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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會務報告

筲區今年的主題是「筲區是我家-回家」，除了着重和社區建立良好關係外，亦提倡區內各旅

團將童軍活動的樂趣分享出去，薪火相傳，達至區內各旅團可以健康的成長傳承。擔任筲箕灣區區

總監已有六年，有賴呂凌鳴會長、劉克輝主席、何恩民名譽會長、各位副會長、副主席、顧問、執

行委員、區務委員的支持及協助，亦有賴全力支持童軍運動之社會賢達通力合作，區會會務才能蒸

蒸日上，蓬勃發展，在此獻上由衷的致謝。

筲箕灣區以童軍誓詞及規律為核心，積極舉辦各項訓練班及活動。去年共舉辦七個技能訓練

班，培養標準艇、先鋒工程、物資管理及領導才能的技巧。為小童軍、幼童軍舉辦體適能及田徑章

訓練日，推廣每日運動的概念。為童軍成員舉辦專章考驗日，鼓勵童軍成員們多方面的發展。而今

年亦舉辦全港嘉爾頓錦標賽的選拔賽，為勇於挑戰自我和合作爭勝的童軍成員們提供一個大展所長

的機會。

我亦在此恭賀曹翠娟女士獲授優異服務獎章，港島第 255旅童軍團長楊德銘先生獲授優良服務

獎章。港島第 196 旅旅長蔡瑋琦女士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港島第 81旅的李煒盛先生、文幹皓

先生及港島第 255 旅的鄺偉安先生考獲木章。本區旅團於地域比賽及活動屢獲佳績，港島第 81旅

於港島地域步操比賽選拔組獲得亞軍，港島第 17 旅獲得冠軍、最佳外觀隊伍獎及最佳司令員獎，

筲箕灣區更獲得港島地域步操比賽區際錦標。至於港島童軍金禧「童軍精神」攝影比賽童軍（青少

年組），港島第1368旅幼童軍陳滙星獲得冠軍。於港島2019 大潭三塘跑威浩明會長盃女子公開組

（3000米），港島第 101旅樂行童軍周曉淘獲得冠軍。於第 22屆港島童軍毅行中，港島第242旅

於 50 公里盃成員組獲得季軍，港島第 81 旅亦分別於 50 公里盃成員組及 25 公里盃童軍組獲得冠

軍。去年本區共有 20位幼童軍考金紫荊獎章、3位童軍考獲總領袖獎章、2位深資童軍考獲榮譽童

軍獎章及1位樂行童軍考獲貝登堡獎章。

承先啟後，盼望筲箕灣區明年繼續努力，齊心協力再創輝煌。

區總監

林國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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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筲箕灣區

區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會長 ：呂凌鳴先生

名譽會長 ：何恩民先生 蔡志輝先生

副會長 ：梁乃業醫生 曹翠娟女士 林志凡先生 冼永昌先生 李漢輝先生

李靜芬女士 馬伯昌先生 徐錦全博士 周達興先生 楊飛義先生

陳健先生 陳建鴻先生 余裕民先生 鄭仲邦先生

主席 ：劉克輝先生

副主席 ：黃水晶博士 何世杰先生

秘書 ：何兆桓博士

司庫 ：田世才先生

選任委員 ：楊士釗先生 張永強先生 陳培芬女士 吳榮基先生 蕭友雄先生

潘明珠女士 温文寶女士 黃禮和女士 袁可秀女士

顧問 ：劉國安會計師 張勇邦校長 崔家祥校長

區總監 ：林國雄博士

副區總監 ：李國文先生 方健文醫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莫穎民先生（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 ：何仲康先生 莫穎民先生（兼任）

方健文醫生 梁健聰先生（署理） （由19年 3月 1日起）

本區會全體區職員及區內各旅團之所有領袖、教練員及旅務委員

區內所有深資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及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義務核數師：楊少銓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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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筲箕灣區

區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 席 ： 劉克輝先生

副主席 ： 黃水晶博士 何世杰先生

秘書 ： 何兆桓博士

司庫 ： 田世才先生

選任委員 ： 楊士釗先生 張永強先生 陳培芬女士 吳榮基先生 蕭友雄先生

潘明珠女士 温文寶女士 黃禮和女士 袁可秀女士

當然委員 ： 地域總監 何偉強先生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阮澤銘先生（至18年 7月 31日止）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張世華先生（由18年 8月 1日起）

