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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會長

姚國安先生

自東區及銅鑼灣區於1996年合併以來，轉眼間灣仔區已

成立十周年了。初始時，本區有39個童軍旅，共有77個支

部團，成員人數約2000人。經過10年的發展，童軍旅之數

目已增至 42 旅，其下共有 98 個支部團，而總人數亦超過

3100人之眾，為全港成員人數最多的區會之一。在過去十年

中，本區會務得以順利推動並獲得穩定發展，並提升了區會

形象，這實有賴主席和區總監的不辭勞苦，各委員、區職員

及旅團領袖的群策群力，共同推動區內童軍運動的成果。

童軍運動是以培育良好公民及服務社會為目標。回顧過

去十年，灣仔區除每年舉辦固有的進度性訓練及活動外，同

時亦籌辦其它主題活動以推動環保、社會共融、親子同樂等

等。令區內各童軍深入認識社會，融入社區，在其童軍生活

中多添姿采。

2007年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年份，童軍運動就是在這

一年的100年前成立的，所以明年在英國舉辦的百周年世界

大露營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與的紀念活動，灣仔區將會一如既

往，大力鼓勵區內成員踴躍參加，亦會推動他們積極參與總

會就百周年所舉辦的各項慶典活動。

一個青少年活動能持續百年，歷久不衰，實非易事，而

童軍運動能在全球大部份國家開花結果，更是難能可貴。事

實上，童軍運動的成功實在是各童軍成員的共同成功。在

此，我祝願灣仔區在主席及區總監的帶領下邁向更美好、更

愉快的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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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黃廣琛先生

主席的話

灣仔區在各前主席領導下，區務蒸蒸日上，童軍人數更屢

創新高，本人藉此向他們致敬。本人自接任主席以來，以下列

之「接、力、承、擔」為服務目標：

「接」‧‧‧非常榮幸從前主席陳立德先生手中接下此職位，

同時承蒙姚國安會長錯愛指導，交流愛心，融匯互動。為繼續

我區盛務，本人定會以愛心服務童軍，促進青少年發展、社區

共融、群體精神及社會和諧。

「力」‧‧‧所謂「力不到，事不成」，本人定必專力推動區

務，盡綿力支持財力上，用心力、腦力、再加毅力與區各委員

共同奮鬥努力，共同推展本區實力。

「承」‧‧‧多年來，我所認識的灣仔區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區

會，實力雄厚，精英輩出；各旅團領袖發揮出之童軍精神，更

彰顯當仁不讓、我必承擔的使命。各政務委員支持本人出任主

席一職，亦使我雄心勃勃，願與各童軍領袖們共同承擔，共同

衝刺，共同創造美好童軍天地。

「擔」‧‧‧ 本人擔任區務委員數載，目睹每年各支部的活動

及訓練按序推行，義工領袖們服務態度積極，各委員在工餘熱

心推動區務，本人深深受到感召。學校、社團、中心、校長、

老師及家長的全體投入，從領袖至童軍之反應，及其父母面上

的笑容，都帶給本人無比的滿足感。推動區務童軍運動是一項

有意義的工作，本人責無旁貸，定必歇力承擔，不負眾望。

由於「接力承擔」是本人就任區主席的目標，所以本人定當

以承擔的精神主持區務、努力不懈地協同各區務委員服務本

區、繼往開來推動童軍運動。



3

區務委員玉照

名譽會長
李鉅能先生

名譽會長
陳梓嘉先生

名譽會長
龐智榮先生

名譽會長
姚錦徽先生

名譽會長
譚蔭培先生

名譽會長
汪長禹先生

名譽會長
高敏堅先生

名譽會長
龐偉雄先生

名譽會長
王雪薇小姐

名譽會長
何大鈞先生

副會長
黃有恆先生

副會長
陳立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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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玉照

副主席
李 先生

義務核數師
陳卓智先生

副主席
謝麗芬小姐

副主席
胡兆榮先生

義務秘書
梁秀霞小姐

義務司庫
鍾振榮先生

副主席
朱若詩小姐

副會長
文秀英小姐

副會長
鄺國威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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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任委員
陳百祥先生

薦任委員
朱威犖先生

薦任委員
馮海志先生

薦任委員
詹培鈴小姐

薦任委員
姚超傑先生

選任委員
鍾治平先生

選任委員
林國雄先生

選任委員
袁樹繁先生

選任委員
徐佩宏先生

選任委員
余偉基先生

選任委員
朱國權先生

區務委員玉照

選任委員
郭樹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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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監
王德良先生

區總監
容建文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與發展）
霍偉倫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劉潤德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司徒家輝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佘穗全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成志先生

區務委員玉照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謝惠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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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訓練與拓展

區會大事紀要

（甲）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周年會議於2005年9月24日假銅鑼灣怡東酒店海景廳舉行，由會長姚國安先

生主持，並選舉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度區務委員會及區務執行委員會各成員。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

年度區務委員就職典禮於會議後舉行，荷蒙  香港總監鮑紹雄先生SBS蒞臨主禮及致辭，並頒發委任

證書及頒授各項童軍獎勵予各獲獎委員及領袖成員，而地域總監王德良先生則頒發義工嘉許狀予各區

務委員及領袖成員。典禮後舉行聯歡晚宴，參加者凡一百八十人。

（乙）本年度童軍大會操假香港政府大球場舉行，本區職員及旅團一如以往均全力支持及參加。在是次大會

中，本區有97位童軍成員獲頒發其支部的最高進度獎章。童軍獎勵方面，第6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主

席陳世光先生獲頒授「功績榮譽十字章」，而本區義務司庫鍾振榮先生及幼童軍區長張勇邦先生則獲

頒授「功績榮譽獎章」。

（丙）香港童軍總會每年均頒授獎勵予政務委員會及童軍成員，以表揚其對童軍運動的服務及貢獻，本年度

區會共有30位會友委員及領袖獲頒各級獎勵。除此之外，本區亦有76名區務成員獲社會福利署分別頒

發「義務工作嘉許獎2005」金、銀、銅獎狀，而第229旅旅長孫慧玲小姐更獲頒授「民政事務局局長

嘉許獎狀」及「嘉許獎章」。

（丁）本區旅團一向積極參與總會舉辦的各項童軍比賽，於多項比賽中亦能獲取優異成績。在傳統的「全港嘉爾頓

錦標賽」中，本區第15旅分別在地域選拔賽及全港總決賽勇奪亞軍，並在單項比賽「先鋒工程」中奪得冠

軍。第221旅樂行童軍團在「2005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中勇奪亞軍，而第56旅在「新界地域毅

