旅團「新界東第 1806旅」已於 2019年正式成立，設有小、幼童軍支部，現有 39位成

員。 

 

本年度因本港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取消多項區內活動及訓練。本區於本年度共舉辦 12項活動，

參與人次達 492人。 

 

本區非常重視青少年間的交流，除了鼓勵成員參與區內活動與訓練外，亦積極推動成員參與及

體驗區外的各種不同類型活動及比賽。加入地域「深資童軍議會」及「樂行童軍議會」，參與地域舉

辦的「新界東二十周年音樂匯演」、「新東童軍二十周年步行籌款」、「童躍廿載大露營」及地域各支

部比賽等。 

 

同時，本區在卓越的領袖團隊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為各成員設計及舉辦不同的活動與訓練項目。

在各項活動中，成員踴躍參與，領袖用心投入，成績有目共睹。 

 

沙田東區童軍會於本年度在各方面均取得理想成績，期間更有多名成員及童軍旅獲得多個獎勵或

獎項︰在領袖及委員獎勵方面：優異服務獎章2名、優良服務獎章5名、長期服務一星獎章2名、長期

服務獎章3名及五年長期服務獎狀4名；而在青少年最高獎章及領袖訓練方面：金紫荊獎章7名、總領

袖獎章1名，領袖木章1名。 

 

本區童軍旅更積極參與各地域及總會的公開比賽，均獲得卓越成績；獲獎獎項之多，實在令人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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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務發展 
 

根據 2019 年總會周年人數統計，本區成員共有約 1,225 人；旅團方面則共

有 27 個旅，合共 45 個團。 

旅號 主  辦  機  構 支部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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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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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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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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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43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G C  V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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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 1706 空童軍旅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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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 旅 青新行動 G C    公開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C S V  公開 

  9 17 12 5 2  

  45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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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與訓練 

由於本年度受 2019 冠狀病毒 疫情影響，本區成功舉辦共 12 項活動及訓

練，包括：全區 4 項、深資/樂行童軍支部 2 項、童軍支部 3 項、幼童軍支部 2

項、小童軍支部 1 項。另有 2 次區執行委員會會議及 2 次區幹部會議。 

支部 項目 參與人數(約) 

全區 沙田東區週年大會 暨 就職典禮 180 

 新界東地域龍舟比賽 20 

 童深夏日新搞作 - 輕便炊事(紙烤箱)工作坊 6 

 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74 

深資/樂行 支部第一次會議 5 

 深資童軍消防章訓練班 11 

童軍 童軍露營章訓練班 32 

 童軍天象章訓練班 10 

 童軍消防章訓練班 30 

幼童軍 幼童軍徽章考驗日暨領袖會議 81 

 幼童軍繩結訓練班 40 

小童軍 旅團領袖會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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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優異服務獎章 

曾慶邦先生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長 

葉慶良醫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優良服務獎章 

莊耀勤先生   沙田東區會長  

李卓興先生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何嘉樂先生   沙田東區區領袖  

方嘉樂先生   沙田東第六旅小童軍團長 

張錦沛先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蔡詠儀女士   沙田東第 6旅副旅長 

袁志偉先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羅葆怡女士   沙田東第 6旅童軍副團長 

蔡佩儀女士   沙田東第 7旅幼童軍團長 

劉愛儀女士   沙田東第 18旅幼童軍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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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續)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李德貴先生   沙田東區副會長 

羅保容先生   沙田東區副會長 

陳偉傑先生   沙田東區副主席 

唐學良先生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金紫荊獎章 

沙田東第8旅    蔡晰行 邱素梅 

沙田東第36旅   郭浚匡 梁樂晞 黃嘉晴 張景堯  

陳樂晴 

 

 

 

總領袖獎章 

新界東第 1644 旅   陳業駿 
 

 

 

木  章 

童軍支部       何嘉樂先生  沙田東區區領袖 

 

 

 

 

 

主辦機構表揚狀 

沙田東第 4 旅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35 年】 

沙田東第 9 旅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30 年】 

沙田東第 14 旅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30 年】 

沙田東第 18 旅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25 年】 

新界東第 1558 旅    林大輝中學【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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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續) 

 

優異旅團獲選單位 

(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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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東第 7 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8 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9 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14 旅    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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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0 旅    童軍團 

