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3rd Kowloon Sea Scout Group 
                                                             
 
由 ：旅秘書 

致 ：各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 

日期：2017 年 5 月 20 日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6-2017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年會議 

 

茲定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假香港童軍總

會深水埗西區總部（地址：九龍深水埗麗閣村麗荷樓 316-317 室）召開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週年會議，敬希 屆時撥冗

出席，共策進行為荷。 

 

 

 

旅秘書 

蔡業康 

 

 

 

 

 

 

 

 

 

 

服裝：便服 

查詢請電 92671940 與旅長吳家傑先生聯絡 

鄰近附設公眾收費停車場或路旁泊車位 



 

 議 程  

〔一〕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通過上次旅務委員會議記錄       【附件一】 

 

〔二〕 追認事項 

1) 追認通過袁志偉先生由 1/9/2016 起出任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 

 

〔三〕 報告 

1) 旅主席報告 – 2016 年至 2017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附件二】 

 

〔四〕討論事項 

1) 通過 2016 年至 2017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2) 認許旅長對旅主席及旅副主席提名         【附件三】 

 
3) 選舉旅秘書、旅司庫及旅務委員會各會務委員      【附件三】 

 
4) 通過旅 2016 年至 2017 年度經審核之財政報告      【附件四】 

 
5) 通過旅 2017 年至 2018 年度財政預算     【附件五】 

 
6) 委任一名核數人員         【附件三】 

 
7) 旅長接任安排          【附件六】 

 
8) 更改旅團銀行戶口授權簽署安排          【附件七】 

 

 

〔五〕臨時動議 

 

附註： 附件將於席上呈案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5 至 2016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年會議記錄 
 
 
日期：2016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19:30-20:00 

 
地點：九龍福榮街官立小學 11 號課室 

 
出席：焦偉祺，吳家傑，孔維釗，胡潔寶，黃冠生，馬婉兒，梅志強，張煒業，梁慧敏，

鄺柏昌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張煒業先生動議，梅志強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上次旅務委員會議記錄。 

 
 

(2) 報告事項 

旅主席報告 - 2015 年至 2016 年度旅務委員會的週年報告。 

 
 

(3) 討論事項 

 
1. 張煒業先生動議，馬婉兒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 2015 年至 2016 年度旅務委

員會的週年報告。 

 
2. 吳家傑先生動議，馬婉兒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認許旅長提名焦偉祺先生出

任旅主席、王美莉女士出任旅副主席。 

 
3. 全體一致通過蔡業康先生出任旅秘書，佘穎瑜女士出任旅司庫，及附上之 2016

年至 2017 年度旅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4. 梅志強先生動議，馬婉兒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旅 2015 年至 2016 年度經審

核之財政報告。 

 
5. 張煒業先生動議，梅志強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旅 2016 年至 2017 年度財政

預算。 

 
6. 焦偉祺先生動議，黃冠生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委任黃維剛先生出任 2016

年至 2017 年度旅務委員會核數人員。 

 



7. 焦偉祺先生動議，張煒業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致謝議案： 

 
蒙福榮街官立小學惠允,自 2001 年 9 月起慷慨借出場地予本旅作為恆常集會之

用。這不單解決本旅集會場地所需，使更多區內外兒童與青少年能參與童軍運

動，受益者眾。惟該校因行政原因，於 2016 年 9 月起未能繼續借出場地，本

旅上下深感可惜。 

 

旅主席及旅長謹代表本旅仝人，向福榮街官立小學真誠致謝，感激該校多年來

對本旅之扶持與關顧，使本旅能服務區內外眾多兒童與青少年人，履行香港童

軍總會培育青少年的抱負和使命。 

 
 

(4) 臨時動議  - 並無臨時動議 

 

  



2016-2017年度旅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旅主席 ： 焦偉祺先生      

旅副主席 ： 王美莉女士      

區總監 ： 孔維釗先生 (署理)     