行2006」分別勇奪冠軍及第七名。

在港島地域比賽方面，本區旅團亦取得佳績。在「港島地域步操比賽」中，本區第221旅樂行童軍團在

「公開組」奪得亞軍及「最佳外觀隊伍獎」；而其深資童軍團則獲得季軍。在「高級組」中第221旅亦

同時勇奪冠、亞軍，「最佳外觀隊伍獎」及「最佳領隊獎」。本區亦一如以往，在是項比賽中奪得「區

際錦標」。在「港島童軍毅行」，第221旅分別於「五十公里童軍組」奪得冠軍及於「五十公里領袖

組」奪得亞軍，而第56旅於「五十公里領袖組」奪得季軍。第14旅則於「樂行童軍錦標賽」奪得亞

軍。在水上活動方面，本區第5海童軍旅及第61旅於「港島地域賽艇大賽」中獲得5個冠軍，3個亞

軍及3個季軍，成績優異。

本年度本區共有56個旅各級支部團獲評核為全港優異旅團，超逾全區旅團半數。童軍獎券籌募運動區

最高銷售冠軍為第15旅、亞軍為第229旅、季軍為第208旅、殿軍為第14旅、優異獎共四名為第231

旅，第186旅，第18旅及第12旅。

另外，根據周年人數統計，本年度成員人數高達3105人，為全港最多成員人數童軍區之一。本區於五

月下旬亦舉辦了旅長暨領袖座談會，加強區與各旅團的溝通及就區會未來發展路向作出探討。同時亦

邀請了區領袖莊麗雅博士專講「與孩共舞」。

（戊）在拓展方面，本年度區內新開辦的童軍旅或支部包括：

主辦機構 新辦童軍旅或新支部

聖雅各聖公會小學 第 208 旅（小童軍C團及小童軍D團）

寶覺小學 第1586旅（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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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與活動

獲頒授木章

第5旅（海）原川山（V） 第14旅張瑞怡（V） 第56旅黎紀良（V） 第18旅鄺定邦（S）

第40旅容耀堂（S） 第14旅葉敏兒（C） 第15旅達秀娟（C） 第15旅潘慧儀（C）

第245旅伍嘉慧（C） 第245旅林嘉欣（C）

完成木章高級訓練班

第221旅佘啟雄（R） 第221旅許忠健（V） 第221旅朱兆輝（V） 第5旅（海）蔡博明（S）

第5旅（海）鄺崇嶺（S） 第229旅陳敏英（S） 第208旅陳承傑（C） 第208旅黃笑珍（C）

第229旅潘燕華（C） 第229旅謝韻婷（C） 第229旅郭銳華（C） 第229旅賴友文（C）

第274旅思恩（C） 第14旅方曉舜（GL） 第18旅廖 思（GL）

完成支部技能訓練班

第6旅（海）陳仲強（S） 第6旅（海）楊淑冰（C） 第6旅（海）鄭禮琪（C） 第6旅（海）蔡偉恩（C）

第14旅鄧仲基（S） 第14旅陳韻婷（S） 第14旅黎翠芝（S） 第14旅薛芷薇（C）

第186旅楊清宣（C）

完成基本原則訓練班

第15旅盧偉基（V） 第35旅李國暉（S） 第98旅劉振業（S） 第98旅嚴敏怡（S）

第100旅鍾敏華（C） 第274旅吳海安（S） 第208旅梁仲誠（C） 第229旅王鳳源（C）

第229旅李嘉寶（C）

完成領袖初級訓練班

第5旅（海）麥玉美 第14旅張翠寧 第14旅江庭恩 第18旅林頌恩

第33旅談葉鳳仙 第80旅陳詩韻 第88旅郭翠山 第116旅何健發

第186旅楊國榮 第186旅鄧少強 第221旅李善行 第229旅容元劍

第229旅李寶鑽

COM／G＝總監／旅長 R＝樂行童軍 V＝深資童軍 S＝童軍 C＝幼童軍 GL＝小童軍

領袖訓練
童軍領袖是要不斷地自我增值和接受木章課程訓練。本年度區內委員及領袖完成木章各級訓練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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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童軍及深資童軍支部
轉瞬間，一年又過去了，本區樂行及深資童軍