沙田東第 33 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5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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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東第 43 旅    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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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 旅   小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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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旅     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 旅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童軍團、深資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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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46 旅    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幼童軍團、海童軍團、深資海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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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獎勵 (續) 

 

各項比賽獎勵 - 地域 

新界東地域 20周年步操、團呼、快樂傘、升旗比賽朱俊豪盃 

幼童軍團呼比賽 

優異獎：沙田東第 36旅 

 

 

地域主席盃幼童軍挑戰賽 2019 
優異獎：沙田東第 8旅 

沙田東第 36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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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望 

 

1. 活動與訓練  

 恆常各支部活動與訓練外，將會更積極推動社區服務，利用網上社交媒體及一系列活動，

務求加強全區所有制服及非制服成員聯繫，加強各成員之歸屬感，培養各人之團隊精神。 

 舉行各「支部比賽」及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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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慣性或連續性的學習機會。  

 推行童軍青年空間，讓童軍青年成員及領袖發表對童軍發展的意見。 

 

2. 區內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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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鼓勵創新思維。  

 挑選新晉區幹部職員以協助處理區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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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旅團領袖完成童軍木章課程，自我增值，報讀不同的領袖訓練班。  

 

3. 非制服成員之聯繫  

 區會歡迎區政務委員參與本區活動與訓練，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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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每位

政務委員都能完成木章訓練課程。  

 

4. 旅團支援及行政  

 發展電子科技系統，簡化行政工作。  

 積極尋找區場地及空間，解決旅團集會的需要。  

 

多年來，沙田東區童軍會能穩步向前及發展，實有賴各童軍青年成員、領袖及會務委員

的 合作和堅持，不斷創新求變，迎合現時青少年及童軍運動發展。相信未來一年 本區定能

保持該份為青少年服務的熱誠和堅毅，領袖及會務委員一定能團結一 致，上下一心，推動沙

田東區童軍運動，共同維繫「沙東童軍」這個大家庭， 培育更多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造福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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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D2] 

周年收支結算表 

01/04/2019 - 31/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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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D2] 

資產負債表 

截至 31/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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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M/D3]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東區 

2020 至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港幣($) 港幣($)     港幣($) 

 收入項目 

 訓練班班費    21,460.00 

 活動收入  4,500.00 

 獎券回款  15,000.00 

 步行籌款回款  8,000.00 

存放於香港童軍基金利息  13,000.00 

 特殊項目贊助  7,600.00 

 會務委員年捐       會 長   1 名 20,000.00 

       主 席   1 名  5,000.00 

 副會長 20 名    60,000.00 

 副主席 4 名  6,800.00 

 其他委員 10 名  6,000.00    97,800.00    167,360.00 

 

 

減除: 

支出項目 

 訓練班開支  22,580.00 

 活動開支   28,500.00 

 典禮及儀式  8,000.00 

 租金及差餉  30,000.00 

 電費、電話及網絡費  8,000.00 

 雜項開支  8,000.00  105,080.00 

 資助活動與訓練基金   41,800.00 

 區會活動備用支出     20,000.00 166,880.00 

 預算年度盈餘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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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GM/D4-1]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名錄 

District Scout Council – Shatin East District 

(2020-2021) 
會長 莊耀勤 先生    

區總監 覃天培 先生    

名譽會長 程張迎 先生 MH 沙田區議會主席 陳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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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秀媚 女士 總學校發展主任(沙田) 