區總監 林國雄博士

副區總監（訓練） 李國文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方健文醫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副區總監（行政） 莫穎民先生（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莫穎民先生（兼任）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莫穎民先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何仲康先生（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何仲康先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助理區總監（童軍） 梁健聰先生（署理） （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方健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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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筲箕灣區區幹部名單

區總監 ：林國雄博士

副區總監（訓練） ：李國文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方健文醫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副區總監（行政） ：莫穎民先生（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莫穎民先生（兼任）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莫穎民先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何仲康先生（由19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何仲康先生（至19年 2月 28日止）

助理區總監（童軍） ：梁健聰先生（署理）（由19 年 3月 1日起）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方健文醫生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方健文醫生（兼任）

小童軍區長 ：譚健萍女士（候任）

幼童軍區長 ：羅鈞瑋先生

幼童軍區長 ：徐嘉皓先生（候任）

童軍區長 ：李煒盛先生

童軍區長 ：楊德銘先生

深資童軍區長 ：文幹皓先生

區領袖 ：洪偉亮先生（至18年 6月 30日止）

區領袖 ：張鎮華先生

區領袖 ：隋玉山先生（至18年 11月 17日止）

區領袖 ：蔡天欣女士

區領袖 ：陳宏江先生

區領袖 ：黃家欣女士

區領袖 ：袁可秀女士

區設備管理員 ：王淑娟女士

助理區領袖 ：徐士奇先生

助理區領袖 ：馮兆泰先生

助理區領袖 ：歐嘉輝先生

助理區領袖 ：楊曉彤女士

助理區領袖 ：李俊穎先生（由19年 2月 15日起）

助理區領袖 ：陳泳欣女士（由19年 3月 15日起）

助理區領袖 ：鄧梓淩先生（由19年 3月 15日起）

所有區內旅團之旅長或旅負責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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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區會活動與訓練

日期 活動名稱 小 幼 童 深 樂 領

2018年

4月 18日 深資及樂行童軍支部聚會(一) ◆ ◆

4月 19日 深資及樂行童軍支部領袖聚會(一) ◆

4月 21日 小童軍親親大自然 ◆

5月 29日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一) ◆

5月 13日至 6月 15

日

幼童軍體適能及田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

設計比賽
◆ ◆

6月 28日, 7月 28日,

8月 12日, 8月 26日
全港嘉爾頓錦標區選拔賽 2018 ◆

6月 30日, 7月 1日 第 2屆一級童軍標準艇訓練班 ◆

7月 2日
第 42屆區務委員會周年大會暨

第43屆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 ◆ ◆ ◆ ◆ ◆

7月 2日 筲區同聚齊回家 ◆ ◆ ◆

7月 28日, 8月 12, 26

日
嘉爾頓錦標賽筲箕灣區選拔賽服務 ◆ ◆

9月 23日 幼童軍體適能章及田徑章考驗日 ◆

9月 23日 小童軍活動日 ◆

9月 27日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二) ◆

11月 3日 第 7屆先鋒工程(教導組)訓練班 ◆

11月 24日 第 7屆先鋒工程(技能組)訓練班 ◆

11月 24日 第 2屆深資童軍繩結及先鋒工程訓練班 ◆

12月 13, 18, 23 日 第 2屆童軍物資管理(服務組)專章訓練班 ◆

2019年

1月 8日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三) ◆

1月 13日 區幹部歷奇活動訓練日及區幹部會議 ◆

1月 17, 26, 27 日, 2

月 12, 21, 23, 24 日
童軍領導才訓練班 ◆

1月 25日 幼童軍支部領袖會議 ◆

3月 3日 童軍區專章考驗日 ◆

3月 26日 童軍支部領袖會議(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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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成人獎勵

功績榮譽獎勵
姓名 職銜 獎勵 獲獎年份

曹翠娟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優異服務獎章 2019

楊德銘 童軍區長 優良服務獎章 2019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姓名 職銜 獲獎年份

蔡瑋琦 港島第196旅旅長 2018

長期服務獎勵
姓名 職銜 獎勵 獲獎年份

楊士釗 區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2018

謝介元 港島第 17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2018

梁乃業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2018

楊少銓 義務核數師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2018

李國文 副區總監（訓練）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2018

劉克輝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曹翠娟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陳培芬 區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梁健聰 港島第 82旅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陳子聰 港島第 86旅幼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伍英軍 港島第 1368旅幼童軍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陳焯楷 港島第 1368旅幼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章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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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成人獎勵（續）