支部在過去的一年裡舉辦多項訓練及活動，藉著不

同類型的訓練及活動提高各成員的技能，亦希望協

助成員增加考獲獎章的數目。

2005年 7月份在西貢海域舉辦的「徒手/水肺

潛水體驗」，由多位世界潛水協會資深教練帶領我

們去探索美麗的海底世界，在旅程中各領袖、童軍

成員及其親友一同享受一天輕鬆及愉快的海上及海

底遊歷。

本年度有3名樂行童軍考獲支部最高榮譽─貝登

堡獎章，她們分別是第14旅區凱慧、第18旅伍嘉慧

及何秀儀。另有6名樂行童軍考獲樂行童軍獎章，他

童軍支部
回顧過去一年，本支部所開辦的訓練班及活動

能夠順利完成，全賴各位區職員及領袖們鼎力協

助，在此感謝萬分。今年度所開辦的訓練班計有：

消防專章暨消防安全大使訓練班、先鋒工程專章訓

練班、手藝（絲網印刷）專章訓練班、維護自然世界

專章訓練班、環境保護專章訓練班、林務專章訓練

班及觀察專章考驗日。其中林務專章訓練班由於得

到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協助，可以安排各學員親手將

樹苗種植在大埔郊野公園內，實在獲益良多。整體來

說各訓練班及考驗日參加人數及成績均令人滿意。

每兩年一度之嘉爾頓錦標「區選拔賽」亦於2005

年 9月中旬舉行，歷屆選拔賽報名參加的隊伍都有

增長，今屆參賽隊伍更達15隊之眾，是歷年參賽隊

數最多的一屆，各參賽童軍經過兩日一夜比賽，參

與多達十五個激烈的比賽項目後，結果由港島第15

旅Ａ隊勇奪冠軍，亞軍由港島第15旅Ｂ隊奪得，季

軍則由港島第18旅奪得，而港島第12旅及港島第35

旅分別奪得優異獎。代表本區出戰2005年11月中旬

的地域嘉爾頓選拔賽分別是港島第15旅及港島第18

們分別是第14旅黎翠芝、第14旅陳韻婷、第18旅

賴鳳鳴、第18旅張健浩、第18旅林嘉欣及第18旅

廖穎思。在深資童軍方面，本年度有1名深資童軍考

獲支部最高榮譽──榮譽童軍獎章，他是第6海童軍

旅的原俊曦君；另有6名深資童軍考獲深資童軍獎

章，他們分別是第5 海童軍羅文俊、第15 旅張朗

峰、第15旅林凱謙、第15旅曾景康、第56旅劉俊

宇及第56旅黃城灝。

「展望來年，本支部將會舉辦更多聯誼活動，

藉此增進區內旅團友誼，推廣童軍活動。希望各樂

行童軍及深資童軍繼續踴躍參與區會、地域及總會

所舉辦的各項訓練、活動及服務。」

旅。比賽中兩隊均能繼續發揮水準，表現出色。而

第15旅更上一層樓以第二名成績代表地域參與2006

年 3月舉辦的全港嘉爾頓錦標賽並奪得總亞軍，在

此恭賀他們有優異的成績。

本年度考獲總領袖獎章童軍共有11位，他們分

別來自港島第15旅，港島第18旅，

港島第35旅，港島第98旅，港島

第186旅及港島第229旅，在

此恭賀各位得獎童軍，

亦希望他們能把這些

經驗與其他成員分

享，使日後繼續有更

多童軍成員考獲這個

支部最高獎章。

未來年度本支部都會繼

續開辦一些訓練班和考驗

日，藉此鼓勵及發揮童軍成

員對各項技能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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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支部
2005至2006年度本區小童軍支部分別舉辦了多