旅長 ： 吳家傑先生      

旅秘書 ： 蔡業康先生         

旅司庫 ： 佘穎瑜女士         
政務委員 ： 溫嘉蕙女士 張煒業先生 梁慧敏女士 梅志強先生   

  鍾志剛先生 區嘉諾先生 鄧舒盈女士 黎卓斌先生   

  姜昭行先生 施偉雄先生 何知衡先生 陳凱樑先生   

  霍君賢先生 羅寶儀小姐 余志良船長 鍾紫茵女士   

  黃冠生先生     

  副區總監 胡潔寶女士    

支部團長 ： 徐珮珊小姐 管俊康先生 蕭家榮先生 黎卓輝先生   

支部副團長 ： 何尚霖小姐 黎震業先生 馬婉兒女士 堵可羑小姐   

  鄭偉中先生 陳義廉先生 黃婷玉女士 劉芷行小姐   

  葉啓光先生 陳樂年先生     

當然成員 ： 深資海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樂行海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教練員 ： 馮佩娟女士 鄺柏昌先生 林  煒先生 鍾偉泰先生   

  李家瀚先生 宋軍碩先生 陳肇鋒先生 黃艷芳小姐   

核數人員 ： 黃維剛先生      

列席 ： 各海童軍團的小隊長與團隊長 

各深資海童軍 

各樂行海童軍 

各團成員的家長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6 至 2017 年度  旅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各團及旅總部活動與近況簡報如下：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有 19 名成員 (11 男 8 女)。2016 年 4 月-6 月為新人訓練，全部已宣誓及考獲會員章。

截至 31/3/17 各幼童軍之進度，現有 1 位幼童軍已開展金紫荊章考驗；7 位幼童軍正進行幼童

軍高級歷奇章；1 位成員進行幼童軍歷奇章；7 位幼童軍進行幼童軍獎章。 

 

本年度內曾參與由區、地域及總會主辦之活動，包括：童軍領巾日 2016、幼童軍百周年慶典

- CUBs 轉百載紅火夜、國際電訊日暨互聯網絡日嘉年華、香港童軍大會操 2016、美國海童軍

交流活動、森林狂歡- 幼童軍百周年慶典項目、水上安全章訓練班、深水埗西區「丁酉年新

春團拜」、深水埗西區就職禮、深水埗西區—第五屆主席盃幼童軍技能比賽、公園定向同樂日。 

 

幼童軍成員更積極參與旅團所舉辦的訓練班及活動，包括游泳訓練班及游泳考驗日，由游泳

教練評核後，成員能考獲初、中、高級不同程度的游泳章。其他訓練包括：交通安全章教導

及考核、公園定向工作坊、美術章研習班、繩結訓練、遠足活動、體適能訓練日。 

 

幼童軍也有參與全旅活動—全旅聖誕聯歡燒烤夜及全旅丁酉雞年新春行大運。 

 

本年度有 3 位新領袖加入(2 女 1 男)，各人均按各自的能力及興趣參與不同的領袖訓練班，以

有效帶領幼童軍活動，值得讚揚。 

 

海童軍團： 

 

因近年出現收生不足的情況，海童軍團現有 8 名成員。海童軍團現時出現嚴重斷層情況，本

團曾嘗試於不同渠道行招募，當中包括香港童軍總會 Join Us 系統、Facebook、地域及區會活

動等，但表現依然未如理想。本團嘗試於下年度再次進行成員招募，期望於區內小學收納新

成員。 

 

本年度內曾參與由區、地域及總會主辦之活動，當中包括第 59 屆國際電訊日暨第 20 屆國際

互聯網絡日、2016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深水埗西區 - 區務委員會會議、香港童軍領巾日 2016

及維港夜航燈標探索之旅等。同時由自行組織的海上或陸上的活動及訓練共超過20項，例如：

初級龍舟及一級童軍標準艇（艇工章）訓練班、2016 暑期游泳訓練、接待美國海童軍交流活

動、山嶺童行 2017—秋冬全旅與龍共舞大浪行、全旅丁酉雞年新春行大運、全旅聖誕聯歡燒

烤夜及公園定向工作坊等活動。 

 

【附件二】 



本團亦參與不同的社區服務，包括：藝力無限—共融工作坊及「吹夢舞台•樂智才藝賞」服

務及表演觀賞。 

 

深資海童軍團： 

 

深資海童軍團現有 11 名成員，成員普遍需要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後同樣需要面對升學

