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3
rd

 Kowloon Sea Scout Group 
                                                             

 
由 ：旅秘書 

致 ：各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 

日期：2018年 6月 2日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7-2018年度旅務委員會週年會議 

 

茲定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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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紫茵 

 

 

 

 

 

服裝：便服 

查詢請電 6019 7755與旅長黎卓輝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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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上次旅務委員會議記錄 【附件一】 

 

〔二〕 追認事項 

追認通過蕭家榮先生及黃婷玉女士由 1/12/2017 起出任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 

 

〔三〕 報告 

旅主席報告 – 2017 年至 2018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附件二】 

 

〔四〕 討論事項 

1) 通過 2017 年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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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18 年度經審核之財政報告 【附件四】 

 

5) 通過旅 2018 年至 2019 年度財政預算 【附件五】 

 

6) 委任一名核數人員 【附件三】 

 

7) 更改旅團銀行戶口授權簽署安排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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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至 2017 年度旅務委員會週年會議記錄 
 
 
日期：201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時間：19:30-20:10 

 
地點：香港童軍總會深水埗西區總部（九龍深水埗麗閣村麗荷樓 316-317 室） 

 
出席：焦偉祺（主席），孔維釗（區總監），吳家傑（旅長），黎志堅，黃冠生，馬婉兒，

鍾紫茵，張煒業，梁慧敏，鄺柏昌，袁志偉，管俊康，蕭家榮，黎卓輝，鄭偉中，

陳肇鋒，潘嘉恩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管俊康先生動議，張煒業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上次旅務委員會議記錄。 

 

(2) 追認事項 

吳家傑先生動議，黎卓輝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追認袁志偉先生由 1/9/2016 起

出任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 

 
(3) 報告事項 

旅主席報告 - 2016 年至 2017 年度旅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4) 討論事項 

 
1. 黃冠生先生動議，鄭偉中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 2016 年至 2017 年度旅務委

員會週年報告。 

 
2. 吳家傑先生動議，管俊康先生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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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偉先生動議，馬婉兒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鍾紫茵女士出任旅秘書，佘

穎瑜女士出任旅司庫，及附上之 2017 年至 2018 年度旅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4. 黎卓輝先生動議，張煒業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旅 2016 年至 2017 年度經審

核之財政報告。 

 
5. 鍾紫茵女士動議，陳肇鋒先生和議，全體一致通過旅 2017 年至 2018 年度財政

預算。 

 



6. 管俊康先生動議，馬婉兒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委任黃維剛先生出任 2017

年至 2018 年度旅務委員會核數人員。 

 

7. 吳家傑先生動議，鍾紫茵女士和議，全體一致通過旅長接任安排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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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席上經討論後，主席決定暫時撤回更改旅團銀行戶口授權簽署安排議案，待下

次旅務委員會會議再作討論。 
 
 

(5) 臨時動議  - 並無臨時動議 

 

  



2017-2018年度旅務委員會會務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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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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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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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至 2018 年度  旅務委員會週年報告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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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名成員。2017 年 9 至 11 月為新人訓練，全部已宣誓及考獲會員章。截至

31/3/2018 各幼童軍之進度，現有 6 位幼童軍已開展金紫荊章考驗；1 位幼童軍正進行幼童軍

高級歷奇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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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訊日暨互聯網絡日嘉年華、香

港童軍大會操 2017、深水埗西區新春團拜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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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與訓練包括：旅團 50 週

年慶典活動：環遊山頂共融樂、紀念章設計比賽、全旅戊戌狗年長洲樂悠遊；中秋追月夜行

晚會、全旅「香港飛行總會」參觀、體適能訓練日、社區服務無界限等活動。 

 

本年度有 6 位領袖(3 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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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童軍團現有 9 名成員，其中一名成員正進行童軍總領袖獎章考驗。另外有 6 名行將晉團之

幼童軍成員，由 2017 年 9 月起直接參與本團恆常集會、活動與訓練，為他們的金紫荊獎章、

童軍先修章及稍後晉團作好預備。 

 

本年度內曾參與由區、地域及總會主辦之活動，當中包括國際電訊日暨互聯網絡日嘉年華、

2017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深水埗西區新春團拜等。同時由自行組織的多項海上或陸上的活動

及訓練，包括：旅團 50 週年慶典活動：環遊山頂共融樂、紀念章設計比賽、全旅戊戌狗年長

洲樂悠遊；中秋追月夜行晚會、全旅「香港飛行總會」參觀、原野烹飪訓練工作坊、地圖閱

讀訓練工作坊、社區服務無界限、共融無隔膜 - 樂智同樂日、一級童軍標準艇（艇工章）訓

練日。 

 