項不同類型的活動與訓練給予區內小童軍參與，務使

他們有機會經歷不同的體驗。

2005年5月份特別安排前往香港仔田灣村之屋村

防火安全教育徑參觀，目的在透過是次參觀及消防大

使之講解使各小童軍能增進防火知識，從而瞭解火警

發生時的應變措施，成為醒目的防火小先鋒。是項活

動除有6個旅團合共100名小童軍成員參加外，更得

到第218旅之特能童軍一起參與。

2005 年 10 月於港島地域舉辦分享摺紙樂工作

坊。摺紙是一種既富挑戰性又能啟發思維的有益身心

活動，小童軍可以通過摺紙啟發創造力和邏輯思維，

更可促進手腦的協調，這次活動令參與的60名小童

軍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2006年2月於大潭童軍中心舉辦原野烹飪，此次

活動共有6個旅團90名小童軍參加。在3小時活動

中，小童軍們在一些童軍哥哥及姐姐講解及從旁指導

下，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原野烹飪技能，並同時提高其

將來參與幼童軍活動之興趣。

幼童軍支部
在2005-2006年度，本區幼童軍支部為培養幼童軍

注重健康的生活態度，特以「健康人生」為本年度主

題，旨在提高他們對自我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及靈性

健康的關注。為喚醒各幼童軍對健康生活的重視，於

2005年6月舉辦了「健康人生標語創作暨書簽比賽」。

是次比賽參賽者共140名，合共150份參賽作品。在作

品中，他們表達了保持健康人生對任何年齡及性別均

同樣重要，除了要著重飲食及運動外，充實及積極的

生活態度同樣是培養健康人生的重要一環。評判幾經

辛苦才能在眾多作品中選出優勝者：冠軍——第208

旅B團林澤賢，亞軍——第208旅B團何立龍，季軍

——第274旅余嘉寶，殿軍——第208旅B團黃歷恆

及優異獎——第274旅蔡立晴。

本區亦於2005年10月舉辦幼童軍公園定向章訓

練班（初級）及於2006年2月舉辦幼童軍金紫荊遠足

研習活動，以訓練幼童軍的體能及意志。公園定向訓

練班共87名來自13個旅團的幼童軍參與。在經過二

日的理論教授與實習後，共有80名幼童軍取得合格

成績。是次訓練班能順利舉行，除得各區領袖協助

外，更感謝的是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提供場地

作理論課使用。

金紫荊遠足研習班亦有57名來自7個旅團的幼

童軍參與。他們在2006年2月9日於港島地域進行地

圖閱讀、指南針運用及遠足技巧重溫後，便於同月

12日在西貢郊外進行遠足訓練。在遠足當日，由西

貢北潭涌出發，途經北潭涌郊遊徑、北潭涌自然教育

徑及上窰郊遊徑至大網仔路。沿途除由各隨團領袖及

區領袖協助外，更得到第35旅童軍作導賞員，介紹

北潭涌自然教育徑資料及上窰民族文化村的歷史價

值。港島地域遠足小組亦有派員協助沿途指導幼童軍

運用指南針及使用地圖。

除以上活動外，本區更於2005年12月3日及10

日舉辦幼童軍共融服務體驗，訓練幼童軍與人相處的

技巧。是次活動之成功，實有賴第218旅伍德富團長

為本區幼童軍講解與特能人士溝通和相處的技巧。而

在12月10日假石澳泳灘舉辦之清潔沙灘及堆沙活動

更邀請到多個區外特能童軍旅團共同參與。透過是次

活動，各幼童軍均能體會溝通與接納的重要性。

2006年3月12日於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舉辦的

「健康人生嘉年華」可算是全年活動的總結。是次活

動共有12 個不同項目，分別考驗幼童軍在生理健

康、心理健康及靈性健康的常識，而各幼童軍亦透過

是次活動，考取幼童軍體適能活動章。雖然不是全部

幼童軍成功地考取體適能活動章；但各幼童軍亦能透

過是次活動清楚自己的能力，加以鍛練，以達到成

果。

今年之環保聖誕樹是由收集到的舊Ｔ恤砌成，這

些舊Ｔ恤在展出期後巳全部送到救世軍機構轉送有需

要之人仕。

隨以上各項活動外，我們還舉辦了兩項比賽。於

3 月中旬在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舉辦了小童軍競技

日，9個旅團合共100名小童軍分成8小隊來競賽。

比賽分五個項目舉行，在兩小時多的緊張比賽過程

中，小童軍們都積極投入並能發揮到團結合作精神。

為了慶賀小童軍支部成立20週年，我們特別舉辦

一個以草蜢生活為主題之【草蜢生活】畫冊設計比賽，

是次比賽收到之參賽作品超過50多份。比賽結果由第

208旅A團林焯堯奪得冠軍、第18旅吳卓楠奪得亞軍、

第208旅C團黎詠詩奪得季軍，而第62旅鄧俊軒則獲

得優異獎。

小童軍支部在去年所舉辦的各項活動與訓練之能

順利進行並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全賴各旅團領袖的

支持和協助。展望來年，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厲繼續支

持及踴躍參與區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與訓練，使小童

軍生活更添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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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考取

童軍支部

教育組 申請 合格

觀察 11 2

野外定向 1 1

游水 8 5

露營 2 1

通訊 3 3

氣象 1 0

服務組 申請 合格

救護 41 41

消防 33 31

指引 5 0

公民 53 12

語言 17 5

拯溺 1 1

共融 14 14

環境保護 19 19

海上活動 申請 合格

艇工 3 3

其他獎章 申請 合格

維護自然世界 13 13

興趣組 申請 合格

龍舟 3 3

獨木舟 18 18

申請 合格

電腦 1 1

物資管理 ２ 1

射箭 6 6

射擊 1 1

徒手潛水 5 5

野外定向 13 12

先鋒工程 46 46

手藝 31 27

技擊 4 4

獨木舟水球 1 1

林務 37 37

露營 24 20

觀察 63 41

深資童軍支部
榮譽童軍獎章

深資童軍獎章

申請 合格

深資童軍獎章 4 4

段章 申請 合格

自立 2 2

活動 7 7

責任 5 5

探險 5 5

其他段章 申請 合格

救護 5 5

技能組 申請 合格

烹飪 31 21

通訊氣象 7 7

氣象 3

體育 12 5

天象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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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領袖委任

領袖委任書
旅團 職銜 姓名

— 樂行童軍區長 羅卓華

— 小童軍區長 梁靜儀

— 區領袖 林倩雯

— 區領袖 麥家興

5（海） 旅長 司徒家輝

5（海） 深資童軍副團長 區惠敏

14 幼童軍副團長 區凱慧

14 小童軍團長 方曉舜

18 小童軍副團長 廖穎思

56 童軍團長 麥家興

56 童軍副團長 麥家興

80 幼童軍團長 黃珏玲

80 幼童軍副團長 李嘉慧

186 幼童軍團長 王贊明

208 幼童軍副團長 陳承健

2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佘啟雄

229 童軍團長 陳敏英

229 童軍副團長 麥煥琼

229 幼童軍副團長 賴友文

269 童軍副團長 溫勁揚

1128 旅長 何潔明

暫許領袖委任書
旅團 職銜 姓名

5（海） 暫許副旅長 鄧耀偉

5（海）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湯子熯

5（海）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麥志輝

14 暫許童軍副團長 陳韻婷

14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薛芷薇

18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林卓延

18 暫許小童軍副團長 林頌恩

56 暫許童軍副團長 戚宏徽

80 暫許旅長 鄭惠玲

80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陳詩韻

88 暫許童軍團長 黃健雯

100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陳偉聰

100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鍾敏華

100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何淑芬

115 暫許童軍副團長 楊啟聰

115 暫許童軍副團長 王迪森

116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何健發

186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陳偉良

186 暫許幼童軍團長 梁偉亮

186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楊國榮

208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梁仲誠

208 暫許小童軍團長 張美兒

旅團 職銜 姓名

208 暫許小童軍副團長 林家慧

221 暫許副旅長 潘永智

221 暫許副旅長 何世櫂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謝景輝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吳凱亮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倫子明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張啟邦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廖仲成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伍朝惠

221 暫許深資童軍副團長 李善行

221 暫許童軍團長 潘永智

221 暫許童軍副團長 蔣建文

229 暫許童軍團長 陳敏英

229 暫許幼童軍團長 李碧蘭

229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李嘉寶

245 暫許童軍副團長 王銘恩

245 暫許童軍副團長 林靖怡

269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林慧琪

274 暫許童軍副團長 吳海安

1482 暫許小童軍團長 鄭麗娟

1482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劉俊謙

1586 暫許幼童軍團長 鄺耀凱

1586 暫許幼童軍副團長 吳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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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及獎項

童軍總會獎勵
香港童軍總會每年均頒授獎勵予政務委員及童軍成員

以表揚其對童軍運動的服務及貢獻。本年度本區成員

獲頒獎勵如下：

功績榮譽十字章

第6（海）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陳世光先生

功績榮譽獎章

區義務司庫 鍾振榮先生

幼童軍區長 張勇邦先生

優異服務獎章

區名譽會長 姚錦徽先生

區薦任委員 姚超傑先生

區專章秘書 陳靜嫻小姐

第231旅幼童軍團長 丘文慧小姐

優良服務獎章

區主席 黃廣琛先生

區選任委員 徐佩宏先生

第15旅旅務委員會 林團沛先生

第5（海）旅深資童軍團長 原川山先生

第18旅童軍團長 鄺定邦先生

第157旅童軍團長 施性概先生

第245旅幼童軍團長 梁富琼小姐

第186旅小童軍團長 盧幗怡小姐

第33旅幼童軍副團長 林轉娣小姐

第208旅幼童軍副團長 黃詠儀小姐

香港總監高級榮譽笛子

區總監 容建文先生

感謝狀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謝惠虹之丈夫 王國強先生

區領袖黃家寧之夫人 陳佩珊女士

區領袖姚瑞明之夫人 羅佩嫦女士

長期服務獎一級星章

第186旅旅長 徐克儉先生

第61旅副旅長 余偉基先生

第116旅副旅長 李春安先生

第186旅深資童軍團長 盧蘊儀小姐

第218旅幼童軍團長 伍德富先生

第61旅幼童軍副團長 黃國良先生

長期服務獎章

區領袖 黃家寧先生

第186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潘第榮先生

5年長期服務獎狀

區選任委員 徐佩宏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
為表揚前線義務領袖對青少年制服團體的貢獻，民政

