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筲箕灣區 

第44屆區務委員會周年會議 

 

日期：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7時正 

地點：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17樓李鉅能講堂 

 

議程（一）通過第43屆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議程（二）未了事項 

議程（三）通過2019至2020年度會務報告 

議程（四）通過2019至2020年度財務報告 

議程（五）提名及選任2020至2021年度區務委員會成員 

議程（六）提名及選任2020至2021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 

議程（七）通過2020至2021年度義務核數師之委任 

議程（八）追認區執行委員會批准之2020至2021年度區財政預算 

議程（九）其他事項 

議程（十）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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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筲箕灣區第 43 屆周年大會 
 
 

日 期： 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  

時 間： 

地 點： 

中午12時30分 

張振興伉儷書院視聽室 

出 席 ： 呂凌鳴 劉克輝 何恩民 黃水晶 李靜芬 

 馬伯昌 周達興 徐錦全 吳榮基 陳培芬 

 蕭友雄 田世才 潘明珠 何偉強 張世華 

 霍偉倫 黃偉安 林國雄 方健文 李國文 
 莫穎民 梁健聰 袁可秀 陳宏江 梁文澧 

陳劍詩 陳子聰 文志韜 馬志偉及其他嘉賓
記 錄 ： 袁可秀 

 
會議紀錄： 

呂凌鳴會長多謝各人對童軍運動的熱誠及貢獻，令筲箕灣區過去一年在活動和訓練方
面， 均有良好的發展。希望在未來的一年，大家繼續努力服務筲箕灣區，為培養青少
年提供良好的環境。 

 
(一) 通過2018年7月2日舉行之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由何恩民先生動議，黃水晶博士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第 42 屆周年會議紀錄。 

 
(二) 未了事項 

沒有未了事項。 

 
(三) 通過2018至2019年度筲箕灣區會務報告 

區總監林國雄博士報告2018至2019年之會務進展情況。 

由林國雄博士動議，何恩民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2018至2019年度筲箕灣
區之會務報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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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過2018至2019年度財務報告 

區司庫田世才先生代為闡釋2018至2019年度之財務報告。 

由田世才先生動議，何恩民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2018至2019年度筲箕灣
區財務報告。 

 
(五) 提名及選任2019至2020年度筲箕灣區會務委員會成員 

 
會長及執行委員會主席 

區總監林國雄博士提名呂凌鳴先生出任第44屆筲箕灣區會長，及劉克輝
先生出任第44屆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港島地域總監何偉強先生，多謝各人對筲箕灣區的貢獻，使之可繼續有良好的發
展，並宣佈認許區總監林國雄博士的提名，委任呂凌鳴先生出任第42屆筲箕灣區
會長及劉克輝先生出任第43屆區執行委員會主席，與會者一致確認。 

 
名譽會長 

何恩民先生獲提名出任名譽會長。 

由徐錦全博士動議，吳榮基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副會長 

以下人士獲提名出任副會長： 

 
 

由杜偉傑先生動議，蕭友雄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區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黃水晶博士及何世杰先生獲提名出任區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由田世才先生動議，徐錦全博士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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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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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秘書及區司庫 

何兆桓博士及李奕昌先生獲提名出任區秘書及區司庫。

由田世才先生動議，馬伯昌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區務委員會顧問 

以下人士獲提名為區務委員會顧問： 
劉國安會計師 張勇邦校長 崔家祥校長

由陳劍詩先生動議，杜偉傑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六) 提名及選任2019至2020年度區執行委員會成員以下人士為執行委員會成員： 

主席：劉克輝先生 
副主席：黃水晶博士 何世杰先生
區秘書：何兆桓博士 

區司庫：李奕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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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禮和女士及袁可秀女士 

 

當然委員： 

地域總監 何偉強先生 
副地總監（行政與常務） 張世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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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穎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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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仲康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梁健聰先生（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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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田世才先生動議，何恩民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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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通過2019年至2020年度義務核數師之委任 

區總監林國雄博士動議委任楊少銓會計師繼續出任2019年至2020年度區義務核
數師，由吳榮基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八) 追認筲箕灣區執行委員會批准的2019至2020年度之區財政預算 

由司庫宣讀出執行委員會批准的2019至2020年度之區財政預算；行政支出為 
$77,900 ，活動及訓練支出為$88,500，合共 $166,400。由

袁可秀女士動議，杜偉傑先生和議，無異議一致通過。 

 

(九) 其他事項 

並無其他事項。 

 
呂凌鳴會長宣佈散會，時間為下午1時。 



附件二 

區務委員會 

2020-21 

區會長 ： 呂凌鳴先生 

區副會長 ：梁乃業醫生 曹翠娟女士 李漢輝先生 李靜芬女士 

  徐錦全博士 周達興先生 陳  健先生 陳建鴻先生 

  余裕民先生 鄭仲邦先生 何恩民先生 

區主席 ： 林國雄博士 

區副主席 ： 黃水晶博士 何世杰先生 

區秘書 ： 何兆桓博士 

區司庫 ： 彭文彥先生 

區務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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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總監 ： 莫穎民先生（署理） 

副區總監 ： 李國文先生 袁可秀女士 

助理區總監 ： 文幹皓先生    何仲康先生 方健文醫生 

各區領袖、區內各旅團領袖、教練員及旅務委員 

區內所有深資童軍團執行委員會主席 

區內所有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主席 

義務核數師 ：楊少銓先生 

 

 



附件三 

區執行委員會 

2020-21 

 

 

區主席 ： 林國雄博士 

區副主席 ： 黃水晶博士 何世杰先生 

區秘書 ： 何兆桓博士 

區司庫 ： 彭文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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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委員 ： 地域總監 何偉強先生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張世華先生 

 區總監 莫穎民先生（署理） 

 副區總監（訓練） 李國文先生 

 副區總監（行政） 袁可秀女士 

 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文幹皓先生（兼任）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文幹皓先生 

 助理區總監（童軍） 何仲康先生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方健文醫生 

 



附件四 

年度預算 

2020-21 

 

 

項目 金額 

訓練班支出 $13,800 

活動支出 $15,600 

社區服務支出 $12,000 

周年大會及就職典禮 $16,000 

添置設備 $10,000 

網絡支出 $8,000 

電費水費支出 $7,600 

雜項支出 $5,500 

文具及印刷支出 $5,000 

區會會所維修 $5,000 

職員津貼 $4,500 

電話傳真費用 $4,000 

會議酬酢 $4,000 

訓練津貼及費用 $1,000 

郵費支出 $2,000 

銀行服務收費 $300 

備用支出 (5%) $5,700 

   

總計 $1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