及就業問題，以致未能花太多時間在深資童軍的進度性獎章考驗。 

 

過去一年，深資海童軍曾麟考獲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朱浩宏分別取得童軍賽船大會獨木

舟長途錦標季軍及獨木舟短途錦標亞軍。 

 

樂行海童軍團： 

 

樂行海童軍團現有11名團員及4名領袖，大部份成員已投入社會工作，而有少部份還在繼續為

學業。過去一年，本團成員積極參與及協助推動旅內跨支部活動，包括策劃推動『四十八周

年旅慶』及『深水埗西區保留計劃』、渣打馬拉松服務及美國海童軍交流活動，各成員表現

出極佳的團隊合作精神，令活動中各項事工能順利完成，各支部成員及本團成員均能於各項

活動中有所得著與領受。成員成就方面，預計2017-18年度，將最少有一名成員考獲貝登堡獎

章。 

 

旅總部： 

 

旅總部現有合共 12 名領袖、12 名教練員及 24 名會務委員，而持有木章人員及海上活動教練

分別共 24 人及 13 人。本年度由旅總部統籌跨支部活動與社區服務，包括：｢四十八周年旅慶—

暨深西區保留成員活動：三海 · 四十八年啦喂！｣、初級龍舟及一級童軍標準艇（艇工章）

訓練班、藝力無限—共融工作坊、暑期游泳訓練 2016、2016 年度童軍賽船大會、童軍標準艇

訓練、接待美國海童軍交流活動、山嶺童行 2017—秋冬全旅與龍共舞大浪行、全旅聖誕聯歡

燒烤夜、全旅丁酉雞年新春行大運、公園定向工作坊。 

 

承蒙區總監答允，自 2016 年 9 月起，借出區總部供本旅恆常集會之用，為本旅成員提供合適

集會場地，更於區總部內騰出兩組大鋼櫃供本旅存放物資及文件檔案之用。 

 

2016 年 4 月本旅接受美國海童軍 Sea Scout Ship 361 of Baltimore Area Scout Council, Boy Scout 

of America 之邀請，結為姊妹旅團 – Sister Ship。 

 

2016 年 4 至 5 月本旅嘗試與區內各旅團建立連繫，尤其與區內幼童軍團，試圖吸納行將離團

的幼童軍，晉團往本旅海童軍團，亦達致區內保留成員的目標。並透過合併保留成員計劃與

本旅48周年旅慶，從而凝聚平常難得一同合作各團領袖，聚首一堂參與活動策劃及執行工作，

從而增強活動效益，達致事半功倍之效。活動最終合共參加人數共一百多人。 

 



2016 年 10 月 4 至 11 日美國海童軍 Sea Scout Ship 361 到訪香港，由本旅負責接待工作，並

於 10 月 9 日在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舉行交流活動及姊妹旅團換旗儀式，為領袖及成員

擴闊視野，增強世界觀。是次交流活動更有幸獲得青少年活動署支持，將美國海童軍與本旅

及友好海童軍旅團交誼晚會，升格為｢全港海童軍大會｣，讓更多香港海童軍領袖及總會高層

聚首一堂參與盛會，彼此交流增進情誼，締造港美海童軍互相學習機會。 

 

本年度得到多位會務委員及領袖的財政捐助，合共捐款$14,846.85，減輕本旅之財政壓力，使

各項活動得已順利完成，特此向他們致謝。 

 

 

展望來年，本旅將透過不同方式吸納更多適齡人士加入本旅，包括現役成員與家長推薦、主

動聯絡區內小學及幼稚園旅團、改善旅團網頁內容與總會 Join-Us 系統內聯系，相信成員人數

上升空間樂觀。 

 
 
 
 
本年度各項统計資料及比賽結果： 

 
 
制服人員人數統計： 

 

 幼童軍 海童軍 深資海童軍 樂行海童軍 成員總數 領袖 全旅人數 

截止12 年 

12 月31 日 
18 18 9 11 56 20 76 

截止13 年 

12 月31 日 
9 16 9 13 47 19 66 

截止14 年 

12 月31 日 
9 11 9 16 45 21 66 

截止15 年 

12 月31 日 
12 12 11 17 52 26 78 

截止16 年 

12 月31 日 
19 9 11 11 50 24 74 

 
 