事務局於2003起舉辦「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

今年第229旅的旅長孫慧玲小姐獲本區推薦，並經地

域及總會認同，獲民政事務局頒授「民政事務局局長

嘉許獎狀」及「嘉許獎章」。

區總監嘉許
區總監嘉許狀

第6（海）旅前任旅長 陳世光先生

第14旅樂行童軍團長 佘穗全先生

第14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朱禮健先生

第18旅樂行童軍團長 林國雄先生

第18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何秀儀小姐

第18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蔡婉華小姐

第18旅童軍團長 鄺定邦先生

第18旅童軍副團長 陳炎雄先生

第18旅童軍副團長 黃啟榮先生

第35旅童軍團長 伍穎珊小姐

第35旅童軍副團長 謝國富先生

第35旅童軍副團長 蔡振輝先生

第35旅童軍副團長 李國輝先生

第229旅童軍團長 陳敏英先生

第229旅童軍副團長 彭碧璇小姐

第229旅童軍副團長 麥煥瓊小姐

區總監嘉許金獎

第15旅 童軍團

區總監嘉許銀獎

第18旅 童軍團

第35旅 童軍團

第229旅 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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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嘉許銅獎

第14旅 樂行童軍團

第18旅 樂行童軍團

第5（海）旅 深資童軍團

第98旅 童軍團

第186旅 童軍團

義務工作嘉許獎2005
為表揚熱心人士對社會服務的貢獻，社會福利署於向

其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2005」。本年度本區獲獎人

士如下：

金獎

區副主席 謝麗芬小姐

區義務秘書 梁秀霞小姐

區義務司庫 鍾振榮先生

區總監 容建文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劉潤德先生

副區總監（訓練與發展） 霍偉倫先生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司徒家輝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佘穗全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成志先生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謝惠虹小姐

樂行童軍區長 羅卓華先生

深資童軍區長 黎紀良先生

童軍區長 伍穎珊小姐

幼童軍區長 黃禮和小姐

幼童軍區長 張勇邦先生

小童軍區長 梁靜儀小姐

區領袖 黃家寧先生

區領袖 容耀堂先生

區領袖 王世瑛先生

區領袖 趙國麟先生

區領袖 梁富琼小姐

區領袖 思 恩小姐

區領袖 林倩雯小姐

區領袖 蔡振輝先生

區領袖 麥家興先生

第6（海）旅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世光先生

第6（海）旅旅長 周活鎏先生

第14旅旅長 郭樹霖先生

第15旅旅長 顏秀峰先生

第33旅旅長 李耀武先生

第60旅旅長 黃紹鍵先生

第212旅旅長 朱惠玲小姐

第221旅旅長 袁樹繁先生

第229旅旅長 孫惠玲小姐

第15旅副旅長 謝偉良先生

第61旅副旅長 余偉基先生

第35旅深資童軍團長 朱國權先生

第115旅童軍團長 林錦邦先生

第36旅幼童軍團長 張思琪小姐

第218旅幼童軍團長 伍德富先生

第231旅幼童軍團長 丘文慧小姐

第218旅幼童軍副團長 梁衍奇小姐

銀獎

區會長 姚國安先生

區主席 黃廣琛先生

深資童軍區長 麥偉雄先生

區專章秘書 陳靜嫻小姐

區領袖 姚瑞明先生

區領袖 陳潁君小姐

第15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譚兆炳先生

第56旅旅長 何文強先生

第62旅旅長 王美玲小姐

第88旅旅長 招綺妮小姐

第186旅旅長 徐克儉先生

第218旅旅長 黃霈綺小姐

第1360旅旅長 蔡靜賢小姐

第98旅童軍團長 周永光先生

銅獎

區義務核數師 陳卓智先生

區薦任委員 姚超傑先生

童軍區長 李春安先生

區領袖 李勁芝小姐

區領袖 朱禮健先生

區領袖 余詠然小姐

區領袖 區惠敏小姐

第35旅旅長 李國強先生

第61旅旅長 梁樹輝先生

第77旅旅長 鍾治平先生

第115旅旅長 蔡壽祥先生

第157旅旅長 徐學齡小姐

第231旅旅長 孔美琪小姐

第245旅旅長 吳銘明先生

第262旅旅長 程炳仁先生

第269旅旅長 羅綺雲小姐

第1128旅旅長 何潔明小姐

第1482旅旅長 何轉葵小姐

第262旅副旅長 梁關碧麗女士

第37旅童軍副團長 湛兆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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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旅團評核
香港童軍總會每年皆審核各旅團的表現，並選出優