 黃秀娟 女士 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 梁子健 總警司 沙田區指揮官 

 李寶明 先生 陳寶君 小姐 鄭  華 女士 何厚祥 先生 SBS MH 

 劉樹林 先生 FSDSM    

副會長 盧偉國 議員 SBS MH JP 李文敬 先生 陳業文 先生 張錦昌 先生 

 李海榮 先生 何國華 先生 MH 魏志偉 先生 梁家輝 先生 

 列永正 先生 李德貴 先生 羅保容 先生 黃偉強 先生 

 王可風 小姐 黎浩翔 先生 鄧耀龍 先生 鄭偉樂 先生 

 鄭永康 先生 蔡瑞卿 小姐 賴進豪 先生 黃佩民 先生 

主席 梁志堅 先生 MH    

副主席 梁振邦 先生 黃冰芬 小姐   

副區總監 陳寶均 先生 陳佩嫺 女士   

助理區總監 梁文傑 工程師 李嘉明 先生 李家健 先生  

秘書 關鏡鴻 先生    

司庫 邵文康 先生    

區領袖 葉建明 先生 郭永堅 先生 馮澤參 先生 陳華敏 女士 鄉志光 先生 

 李麗霞 女士 莫潔儀 小姐 李文匯 先生 楊婷婷 小姐 梁穎強 先生 

 甘麗妍 小姐 何家樂 先生 包朗熙 先生 陳世德 先生 張詠敏 小姐 

 李瑋日 先生 謝鎮源 先生 胡國仁 先生 余經邦 先生 明湛杰 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簡汝謙 律師   

選任委員 董惠明 先生 黃宇翰 先生 李卓興 先生 唐學良 先生 鍾敬祥 先生 

 徐穎妍 小姐 梁家傑 先生   

聘任委員 吳淑綿 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陳偉佳 博士 李美嫦 校長 李建鋒 校長 

 溫衍超 校長 楊冬梅 校長  

當然委員 各旅團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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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核數師 陳業文 先生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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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D4-2] 

沙田東區執行委員會名錄 

Executive Committee – Shatin East District 

 (2020-2021) 
 

當然委員 地域總監 黃耀榮 先生 PMSM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行政) 金升龍 先生 

 區總監 覃天培 先生 

 區主席 梁志堅 先生 MH 

 區副主席 梁振邦 先生 

  黃冰芬 小姐 

 副區總監(行政) 陳佩嫺 女士 

 副區總監(訓練) 陳寶均 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梁文傑 工程師 

 助理區總監(童軍) 李嘉明 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李家健 先生 

 區秘書 關鏡鴻 先生 

 區司庫 邵文康 先生 

   

選任委員 選任委員 董惠明 先生 

  黃宇翰 先生 

  李卓興 先生 

  唐學良 先生 

  鍾敬祥 先生 

  徐穎妍 小姐 

  梁家傑 先生 

 義務核數師 陳業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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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區幹部名錄 

(2020-2021) 
 

區總監  覃天培 

   

副區總監 行政 陳佩嫺 

副區總監 訓練 陳寶均 

   

助理區總監 深資童軍 梁文傑 工程師 

 童軍 李嘉明 

 幼童軍 ─ 

 小童軍 李家健 

   

區    長 樂行童軍 葉建明 

 深資童軍 ─ 

 童軍 馮澤參 

 幼童軍 鄉志光、李文匯 

 小童軍 李麗霞 

   

區專章秘書  郭永堅 

   

物資管理員  謝鎮源 

   

區領袖  胡國仁、陳華敏、何嘉樂 

   

助理區領袖 

 

莫潔儀、梁穎強、陳世德、楊婷婷、 

張詠敏、甘麗妍、包朗熙、李瑋日、 

余經邦、明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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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訓練/活動計劃 

(2020/2021) 
 

 

 

月份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及 

樂行 

領袖 / 全區 / 

地域 

4 / 20     
童軍電子章 

訓練班 
  區幹部會議 

5 / 20 旅團領袖會議   
童軍先鋒工程

章訓練班 

深資/樂行 

支部會議 

沙田東區週年大會 

暨 就職典禮 

6 / 20   
第一次 

支部會議 
     

7 / 20         

區幹部會議/ 

各支部體驗活動 

及 區總監會面 

8 / 20 參觀/親子活動 游泳章(初級)    聯誼活動   

9 / 20     
童軍共融章 

訓練班 
  聯區區幹部聯誼 

10 / 20        區幹部會議 

11 / 20 
小童軍 

支部比賽 
  

童軍 

支部會議 

深資/樂行 

支部會議 
 

12 / 20   
探險章訓練班

及 露營體驗營 
     

1 / 21     
童軍專章 

考驗日 

聯誼活動/訓練

班 

區幹部會議、 

地域步行籌款 

2 / 21 聯合集會 
幼童軍支部領

袖聯誼及會議 
      新春團拜 2021 

3 / 21   
幼童軍 

支部比賽 

童軍 

支部比賽 

深資童軍 

支部比賽 
全區領袖聯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