旅副主席 王美莉 6000.00  

旅主席 焦偉祺 2000.00  

旅長 吳家傑 1550.00  

會務委員 姜昭行 1500.00  

會務委員 黃冠生 1000.00  

會務委員 鍾紫茵 1000.00  

會務委員 黎卓斌 500.00  

會務委員 袁志偉 500.00  

樂行海童軍團團長 黎卓輝 400.00  

深資海童軍團副團長 馬婉兒 396.85  



 
 
全年活動及對外服務時數： 

 

 全年活動及服務時數： 

本旅自行組織之活動及對外界提供之服務 

2012年 3428小時 

2013年 4208小時 

2014年 2201小時 

2015年 3592小時 

2016年 2431小時 

 
 
 
 
 
領袖獎勵： 

 
本年度共有 4 位會務委員及領袖，獲得總會獎勵，名單如下： 

 
優異服務獎章： 林  煒先生 屯門東區區領袖 / 教練員 

 
長期服務獎章： 黎震業先生 東九龍第 195 旅會務委員 / 前海童軍團副團長 

 

 宋軍碩先生 教練員 

 

感謝狀： 蔡業康夫人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旅秘書 蔡業康先生之夫人 

 

 
成員獎章： 

 

金紫荊獎章： 李卓燃  

  
金紫荊獎章是頒予幼童軍之最高獎章，這是需要幼童軍接受更嚴峻的考驗才可以獲得的，以

表揚幼童軍在戶外活動、歷險挑戰、分享經驗及領導才能等各面的成就。 

 
 

總領袖獎章： 文學謙  

       
總領袖獎章是頒予童軍之最高獎章，以表揚童軍在童軍技能、歷險、文化藝術、社區、健康、

承諾、服務及領導才各方面的成就。 

 
 
 
 
 
 
 



 
 
各項比賽結果： 

 
青少年活動署 

2016 年度賽船大會 獨木舟長途錦標  

– 深資童軍男子組 

季軍 

 
 

朱浩宏 

 獨木舟短途錦標  

– 深資童軍男子組 

亞軍 

 

朱浩宏 

 
九龍地域 

 
2016 年傑出旅團獎勵 銀獎 

銀獎 

幼童軍團 

海童軍團 

  銀獎 樂行海童軍團 

    
2016 年傑出旅團領袖  黎卓輝先生 

 

樂行海童軍團長 

 
 
會外獎項： 

 
樂智協會   2016 年團體義工嘉許狀 



2017-2018年度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名單  (草案)     【附件三】 

 
旅主席 ： 焦偉祺先生      

旅副主席 ： 王美莉女士      

區總監 ： 孔維釗先生     

旅長 ： 吳家傑先生      

旅秘書 ： 鍾紫茵女士         

旅司庫 ： 佘穎瑜女士         

會務委員 ： 溫嘉蕙女士 張煒業先生 梁慧敏女士 梅志強先生   

  鍾志剛先生 區嘉諾先生 鄧舒盈女士 黎卓斌先生   

  姜昭行先生 施偉雄先生 何知衡先生 陳凱樑先生   

  霍君賢先生 羅寶儀小姐 余志良船長 袁志偉先生   

  黃冠生先生   

  副區總監 - 黎志堅先生    

支部團長 ： 徐珮珊小姐 管俊康先生 蕭家榮先生 黎卓輝先生   

支部副團長 ： 劉芷行小姐 李立堯先生 馬婉兒女士 堵可羑小姐   

  鄭偉中先生 陳義廉先生 黃婷玉女士 葉啓光先生   

當然成員 ： 深資海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樂行海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教練員 ： 馮佩娟女士 鄺柏昌先生 林  煒先生 鍾偉泰先生   

  李家瀚先生 宋軍碩先生 陳肇鋒先生 黃艷芳小姐   

  張月華女士 伍鏡波先生 陸詠詩小姐 潘嘉恩小姐   

核數人員 ： 黃維剛先生      

列席 ： 各海童軍團的小隊長與團隊長 

各深資海童軍 

各樂行海童軍 

各團成員的家長 

  