長期服務獎狀
姓名 職銜 獎勵

呂凌鳴 區務委員會會長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李漢輝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潘明珠 區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 十年長期服務獎狀

李静芬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馬伯昌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徐錦全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楊飛義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周達興 區務委員會副會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黃水晶 區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何兆桓 區執行委員會秘書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李奕昌 港島第206旅司庫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木章
李煒盛 港島第 81旅 鄺偉安 港島第255旅

文幹皓 港島第 81旅 黎仲豪 港島第255旅

李杏娟 港島第206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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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獲優異旅團獎勵名單（2018）

小童軍團

港島第206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255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242旅 小童軍團

幼童軍團

港島第 86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242旅 幼童軍B團

港島第206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255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242旅 幼童軍A團 港島第 1368旅 幼童軍團

童軍團

港島第 81旅 童軍團 港島第255旅 童軍團

港島第 82旅 童軍團 港島 1095旅 童軍A團

港島第206旅 童軍團 港島 1095旅 童軍B團

港島第242旅 童軍團 港島第 1745旅 童軍團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 82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242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206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255旅 深資童軍團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82旅 樂行童軍團

2018年 10月 14日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活動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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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主辦機構表揚狀

主辦機構 旅團 獎勵 主辦年期

聖馬可中學 港島第50旅 金狀 70年

愛秩序灣居民協會 港島第86旅 金狀 55年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港島第114旅 金狀 50年

基灣小學下午校 港島第180旅 金狀 40年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港島第182旅 金狀 40年

中華基督教基灣小學（愛蝶灣） 港島第183旅 金狀 40年

太古城物業管理聯絡議會 港島第206旅 金狀 35年

文理書院(香港) 港島第 91旅 金狀 25年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港島第1682旅 銀狀 10年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第1745旅 銀狀 5年

2018 年區總監嘉許計劃獎

旅號 獲取嘉許獎 考取獎章種類
港島第242旅 區總監嘉許金獎（幼童軍團）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255旅 區總監嘉許銅獎（幼童軍團）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81旅 區總監嘉許銅獎（童軍團）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242旅 區總監嘉許銅獎（童軍團）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1095旅 區總監嘉許銅獎（童軍團）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242旅 區總監嘉許金獎（深資童軍團） 榮譽童軍獎章

港島第255旅 區總監嘉許金獎（深資童軍團） 榮譽童軍獎章

港島第242旅 區總監嘉許金獎（樂行童軍團） 貝登堡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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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區總監嘉許狀

旅號 姓名 推動考取獎章種類

港島第242旅 徐偉謙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242旅 徐嘉皓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242旅 楊碩賢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242旅 譚詠詩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242旅 林晞婷 榮譽童軍獎章

港島第242旅 馮曉琳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1095旅 曾昭溢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1095旅 鄭曉迎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1095旅 谷海珊 總領袖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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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參與總會、地域、區

比賽項目獲獎名單

12

日期 主辦單位 項目 得獎者 獎項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小童軍組

港島第206旅

祝海庭
冠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小童軍組

港島第206旅

姚緻雅
亞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小童軍組

港島第206旅

鍾 喬
季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 86旅

施馨琳
冠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 1368 旅

何鈱滔
亞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242旅

鄺政豪
季軍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 1368 旅

陳滙星
優異獎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242旅

余政諾
優異獎

6.2018 筲箕灣區
幼童軍體適能及日徑章考驗日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幼童軍組

港島第242旅

楊樂文
優異獎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港島第 81旅 冠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港島第 242旅

B隊
亞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港島第 1745 旅 季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第 4隊

