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童 軍 總 會 九 龍 地 域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Kowloon Region
行政通告第 13/22 號

地 域 公 布

2022 年 9 月 1 日

（一） 地域總部更改開放時間
2022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

中秋節

開放至下午 4 時

（二） 修訂地域各級總監架構
地域各級總監架構作出修訂，並於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詳情請參閱附件。
（三） 人事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
1. 盧緒章先生獲委任為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屬會）
，並停任助理地域總監（發
展與領袖資源）；
2. 郭家暉先生獲委任為助理地域總監（行政與資源）
，並停任地域總部總監（行政
與資訊科技）；
3. 張秀英女士獲委任為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傳訊）
，並停任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支
援）；
自 2022 年 8 月 9 日起：
4. 任俊謙先生卸任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
5. 張文龍先生獲委任為旺角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6. 區愷智小姐獲委任為油尖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自 2022 年 9 月 5 日起：
7.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孔維釗博士休假至 2022 年 11 月 26 日，基於行政方便，其職
務由深水埗西區副區總監（訓練）彭新華先生署理。
（四） 提交 2021/2022 年度童軍旅賬目結算表
根據香港童軍總會「政策、組織及規條」第 2.11.2 及 2.11.4 條，各童軍旅須在
每年的 6 月 30 日前向區總監呈交經審核的周年賬目結算表及結算日的所有銀行戶
口結算表副本。另外，各童軍旅須額外提供該旅及團的所有銀行賬戶及旅／團費
金額等資料以便查核。
茲將尚未提交 2021/2022 年度周年童軍旅賬目資料、童軍旅賬目補充資料表格
及結算日的所有銀行戶口結算表副本之童軍旅資料臚列如下：
紅磡區

43, 120, 135, 1080, *1358, 1492, 1692,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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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6 室
電話：2957 6488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1300 及 14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enquiry@krscout.org
網址：www.krscout.org

傳真：2302 1163

何文田區

67, 117, *121

九龍城區

17, 50, 56, 84, 98, 109, 176, 180, 1335, 1533, 1557, 1661, 1703

九龍塘區

127

旺角區

4, 20, 55, 68, 91, 136, 251, 283, 1122, 1442, 1447, 1515, 1738

深旺區

*75, 107, 1344, 1475, 1516, 1648, 1804

深水埗東區

32, 36, 45, 48, 70, 95, 110, 124, 138, 141, 147, 151, 188, 293, 1362,
1561, 1580, 1686, 1740

深水埗西區

S3, 213, 227, 246, 1106, 1603, 1674, 1792

油尖區

1153

* 為參與 2022 年獎劵籌募運動之童軍旅
凡有參與 2022 年獎劵籌募運動之童軍旅，必須提交 2021/2022 年度財務報告，
總會才把有關獎券回款存入該旅之銀行賬戶內。儘管 2021/2022 度沒有收入／支出
／盈虧的童軍旅均必須填報及提交童軍旅周年賬目結算表。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957 6486 或電郵至 offd@krscout.org 與地域
發展幹事邱綺華小姐聯絡。

地域總監
（梁偉倫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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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6 室
電話：2957 6488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1300 及 14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enquiry@krscout.org
網址：www.krscout.org

傳真：2302 1163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各級總監架構圖
助理地域總監（區務）
鄭旼恇
助理地域總監（區務支援）
岑子俊
紅磡區區總監
何英華

【附件】
2022 年 8 月 1 日更新

地域總部總監（區務活動）
郭立熙
地域總部總監（區務聯絡）
區嘉諾
地域總部總監（區務支援）
陳耀明

何文田區區總監
黃志堅
九龍城區區總監
林瑋傑
副地域總監（常務）
黃冠生

九龍塘區區總監
鍾德成
旺角區區總監
譚寶星
深旺區區總監
馬振強

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朱均偉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許心怡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鄧偉強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林凱傑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黃珮琪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袁可欣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支部支援）
廖雅媛

深水埗東區區總監
易瑞文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
孔維釗
油尖區區總監
黎大恩

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林有根

地域總監
譚國權

助理地域總監（訓練）
岑秀雲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殷斯偉

地域總部總監（幼童軍）
李寶琼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幼童軍）
鄧偉強

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吳翠珊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賴文豐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呂君謙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曾卓醍

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梁國安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霍偉明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黎家昇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詹銘光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鍾俊傑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梁格爾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黃詩曼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楊庭威

地域總部總監（訓練隊管理）
李榮光

助理地域總監（產業）
官文彬

地域總部總監（營地管理）
李嘉輝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營地管理）
蘇家樂

地域總部總監（營地活動）
曾柏祺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營地活動）

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楊澄峰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野外巔峰）
郭信亨

（懸空）

地域總部總監（設備管理）
黃兆佳

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屬會）
盧緒章

副地域總監（公共關係與行政）
梁婉冰

助理地域總監（行政與資源）
郭家暉

地域總部總監（屬會）
何偉文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屬會）

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與傳訊）
劉斯琪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傳訊）
張秀英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資源）
文 傑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發展）
林添杰

（懸空）

地域總部總監（社區參與及服務）
陳倩雯
地域總部總監（國際與內聯）
黃兆芬
地域總部總監（行政與資訊科技）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支援）

（懸空）

（懸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