異旅團。本年度本區轄下旅團被評選為全港優異旅

團如下：

第5海童軍旅 深資童軍團

第6海童軍旅 幼童軍團

第6海童軍旅 童軍團

第12旅 童軍團

第14旅 小童軍團

第14旅 幼童軍A團

第14旅 幼童軍B團

第14旅 童軍團

第14旅 深資童軍團

第14旅 樂行童軍團

第15旅 幼童軍團

第15旅 童軍A團

第15旅 童軍B團

第15旅 深資童軍團

第18旅 小童軍團

第18旅 幼童軍團

第18旅 童軍團

第18旅 深資童軍團

第18旅 樂行童軍團

第33旅 幼童軍團

第33旅 童軍團

第35旅 童軍團

第56旅 童軍團

第56旅 深資童軍團

第61旅 小童軍團

第61旅 幼童軍團

第98旅 童軍團

第115旅 童軍團

第116旅 幼童軍團

第186旅 小童軍A團

第186旅 小童軍B團

第186旅 幼童軍A團

第186旅 幼童軍B團

第186旅 童軍團

第186旅 深資童軍團

第208旅 小童軍A團

第208旅 小童軍B團

第208旅 小童軍C團

第208旅 小童軍D團

第208旅 幼童軍A團

第208旅 幼童軍B團

第212旅 幼童軍團

第218旅 幼童軍團

第221旅 童軍團

第221旅 深資童軍A團

第221旅 深資童軍B團

第221旅 樂行童軍團

第229旅 小童軍團

第229旅 幼童軍A團

第229旅 幼童軍B團

第229旅 童軍團

第245旅 幼童軍團

第269旅 幼童軍團

第274旅 幼童軍團

第1128旅 小童軍團

第1360旅 小童軍團

表揚旅團主辦機構2005
香港童軍總於本年度頒發「表揚旅團主辦機構2005」

獎項，以表揚該等機構對童軍運動的貢獻。本區獲

獎主辦機構如下：

一星金狀
第186旅 公開旅（25年）

銀狀

第14旅 公開旅（5年）

第1089旅 公開旅（5年）

比賽項目
本區各旅團均奮力參與每年區會、地域及總會所舉

辦之各項比賽。現將各旅團在該等比賽所獲取的成

績羅列如下：

2006 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亞 軍： 第15旅

單項組別（先鋒工程）

冠軍： 第15旅

2005/2006年度全港童軍典禮及步操比賽

亞 軍：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2005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高級組

亞 軍：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第四屆全港童軍射箭比賽

樂行童軍及領袖男子組

季 軍： 第18旅 黃啟榮

第四屆新界地域毅行2006

冠 軍： 第56旅 麥家興 戚宏徽

黃城灝 黎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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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地域步操比賽2005

區 際 錦 標： 灣仔區

公開組

亞 軍：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季 軍： 第221旅深資童軍團

最佳外觀隊伍獎：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高級組

冠 軍： 第221旅深資童軍團

亞 軍：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最佳外觀隊伍獎： 第221旅樂行童軍團

最佳外領隊獎： 第221旅深資童軍團

港島地域賽艇大賽2005

獨木舟長途賽

男子公開組

冠 軍： 第5海童軍旅 湯子熯

亞 軍： 第5海童軍旅 原嘉成

季 軍： 第5海童軍旅 羅文俊

女子公開組

亞 軍： 第5海童軍旅 原博汶

獨木舟短途賽

男子公開組

季 軍： 第5海童軍旅 原嘉成

女子公開組

冠 軍： 第5海童軍旅 原嘉勵

平衡技巧組

亞 軍： 第5海童軍旅 原嘉成

少年徒手組

冠 軍： 第61旅 梁學禮

季 軍： 第61旅 李瑋洛

女子少年組

冠 軍： 第61旅 曹詩明

獨木舟長途及短途賽團體獎

冠 軍： 第5海童軍旅

2005 年度嘉爾頓錦標賽－地域選拔賽

亞 軍： 第15旅

2005年度港島地域樂行童軍錦標賽

亞 軍： 第14旅

單項組別

多元智能

亞 軍： 第14旅B隊

戶外動感挑戰

最佳戶外服裝： 第18旅

隨時候命

亞 軍： 第14旅B隊

季 軍： 第18旅A隊

最佳團體精神： 第18旅C隊

最佳戶外服裝： 第18旅B隊

港島地域童軍射箭比賽2006

幼童軍女子組

亞 軍： 第61旅 梁嘉慧

季 軍： 第61旅 姜依秀

童軍男子組

亞 軍： 第18旅 林偉傑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領袖男子組

冠 軍： 第18旅 黃啟榮

男子射手組

季 軍： 第18旅 鄺定邦

女子射手組

季 軍： 第18旅 黃美玉

草蜢生活

冠 軍： 第208旅A團 林焯堯

亞 軍： 第18旅 吳卓楠

季 軍： 第208旅C團 黎詠詩

優異獎： 第62旅 鄧俊軒

童軍獎券最高銷售獎

冠 軍： 第15旅

亞 軍： 第229旅

季 軍： 第208旅

殿 軍： 第14旅

優異獎： 第231旅

優異獎： 第186旅

優異獎： 第18旅

優異獎： 第12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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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旅 伍嘉浚

第18旅 王駿豪

第18旅 趙榮燊

第18旅 周晉濤

第18旅 駱嘉豪

第18旅 張肇庭

第18旅 吳榮峰

第18旅 梁穎詩

第61旅 黎昀瓚

第61旅 梁潞穎

第61旅 呂子程

第116旅 李穎茵

第116旅 黃晞芸

第116旅 麥幗炘

第116旅 趙展霆

第186旅 江暐元

第186旅 陳凱游

第186旅 廖浩樺

第186旅 梁頌欣

第186旅 翁洛文

第208旅 戴亦承

第208旅 黃憫懷

第208旅 梁百添

第208旅 劉誠謙

第208旅 余典澍

第208旅 蕭揚耀

第208旅 張諾琛

第208旅 何君諾

第208旅 鄧文翹

第208旅 郭豐霖

第208旅 陳家樂

第208旅 彭俊穎

第208旅 陳祁至

第208旅 蕭浚尉

第208旅 謝立翹

第208旅 余晉為

第208旅 郭豐煒

第208旅 劉彥臻

第208旅 鄒俊彥

第208旅 吳鑑軒

第208旅 袁志浩

第208旅 秦昊淮

第208旅 張文朗

第208旅 林澤賢

第208旅 佘卓燊

第208旅 謝柏禮

第208旅 劉兆銅

第229旅 孫浩鈞

第229旅 葉子謙

支部獎章
各級童軍支部的進度性訓練系統中皆設有最高獎勵，

完成者皆於每年的香港童軍大會中獲頒授所考取的獎

章。今年各獎章考獲人士如下：

貝登堡獎章

第14旅 區凱慧

第18旅 伍嘉慧

榮譽童軍獎章

第5（海）旅 原俊曦

總領袖獎章

第15旅 羅兆湝

第15旅 潘梓峰

第15旅 容瑋駿

第18旅 黃學謙

第18旅 龔嘉威

第35旅 黃偉烽

第35旅 楊展奇

第98旅 陳國樑

第186旅 陳寶玲

第229旅 鄭啟駿

第229旅 葉曉恩

金紫荊獎章

第6（海）旅 江愷耀

第6（海）旅 周晉琳

第14旅 羅煒程

第14旅 費筠傑

第14旅 謝子均

第15旅 陳哲行

第15旅 麥毅朗

第15旅 梁智生

第15旅 李淦暘

第15旅 容瑋澤

第15旅 謝子穎

第15旅 梁晉滔

第15旅 鄒晉豪

第15旅 丘漢堯

第15旅 陳珏琛

第15旅 蘇梓賢

第15旅 姚錦浩

第15旅 葉其明

第15旅 江俊豪

第15旅 溫 棓

第15旅 樊逸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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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國際活動
本年度本區成員分別被選派代表香港童軍總會／地域