 











幼童軍團 海童軍團 深資海童軍團 樂行海童軍團 旅總部 合共
HK$ HK$ HK$ HK$ HK$

收入 R1 會費收入     4,920.00          80.00                   -                    -                    -   5,000.00    (1)

R2 活動收入                -            60.00                   -                    -       16,728.50 16,788.50  (2)

R9 訓練收入                -                 -                     -                    -                    -   -             (3)

R3 捐款                -                 -                     -                    -       14,846.85 14,846.85  (4)

R4 總會資助                -                 -                     -                    -                    -   -             (5)

R5 獎券回款     1,319.50        591.50                   -                    -                    -   1,911.00    (6)

R8 制服與配件     1,144.00        288.00                   -                    -         4,061.50 5,493.50    (7)

R6 其他收入                -                 -                     -                    -                    -   -             (9)

7,383.50   1,019.50   -                                 -   35,636.85    44,039.85  (10)=Sum of (1) to (9)

支出 E1 活動支出     2,962.05        481.65             60.00          480.00     22,043.80 26,027.50  (12)

E9 訓練支出                -                 -                     -                    -                    -   -             (13)

E10 倉租                -                 -                     -                    -                    -   -             
E2 印刷及文具          48.00               -                     -                    -            287.20 335.20       (14)

E3 郵費          17.00               -                     -                    -            261.90 278.90       (15)

E4 典禮及儀式                -                 -                     -                    -         2,237.50 2,237.50    (16)

E5.1 訓練用具                -                 -                     -                    -            206.00 206.00       (17)

E8 制服與配件     2,294.00        429.00           400.00          250.00       4,489.02 7,862.02    (18)

E6 雜項                -                 -                     -                    -            478.00 478.00       (20)

    5,321.05        910.65           460.00          730.00     30,003.42 37,425.12  (21)=Sum of (12) to (20)

本年度盈餘／（赤字）： 2,062.45   108.85      (460.00)         (730.00)       5,633.43      6,614.73    (23)=(10)-(21)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各團收支結算表  2016 - 2017年
(港幣計算)

合共

合共



幼童軍團 童軍團 深資童軍團 樂行童軍團 旅總部 合共
非流動資產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0HK$             22.00HK$        -HK$            -HK$            1.00HK$            30.00HK$          

資產

1 現金 -HK$               -HK$            -HK$            -HK$            -HK$              -HK$               

2 銀行存款 13,925.17HK$   6,037.38HK$  2,414.40HK$   1,222.40HK$  34,186.23HK$  57,785.58HK$   

2.1 按金 -HK$               -HK$            -HK$            -HK$            -HK$              -HK$               

3 其他應收未收款項 -HK$               -HK$            -HK$            -HK$            -HK$              -HK$               

4 總資產 13,932.17HK$   6,059.38HK$  2,414.40HK$   1,222.40HK$  34,187.23HK$  57,815.58HK$   (1+2+3+4)

減︰

負債

5 應付未付支出

5-1 旅長代支非流動資產費用 -HK$               -HK$            -HK$            -HK$            -HK$              -HK$               

5-2 旅長代支支出費用 5,321.05HK$     910.65HK$     460.00HK$      730.00HK$      30,003.42HK$  37,425.12HK$   

5-3 旅長代按金 -HK$               -HK$            -HK$            -HK$            -HK$              -HK$               (5)

6 總負債 5,321.05HK$     910.65HK$     460.00HK$      730.00HK$      30,003.42HK$  37,425.12HK$   

7 淨資產 8,611.12HK$     5,148.73HK$  1,954.40HK$   492.40HK$      4,183.81HK$    20,390.46HK$   (4-6)

代表如下︰

累積基金

8 期初餘額 (1/4/2016) 6,548.67HK$     5,039.88HK$  2,414.40HK$   1,222.40HK$  (1,449.62)HK$   13,775.73HK$   

9 加/減︰本年盈餘/(赤字) 2,062.45HK$     108.85HK$     (460.00)HK$     (730.00)HK$    5,633.43HK$    6,614.73HK$     

10 期終餘額 (截至31/3/2017) 8,611.12HK$     5,148.73HK$  1,954.40HK$   492.40HK$      4,183.81HK$    20,390.46HK$   (8+9)