 

 

 

【附件二】 



深資海童軍團： 

 

深資海童軍團現有 7 名成員，其中兩位成員已將近完成深資童軍獎章，並已開始進行部份榮

譽童軍獎章考核；而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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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行海童軍團： 

 

樂行海童軍團現有11名團員及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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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策劃推動多項社區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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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團成員周智健先生代表總會出席中華民國童

軍2018年羅浮群長年會，並擔任是次活動監察員工作。 

 

旅總部： 

 

旅總部現有合共 12 名領袖、12 名教練員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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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 50 週年慶典活動：

環遊山頂共融樂、紀念章設計比賽、全旅戊戌狗年長洲樂悠遊；中秋追月夜行晚會、全旅「香

港飛行總會」參觀、原野烹飪訓練工作坊、地圖閱讀訓練工作坊、社區服務無界限、共融無

隔膜 - 樂智同樂日、一級童軍標準艇（艇工章）訓練日、基本急救證書訓練班等活動。 

 

本年度得到多位會務委員及領袖的財政捐助，合共捐款$18,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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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秘書 鍾紫茵 2880  

旅主席 焦偉祺 2000  

旅副主席 王美莉 2000  

會務委員 區嘉諾 2000  

會務委員 蕭家榮 1464  

旅長 黎卓輝 1439  

樂行海童軍團長 吳家傑 1400  

幼童軍副團長 徐珮珊 1100  

會務委員 張煒業 1000  

會務委員 姜昭行 1000  

會務委員 黃冠生 1000  

會務委員 黎卓斌 500  

會務委員 袁志偉 500  

善心人 無名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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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17 年 

12 月31 日 
22 9 11 11 52 2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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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4208小時 

2014年 2201小時 

2015年 3592小時 

2016年 2431小時 

2017年 2200小時 

 
 
領袖獎勵： 

 
本年度共有 5 位會務委員及領袖，獲得總會獎勵，名單如下： 

 
功績榮譽獎章： 吳家傑先生 旅長 / 樂行海童軍團長 

 

 袁志偉先生 會務委員 /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海童軍副團長 

 
優良服務獎章： 馬婉兒女士 深資海童軍團長 

 
感謝狀： 黎卓輝夫人 旅長黎卓輝先生之夫人 

 

 李家瀚夫人 敎練員 / 觀塘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李家瀚先生之夫人 

 

 
 



成員獎章： 

 
貝登堡獎章：   黃詩敏 

 

貝登堡獎章是頒予樂行童軍之最高獎章，以表揚樂行童軍在服務、童軍技能、探險及生活體

驗各方面的成就。 

 
 
各項比賽結果： 

 
青少年活動署 

 
風帆比賽 童軍標準艇風帆  

 

亞軍 

 

九龍第 3 海童軍旅第二隊 

 
九龍地域 

 
2017 年傑出旅團獎勵 銀獎 

 

幼童軍團 

    
青年參與： 

 
樂行海童軍 周智健先生 代表香港童軍總會（香港代表僅 3 名）出席中華民國童軍 2018 年羅

浮群長年會 (2018 National Rover Conference ) 擔任是次活動監察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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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卓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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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維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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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家榮先生 黃婷玉女士 劉慧芝小姐 

  副區總監 - 黎志堅先生  

支部團長 ： 葉啓光先生 管俊康先生 馬婉兒女士 吳家傑先生 

支部副團長 ： 劉芷行小姐 李立堯先生 徐珮珊小姐 潘嘉恩小姐 

  鄭偉中先生 陳義廉先生 伍鏡波先生 黃詩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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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可羑小姐 陸詠詩小姐 吳子軒先生  

核數人員 ： 區嘉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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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0     2,700.00                   -                    -                    -   6,600.00    (1)

R2 活動收入        800.00               -                     -                    -         7,500.00 8,3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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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捐款                -                 -             120.00                  -       18,173.00 18,293.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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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 獎券回款        572.00        364.00                   -                    -            260.00 1,196.00    (6)

R8 制服與配件          30.00               -                     -                    -         1,162.00 1,192.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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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2.00   3,064.00   120.00                           -   27,240.00    35,726.00  (10)=Sum of (1) to (9)

支出 E1 活動支出     4,225.40        182.90                   -                    -       12,930.50 17,338.80  (12)