／區會出席下列海外／國際活動如下：

第13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
第14旅樂行童軍 區凱慧

第18屆丹麥大露營
第14旅幼童軍團長 趙國麟

第14旅幼童軍副團長 莊雨陸

第229旅童軍 鄭啟駿

第229旅童軍 毛狄之

第229旅童軍 杜駿熙

第229旅童軍 陳可人

第229旅童軍 陳俊人

第229旅童軍 葉曉恩

第229旅童軍 麥 殷

2005美國童軍大露營
第229旅童軍副團長 麥煥琼

第229旅童軍 陳琦楓

第229旅童軍 陳仲樺

第25屆亞太區童軍大露營2005
第18旅樂行童軍 謝玲雅

第18旅童軍 潘鈺麒

第18旅童軍 林偉傑

新疆天山露營之旅
區總監 容建文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司徒家輝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成志

幼童軍區長 黃禮和

區領袖 蔡振輝

第56旅童軍團長 麥家興

第15旅副旅長 謝偉良

第14旅童軍 余德修

第14旅童軍 伍梓俊

第14旅童軍 黃旭弘

第15旅童軍 容瑋駿

第15旅童軍 鄧旭霖

第15旅童軍 俞恩恆

第15旅童軍 林卓謙

第15旅童軍 張卓堯

第15旅童軍 張嘉倫

第15旅童軍 李子軒

第15旅童軍 羅兆湝

第15旅童軍 嚴 圻

第15旅童軍 關乙揮

第15旅童軍 丘漢文

第15旅童軍 林凱健

第18旅童軍 林希進

第18旅童軍 李凱恩

第18旅童軍 馮兆泰

第18旅童軍 林詠華

第18旅童軍 馬駿軒

第18旅童軍 陳進彥

第18旅童軍 龔嘉威

第18旅深資童軍 郭家琪

第18旅深資童軍 馮敏兒

第33旅童軍 阮嘉丰

第35旅童軍 黃偉烽

第35旅深資童軍 鄭俊豪

第56旅童軍 胡凱傑

第56旅童軍 張栢熙

第56旅童軍 李上德

第229旅 顏君妍

第229旅 梁正恆

第229旅 林綽婷

第229旅 鄭諾欣

第229旅 劉家晞

第229旅 潘千樺

第229旅 陳卓朗

第229旅 陳彥臻

第229旅 張樂人

第269旅 謝浩文

第269旅 黎峻宇

第274旅 李彥翹

第274旅 黃靖軒

第274旅 蕭文浩

第274旅 黃展輝

第274旅 林皓朗

另外，本區各童軍成員在青少年獎勵計劃所獲取的成績

如下：

青少年獎勵計劃金章

第14旅 區凱慧

青少年獎勵計劃銀章

第14旅 黎翠芝

青少年獎勵計劃銅章

第15旅 羅兆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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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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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姚國安

名譽會長 李鉅能 陳梓嘉 龐智榮 姚錦徽 譚蔭培 汪長禹

高敏堅 何大鈞 王雪薇 龐偉雄

副會長 黃有恆 陳立德 鄺國威 文秀英 許建平

主　席 黃廣琛

副主席 謝麗芬 胡兆榮 李 朱若詩

義務秘書 梁秀霞

義務司庫 鍾振榮

地域總監 王德良

區總監 容建文

義務核數師 陳卓智

當然委員 區務執行委員會委員 區各幹部職員

區各旅團領袖 區各旅樂行童軍管理委員會主席

區各旅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主席 區各旅家長代表

區務委員會區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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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執行委員會

主 席 黃廣琛

副主席 謝麗芬 胡兆榮 李 朱若詩

義務秘書 梁秀霞

義務司庫 鍾振榮

地域總監 王德良

區總監 容建文

副區總監 劉潤德 霍偉倫

薦任委員 陳百祥 朱威犖 馮海志 詹培玲 姚超傑

選任委員 鍾治平 郭樹霖 林國雄 袁樹繁 徐佩宏 余偉基

朱國權 司徒家輝 佘穗全 陳成志 謝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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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 容建文

副區總監（行政） 劉潤德

副區總監（訓練與發展） 霍偉倫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司徒家輝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佘穗全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成志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謝惠虹

樂行童軍區長 羅卓華

深資童軍區長 麥偉雄 黎紀良

童軍區長 李春安 黃紹鍵 伍穎珊

幼童軍區長 張勇邦 黃玉明 黃禮和

小童軍區長 梁靜儀

專章秘書 陳靜嫻

區物資管理員 李春安

區領袖 黃家寧 容耀堂 姚瑞明 余詠然 朱禮健 李勁芝

王世瑛 趙國麟 梁富琼 林錦邦 區惠敏 莊麗雅

思　恩 陳穎君 林倩雯 蔡振輝 麥家興

區總部各級職員區總部各級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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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與旅團

因應英國巡迴總監杜高先生的建議，香港童軍總會將香港劃分三個童軍區，包括香港區、九龍區及新界

區。隨著人口的增多及其分佈的改變，香港區於一九五三年劃分為兩個區，即維多利城區及黃泥涌區。

一九六一年，總會把管理範圍的名稱改為地方，與此同時，香港又重劃為三個地方，分別是香港地方、九

龍地方及新界地方；每個地方再劃分為多個童軍區，而黃泥涌區亦於此次區域重組正名為港島東區。

經過十餘載的發展，區內旅團數目遞增至三十七個之多；為加強組織及管理，東區區會於一九七三年七月

二十七日改組，一分為二，成為東區童軍會及銅鑼灣區童軍會。

鑒於新市鎮發展而引致的人口轉移及為了有效地運用現有資源，東區區總監馮少卿小姐及銅鑼灣區區總監

鄭曉峰先生經充分諮詢和協商後，決定由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起將兩區合併，並取名為灣仔區以配合政府之行

