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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展望新一年，區會踏入20周年，

我們將繼續努力，舉辦多項線上

及線下的紀念活動及訓練，提供

更多支援予區內的童軍旅，讓他

們有更好的發展。期望本區的青

少年能夠在未來日子繼續參與更

多具創意和多元化的活動，在新

常態下繼續享受童軍生活。

區務拓展
過去一年，本區各級總監已探訪了

區內各童軍旅，藉此了解他們的需

要，並提供相關支援。在探訪童軍

旅同時，各總監亦甄選並推薦各童

軍旅參加優異旅團，結果共有31個

團獲獎。新年度，各區幹部將繼續

全力支援各童軍旅，務求繼續提供

更多歡愉而富挑戰性的活動予青少

年。

活動訓練與服務
在朱俊華會長、巫家雄主席及各區

務委員的熱心支持，以及大埔北童

軍區一班年輕、有魄力及充滿熱誠

的領袖努力下，大埔北區仍在線

上及線下舉辦多個活動，盡力維持

有限度的童軍活動及訓練，包括：

「視像聯合集會」、「童心抗疫 – 

義派搓手液」、「童軍網上專章考

驗日」、「視像周年大會」及「區

務委員會就職典禮」等，藉各項活

動維持有限度的童軍活動及訓練。

雖然童軍訓練及活動受限制，但區

幹部及區內的童軍領袖仍盡力發揮

創意，舉辦多個有趣味的網上集會

及訓練，更無懼疫情，在做好抗疫

準備下，參與多個抗疫活動及服

務，為基層及社會盡一分努力及貢

獻，領袖們無私精神，實在值得嘉

許！

優異成績
本區有近20名領袖獲頒「優異服務

獎章」、「優良服務獎章」及「長

期服務獎章」，實在可喜可賀！

而本年度的「優異旅團選舉計

劃」，本區共有12個旅、31

個團獲獎，當中更

各有1個團已連續10

年、5年及3年獲取

優異旅團獎勵，另

外更有6個單位獲得

主辦機構表揚狀。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童軍活動大多需要延期或取消。期

望疫情儘快結束，童軍活動及訓練可以恢復正常，為青

少年成員提供更多優質的活動與訓練。

區總監的話--孫慶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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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務委員會名錄

會長:  朱俊華先生 主席: 巫家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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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區總監

朱俊華先生

孫慶輝總監

名譽會長 陳巧敏太平紳士

任滿河先生

唐百旋警司

黃美賢女士

李耀斌太平紳士 BBS, MH
林奕權先生

文春輝先生 BBS, MH
朱景玄太平紳士 SBS, MH 
黃布先生

王平雲先生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

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

大埔分區指揮官

總學校發展主任（大埔）

西貢北鄉事委員會主席

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

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

新界校長會會長

區主席 巫家雄先生

副主席 盧家禮先生     黃宅生工程師    陳國剛律師

陳偉聰醫生

副區總監 林兆龍總監

助理區總監 李慧芬總監     陳錦昌總監    林健總監 徐文輝總監

秘書 何主平先生

司庫

區顧問

余智榮先生

江奕謙先生

區務委員 方日旭醫生 張麗珠校長 韋伊凌校長

梁子雲先生 林澤延先生 黃鈺萊先生

關愛冰女士 葉俊傑先生 羅志平先生

麥家興先生

當然委員 各區領袖、旅領袖、教練員及旅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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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 張嘉裕博士



區執行委員會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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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 黃燁堂總監 地域總監 
羅志聲總監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行政） 
孫慶輝總監 區總監 
巫家雄先生 區主席 
盧家禮先生 區副主席 
黃宅生工程師 區副主席 
陳國剛律師 區副主席 
陳偉聰醫生 區副主席 
林兆龍總監 副區總監（訓練） 
李慧芬總監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陳錦昌總監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林健總監 助理區總監（童軍） 
徐文輝總監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何主平先生 區秘書 
余智榮先生 區司庫 

選任委員 梁子雲先生 
林澤延先生 
關愛冰女士 
葉俊傑先生 
羅志平先生 
麥家興先生 
陳榮佳先生 
吳俊蔚先生 
周韻琴女士 
何健弘先生 

青年委員 盧錦慧女士 
鍾俊傑先生 



區幹部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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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監： 孫慶輝總監

副區總監（訓練）： 林兆龍總監

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李慧芬總監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陳錦昌總監

助理區總監（童軍）： 林健總監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小童軍區長：

幼童軍區長：

童軍區長：

樂行童軍區長：

區領袖：

徐文輝先生

李碧珊女士

黃潔瑩女士

李俊衡先生

馮耀康先生

劉潔瑜女士

柯少倫先生

莫惠婷女士

郭慶榮先生

米家欣女士

徐樂賢先生

周怡女士

周梓軒先生

譚英傑先生

鍾俊傑先生

廖俊傑先生

盧錦慧女士

李沚叡女士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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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服務獎章
林健先生 大埔北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優良服務獎章
黃潔瑩女士 大埔北區幼童軍區長

長期服務獎二星章

區桂榮先生 大埔北第18旅深資童軍團長
張國良先生 大埔北第18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長期服務獎一星章

朱偉昇先生 大埔北第5旅童軍團長
楊詠詩女士 大埔北第18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楊子聰先生 大埔北第18旅幼童軍副團長

林彩芳女士 大埔北第33旅幼童軍副團長
譚秀珍女士 大埔北第54旅教練員

長期服務獎星章

盧家禮先生 大埔北區副主席

張麗珠女士 大埔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謝潔森女士 大埔北第6旅幼童軍副團長
周元君女士 大埔北第18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朱兆彬先生 大埔北第18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李麗英女士 大埔北第18旅樂行童軍團長
卓敏清女士 大埔北第33旅小童軍團長

潘麗儀女士 新界東第1584旅幼童軍副團長

五年長期服務獎狀
陳鎮松先生 大埔北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李淑雯女士 大埔北第12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主辦機構表揚狀
大埔北第9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35年】

大埔北第15旅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30年】
大埔北第25旅 匡智松嶺學校【35年】
新界東第1584旅 匡智松嶺第二校【15年】

新界東第1609旅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發展中心【15年】
新界東第1717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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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獎勵

幼童軍團
小童軍團、幼童軍團
小童軍A、B及C團、幼童軍A及C團、深資童軍團、
樂行童軍團

小童軍A、B及C團、幼童軍團
小童軍A及B團、幼童軍A及C團
小童軍團、幼童軍A及B團、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樂行童軍團
幼童軍團
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幼童軍團

幼童軍團
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9旅
大埔北第10旅

大埔北第12旅

大埔北第13旅
大埔北第17旅
大埔北第18旅

大埔北第30旅
大埔北第36旅
新界東第1308旅
新界東第1584旅
新界東第1609旅
新界東第1717旅 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10旅 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13旅 小童軍B及C團

大埔北第36旅 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一)       2020年優異旅團獲獎名單

(二) 連續十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三) 連續五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四) 連續三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www.facebook.com/tpnscout IG: tpn.scout

地 址 :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17室

Address:      Room 17, Law Ting Pong Scout Centre, 

                  15 Wan Tau Kok Lane, Tai Po, N.T.

電郵 Email:  info@tpnscout.org

傳真 Fax:     (852) 3011 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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