港島第 81旅

營藝

分項冠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第 4隊

港島第 81旅

野外挑戰

分項冠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第 3隊

港島第 1745 旅

原野烹飪

分項冠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第 4隊

港島第 81旅

急救

分項冠軍

7-8.2018 筲箕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筲箕灣區選拔賽 2018

第 2隊

港島第 82旅

童軍技能

分項冠軍



2018-2019 年度參與總會、地域、區

比賽項目獲獎名單（續）

日期 主辦單位 項目 得獎者 獎項

14.10.2018 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

步操比賽 2018-選拔組
港島第17 旅 冠軍

14.10.2018 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

步操比賽 2018-選拔組
港島第81 旅 亞軍

14.10.2018 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

步操比賽 2018-選拔組
港島第17 旅 最佳外觀隊伍獎

14.10.2018 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

步操比賽 2018-選拔組
港島第17 旅 最佳司令員獎

14.10.2018 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金禧大會操

步操比賽 2018
筲箕灣區 區際錦標

8-12.2018 港島榮譽童軍會

港島童軍金禧

「童軍精神」攝影比賽

童軍青少年組

港島第1368 旅

幼童軍

陳滙星

冠軍

8-12.2018 港島榮譽童軍會

港島童軍金禧

「童軍精神」攝影比賽

童軍青少年組

港島第1368 旅

幼童軍

陳滙星

優異獎

20.1.2019 港島榮譽童軍會

港島 2019 大潭三塘跑

威浩明會長盃女子公開組

（3000 米）

港島第101 旅

樂行童軍

周曉淘

冠軍

17.3.2019 港島地域
第 22屆港島童軍毅行

毅行組50 公里盃（領袖組）
港島第81 旅 第 4名

17.3.2019 港島地域
第 22屆港島童軍毅行

毅行組50 公里盃（成員組）
港島第81 旅 冠軍

17.3.2019 港島地域
第 22屆港島童軍毅行

毅行組50 公里盃（成員組）
港島第242 旅 季軍

17.3.2019 港島地域
第 22屆港島童軍毅行

毅行組25公里（童軍組）
港島第81 旅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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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考獲支部最高榮譽名單
各童軍支部的進度訓練系統中皆設有最高榮譽獎章，以鼓勵支部成員身心發展成長，完成者每年均

會在香港童軍大會操中獲頒受所考取到的獎章，今年獲獎人士如下：

貝登堡獎章
港島第 242旅 馮曉琳

榮譽童軍獎章
港島第242旅 楊子浚 港島第255旅 陳欣彤

總領袖獎章
港島第 242旅 蔡鼎裕 港島第81旅 卓皓賢

港島第1095旅 何銘珈

金紫荊獎章
港島第 86旅 梁譯文 港島第242旅 王玉宇

港島第 196旅 梁畋 港島第242旅 陳彥楠

港島第 196旅 馮國晉 港島第242旅 余采盈

港島第 242旅 吳柏文 港島第242旅 蔡鎬汶

港島第 242旅 布澔澄 港島第242旅 陳灝飛

港島第 242旅 董文瑜 港島第255旅 歐俊宏

港島第 242旅 孔文軒 港島第255旅 李伊洛

港島第 242旅 王學仁 港島第255旅 曾芷逸

港島第 242旅 程嘉楠 港島第255旅 彭俊諾

港島第 242旅 許卓軒 港島第1368旅 孫鈞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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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區內旅團

旅號 主辦機構
各支部之數目

小 幼 童軍 深資 樂行

港島第17 旅 慈幼中學 1 1 1

港島第50 旅 聖馬可中學 1 1 1

港島第81 旅 筲箕灣官立中學 1 1

港島第82 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康山兒童中心 1 1 1 1

港島第86 旅 愛秩序灣居民協會 1 1 1 1

港島第91 旅 文理書院（香港） 1

港島第101 旅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1 2 2

港島第114 旅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小學 2

港島第180 旅 基灣小學下午校 1

港島第182 旅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1

港島第183 旅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1

港島第196 旅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第一九六旅（公開旅） 1 1 1

港島第197 旅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1

港島第206 旅 太古城物業管理聯絡議會 1 1 1 1

港島第219 旅 太古小學 1

港島第226 旅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1

港島第227 旅 滬江小學 1

港島第242 旅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1 2 1 1 1

港島第255 旅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1 1 1 1

港島第257 旅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1

港島第1095 旅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1 3 2 1

港島第1126 旅 筲箕灣街坊福利會張錦添紀念幼稚園 1

港島第1127 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筲箕灣兒童中心 1 1 1

港島第1222 旅 維多利亞幼稚園 3

港島第1368 旅 鯉景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

港島第1423 旅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1

港島第1523 旅 扶康會興華成人訓練中心 1

港島第1544 旅 基督教康山中英文幼稚園 2

港島第1560 旅 協康會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 1 1

港島第1682 旅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1

港島第1745 旅 港島民生書院 1

港島第1762 旅 筲箕灣官立小學 1

港島第1771 旅 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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