政區域劃分。兩區合併後之版圖與前東區於一九六一年時之版圖相同，即東起銅鑼灣道及小馬山，西至添馬艦

海軍基地及香港仔水塘道，南達金夫人馳馬徑及黃泥涌峽，而北臨維多利亞港；而新區章亦融合了東、銅兩區

原有的區章設計，更突出此次合併的精神。

截止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區轄下的旅團計有：

旅號 主辦機構

第5海童軍旅＊ 公開旅

第6海童軍旅＊ 南華體育會

第12童軍旅 皇仁書院

第14童軍旅＊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小組及社區服務

第15童軍旅 華仁書院

第18童軍旅＊ 公開旅

第33童軍旅＊ 港島地域會務委員會

第35童軍旅 香港鄧鏡波書院

第36童軍旅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第37童軍旅 嶺南中學

第40童軍旅 聖瑪加利書院

第56童軍旅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

第60童軍旅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第61童軍旅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第62童軍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成長發展中心

第77童軍旅 香港警察隊

第80童軍旅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第88童軍旅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部

第98童軍旅 玫瑰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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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童軍旅＊ 南華體育會

第115童軍旅 佛教黃鳳翎中學

第116童軍旅 聖雅各福群會

第157童軍旅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第179童軍旅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第186童軍旅＊ 公開旅

第208童軍旅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第212童軍旅 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218童軍旅 賽馬會匡智學校

第221童軍旅 懲教署

第229童軍旅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 海外大學畢業生協會

第231童軍旅 維多利亞英文小學

第245童軍旅＊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成和青少年中心

第262童軍旅 嶺南小學

第265童軍旅 灣仔學校

第269童軍旅＊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第274童軍旅＊ 大坑坊眾福利會大坑青年中心

第277童軍旅 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比華利山

第1089 童軍旅 保良局張凝文小學

第1128 童軍旅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兒中心

第1360 童軍旅 東華三院伍尚能紀念幼兒院

第1482 童軍旅 寶血小學

第1483 童軍旅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第1586 童軍旅 寶覺小學

＊ 公開招收童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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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國安會長、陳立德主席及謝麗芬副主席

獲頒「義工嘉許狀2005」——銀獎

主禮嘉賓香港總監

鮑紹雄先生SBS 接受紀念品 主禮嘉賓及區務委員於就職典禮中合照

大家飲勝，童軍萬歲

區周年大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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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旅海童軍旅務委員會主席陳世光先生

獲頒授「功績榮譽十字章」

區務委員會名譽會長龐智榮先生

獲頒授「優異服務獎章」

區務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胡兆榮先生

獲頒授「優良服務獎章」

幼童軍區長張勇邦先生

獲頒授「功績榮譽獎章」

區義務司庫鍾振榮先生

獲頒授「功績榮譽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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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烹飪樂趣多

摺紙樂變化多，多動腦筋笑呵呵

學習環境保護的知識 先聽講解，才可進行先鋒工程

徒手潛水，準備出發

健康人生要多動腦筋



區總監 容建文

副區總監（行政） 劉潤德

副區總監（訓練與發展） 霍偉倫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司徒家輝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佘穗全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成志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謝惠虹

樂行童軍區長 羅卓華

深資童軍區長 麥偉雄 黎紀良

童軍區長 李春安 黃紹鍵 伍穎珊

幼童軍區長 張勇邦 黃玉明 黃禮和

小童軍區長 梁靜儀

專章秘書 陳靜嫻

區物資管理員 李春安

區領袖 黃家寧 容耀堂 姚瑞明 余詠然

朱禮健 李勁芝 王世瑛 趙國麟

梁富琼 林錦邦 區惠敏 莊麗雅

思 恩 陳穎君 林倩雯 蔡振輝

麥家興

區幹部職員



程序表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度週年大會

‧就座

‧通過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週年大會會議記錄

‧未了事項

‧財務報告

‧會務報告

‧選舉下屆區務委員會與區務執行委員會委員

‧提名聘請義務核數師

‧追認區務執行委員會通過之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財政預算

‧其它事項

‧散會

第十一屆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就座

‧會長致歡迎詞

‧主禮嘉賓 懲教署副署長 應國正先生 CSMSM 致詞

‧頒發委任證書

‧頒發獎項

‧致送紀念品

‧主席致謝詞

‧典禮完成

拍照

聯歡晚宴

灣仔區童軍會



區務委員會

會 長 姚國安

名譽會長 李鉅能 陳梓嘉 龐智榮 姚錦徽 譚蔭培 汪長禹

高敏堅 何大鈞 王雪薇 龐偉雄

副會長 黃有恆 陳立德 鄺國威 文秀英 許建平 李嘉騏

主　席 黃廣琛

副主席 謝麗芬 胡兆榮 李　 朱若詩 詹亨利

義務秘書 梁秀霞

義務司庫 鍾振榮

地域總監 王德良

區總監 容建文

義務核數師 陳卓智

當然委員 區務執行委員會各委員

區各幹部職員

區各旅團領袖

區各旅樂行童軍管理委員會主席

區各旅深資童軍執行委員會主席

區各旅家長代表



區務執行委員會

主 席 黃廣琛

副主席 謝麗芬 胡兆榮 李　 朱若詩 詹亨利

義務秘書 梁秀霞

義務司庫 鍾振榮

地域總監 王德良

區總監 容建文

副區總監 劉潤德 霍偉倫

薦任委員 陳百祥 朱威犖 馮海志 姚超傑 詹培鈴

選任委員 鍾治平 郭樹霖 林國雄 袁樹繁 徐佩宏 余偉基

朱國權 司徒家輝 佘穗全 陳成志 謝惠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