11 基金總計 8,611.12HK$     5,148.73HK$  1,954.40HK$   492.40HK$      4,183.81HK$    20,390.46HK$   (10)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



幼童軍團 海童軍團 深資海童軍團 樂行童軍團 旅總部 合計

收入 會費收入 5000.00 2000.00 600.00 600.00 0.00 8200.00
活動收入 2000.00 2000.00 600.00 600.00 20000.00 25200.00
訓練收入 0.00 0.00 0.00 0.00 2000.00 2000.00
捐款 0.00 0.00 0.00 0.00 10000.00 10000.00
總會資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獎券回款 572.00 364.00 0.00 0.00 260.00 1196.00
制服與配件 1500.00 500.00 200.00 200.00 4000.00 6400.00
旅/團津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收入︰ 9072.00 4864.00 1400.00 1400.00 36260.00 52996.00

支出 活動支出 5000.00 3000.00 1000.00 1000.00 25000.00 35000.00

訓練支出 0.00 0.00 0.00 0.00 2000.00 2000.00
倉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印刷及文具 200.00 100.00 0.00 0.00 200.00 500.00
郵費 50.00 50.00 0.00 0.00 300.00 400.00
典禮及儀式 0.00 0.00 0.00 0.00 3000.00 3000.00
訓練用具 0.00 0.00 0.00 0.00 400.00 400.00

制服與配件 3000.00 700.00 300.00 300.00 5000.00 9300.00
旅/團津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雜項 0.00 0.00 0.00 0.00 300.00 300.00

合計支出︰ 8250.00 3850.00 1300.00 1300.00 36200.00 50900.00

本年度盈餘 / 赤字 822.00 1014.00 100.00 100.00 60.00 2096.00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7/04/01至2018/03/31年度財務預算
(港幣計算)

【附件五】 



  【附件六】 
 
議案：旅長接任安排 

 
背境： 

 
現任旅長吳家傑先生由 2005 年出任旅長至今已 12 年，其旅長任期將

於 30/11/2017 屆滿，而吳先生亦有意讓有能之士接任旅長一職，讓有

心人續繼承傅下去，亦為旅團帶來新思維新方向。 

 
在考慮資歷、能力、見識與會內外關係後，吳先生認為現任樂行海童軍

團長黎卓輝先生為合適人選接任旅長一職，他亦同時擔任維多利亞城區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港島地域訓練助務員及高級標準艇敎練員。 

 
經吳先生資詢旅主席及各團長後，一致支持黎先生接任旅長一職，而亦

蒙黎先生首肯願意承擔旅長職務。 

 
按香港童軍總會｢政策、組織及規條｣規條 2.5.2(a) ：區總監乃負責推

薦旅長委任的人士。區總監在未推薦人選前，應適當諮詢其主辦機構的

代表及／或旅領袖會議。 

 
本旅旅團註冊為公開旅–不隸屬任何機構，吳先生動議旅務委員會行使

主辦機構職能，通過向區總監推薦黎卓輝先生於 1/12/2017 起接任旅長

一職。 

 
 
決議草案：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下稱本會），接納現任旅

長吳家傑先生舉薦，通過向區總監推薦黎卓輝先生於 1/12/2017 起接任

旅長一職，本會將繼續支持與協助新任旅長履行其責任。 
  



  【附件七】 
 
議案：更改旅團銀行戶口授權簽署安排 

 
決議草案：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三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下稱本會），通過更改本

旅恒生銀行支票戶口（戶口號碼: 264-295494-001）的授權簽署人士委任，

並委任下列四位人士為授權簽署人士： 
 

1. 旅主席：  焦偉祺 CHIU WAI KAE  原來授權簽署人士 

 
2. 旅長：  吳家傑 NG KA KIT 原來授權簽署人士 

 
3. 旅司庫：  佘穎瑜 SHI WING YU 原來授權簽署人士 

 
4. 樂行海童軍團長： 黎卓輝 LAI CHUK FAI VINCENT 新委任的授權簽署人士 

    

 
簽署安排為簽字共四式，憑兩式簽字並加蓋章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