E9 訓練支出                -                 -                     -                    -            278.00 278.00       (13)

E10 倉租                -                 -                     -                    -                    -   -             
E2 印刷及文具          12.00               -                     -                    -              30.00 42.00         (14)

E3 郵費          34.00               -                     -                    -              94.00 128.00       (15)

E4 典禮及儀式                -                 -                     -                    -            135.00 135.00       (16)

E5.1 訓練用具                -                 -                     -                    -         1,087.00 1,087.00    (17)

E8 制服與配件     1,076.00        241.00           160.00          160.00          525.00 2,162.00    (18)

E6 雜項                -                 -                     -                    -            346.00 346.00       (20)

    5,347.40        423.90           160.00          160.00     15,425.50 21,516.80  (21)=Sum of (12) to (20)

本年度盈餘／（赤字）： (45.40)       2,640.10   (40.00)           (160.00)       11,814.50    14,209.20  (23)=(10)-(21)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各團收支結算表  2017 - 2018年

(港幣計算)

合共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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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0HK$             22.00HK$        -HK$                 -HK$                 2.00HK$               31.00HK$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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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銀行存款 13,906.12HK$   8,190.73HK$  2,074.40HK$       492.40HK$          31,422.81HK$     56,086.46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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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3.12HK$   8,212.73HK$  2,074.40HK$       492.40HK$          31,424.81HK$     56,117.46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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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HK$               1.00HK$               

5-2 旅長代支支出費用 5,347.40HK$     423.90HK$     160.00HK$           160.00HK$          15,425.50HK$     21,516.8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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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總負債 5,347.40HK$     423.90HK$     160.00HK$           160.00HK$          15,426.50HK$     21,517.80HK$     

7 淨資產 8,565.72HK$     7,788.83HK$  1,914.40HK$       332.40HK$          15,998.31HK$     34,599.66HK$     (4-6)

代表如下︰

累積基金

8 期初餘額 (1/4/2017) 8,611.12HK$     5,148.73HK$  1,954.40HK$       492.40HK$          4,183.81HK$       20,390.46HK$     

9 加/減︰本年盈餘/(赤字) (45.40)HK$         2,640.10HK$  (40.00)HK$            (160.00)HK$         11,814.50HK$     14,209.20HK$     

10 期終餘額 (截至31/3/2018) 8,565.72HK$     7,788.83HK$  1,914.40HK$       332.40HK$          15,998.31HK$     34,599.66HK$     (8+9)

11 基金總計 8,565.72HK$     7,788.83HK$  1,914.40HK$       332.40HK$          15,998.31HK$     34,599.66HK$     (10)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8年3月31日)



幼童軍團 海童軍團 深資海童軍團 樂行海童軍團 旅總部 合計

收入 會費收入 4800.00 6000.00 0.00 0.00 0.00 10800.00
活動收入 2000.00 2000.00 500.00 500.00 68220.00 73220.00
訓練收入 0.00 0.00 0.00 0.00 1000.00 1000.00
捐款 0.00 0.00 0.00 0.00 36000.00 36000.00
總會資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獎券回款 604.50 1625.00 390.00 0.00 0.00 2619.50
制服與配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0 3400.00
旅/團津貼 0.00 0.00 0.00 0.00 10000.00 10000.00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收入︰ 7504.50 9725.00 990.00 600.00 118220.00 137039.50

支出 活動支出 4000.00 5000.00 500.00 480.00 118000.00 127980.00

訓練支出 0.00 0.00 0.00 0.00 1000.00 1000.00
倉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印刷及文具 500.00 500.00 100.00 0.00 500.00 1600.00
郵費 100.00 100.00 20.00 20.00 500.00 740.00
典禮及儀式 0.00 0.00 0.00 0.00 1000.00 1000.00
訓練用具 500.00 500.00 0.00 0.00 3000.00 4000.00

制服與配件 800.00 800.00 100.00 100.00 4000.00 5800.00
旅/團津貼 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10000.00

雜項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支出︰ 10900.00 11900.00 720.00 600.00 128000.00 152120.00

本年度盈餘 / 赤字 -3395.50 -2175.00 270.00 0.00 -9780.00 -15080.50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18/04/01至2019/03/31年度財務預算
(港幣計算)

【附件五】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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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下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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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卓輝 LAI CHUK FAI VINCENT 新委任的授權簽署人士 

 
3. 旅司庫：  佘穎瑜 SHI WING YU 原來授權簽署人士 

 
    

 

簽署安排為簽字共三式，憑兩式簽字並加蓋章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