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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告第 04/2022 號 

2022 年 10 月 21 日 

荃灣區 2022-2023 年度就職典禮事宜 
 

荃灣區童軍會 2022-2023 年度就職典禮舉行日期安排如下，敬請旅團各領袖留

意及預留時間出席： 

 

2022-2023 年度就職典禮 

日期：202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接待：晚上 6 時 30 分 

典禮：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荃灣愉景新城商場 3 樓 ClubOne 愉花園 

  

鄧錦雄會長於就職典禮後設宴招待蒞臨來賓。為方便籌備工作，請旅長/旅團

負責領袖填寫出席資料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或前以電郵/傳真/郵寄/網上填報

方式覆回。 

 

電郵: dc@twdscout.org.hk 
網上表格 

回覆: 

 

 
傳真: 2481 7445 

郵寄: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508 室荃灣區會 

 

一如往年慣常安排，每一旅均預設出席名額(見附件)，請旅長/負責領袖參閱

附件，然後報上出席領袖姓名。因疫情關係，預設名額會有所減少。如需額外

席位，請與區總監商量，執行委員會授權區總監酌情處理。  

 

如出席者是領取童軍獎勵者，請註明；領取童軍獎勵者及區職員等名額將不計

算在旅團最高出席名額，請大家合作以便由區總監安排酒席座位。如有查詢，

請致電 2425 5999 與新界地域活動幹事李小姐聯絡。 

 

因應抗疫要求，出席者需要在活動前進行健康申報，相關資料將稍後通知出席

者，請留意相關要求。 

 

                   區總監 游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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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荃灣/新界  第   旅  

致： 荃灣區區總監  

荃灣區 2022-2023年度就職典禮 
本旅將有以下領袖參加於 2022年 11月 16(星期三)晚上 7時 30分假荃灣愉景新城商場 3樓 ClubOne

愉花園舉行之香港童軍總會荃灣區區務委員會 2022-2023年度就職典禮。 

 

 姓  名 童軍職位 
出席 

就職典禮 

出席 

就職典禮晚宴 
備 註 

1.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4.   是□  否□ 是□  否□  

5.   是□  否□ 是□  否□  

6.   是□  否□ 是□  否□  

7.   是□  否□ 是□  否□  

8.   是□  否□ 是□  否□  

9.   是□  否□ 是□  否□  

10.   是□  否□ 是□  否□  

11.   是□  否□ 是□  否□  

12.   是□  否□ 是□  否□  

*為免重復計算，請填上姓名  *如表格不足，請自行複製 

*如領取童軍獎勵者, 請在備註內註明 *如需額外席位，請與區總監商量 

 

(請在 2022 年 11 月 5 日或前覆回) 

 

負責領袖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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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荃灣區區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旅團預設出席名額 

旅 號 主 辦 機 構 出席晚宴名額 

荃灣區第 1旅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全完第一學校 2 

荃灣區第 2旅 柴灣角聖母領報堂 4 

荃灣區第 5旅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4 

荃灣區第 7旅 荃灣官立中學 2 

荃灣區第 8旅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4 

荃灣區第 9旅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4 

荃灣區第 10旅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2 

荃灣區第 11旅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4 

荃灣區第 12旅 路德會聖十架小學 4 

荃灣區第 14旅 路德會賽馬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4 

荃灣區第 15旅 荃灣潮州公學 2 

荃灣區第 17旅 保良局李城壁中學 2 

荃灣區第 18旅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基慧小學(馬灣) 2 

荃灣區第 20旅 荃灣官立小學 2 

荃灣區第 22旅 荃灣聖芳濟中學 2 

荃灣區第 23旅 荃灣荃景花園第二期業主委員會 2 

荃灣區第 24旅 仁濟醫院(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4 

荃灣區第 27旅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 

荃灣區第 28旅 荃灣天主教小學 2 

荃灣區第 29旅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 

荃灣區第 32旅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2 

荃灣區第 35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2 

荃灣區第 36旅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 

荃灣區第 37旅 寶血會思源學校 2 

荃灣區第 38旅 海壩街官立小學 2 

荃灣區第 42旅 童軍知友社石圍角青少年中心 2 

荃灣區第 46旅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荃灣支會 2 

荃灣區第 47旅 廖寶珊紀念書院 2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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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第 48旅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基慧小學 2 

新界第 1083旅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4 

新界第 1330旅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兒中心 2 

新界第 1394旅 深井靈光小學 2 

新界第 1397旅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海童軍團) 2 

新界第 1440旅 天佑學校 2 

新界第 1497旅 仁濟醫院香港佛光展能中心暨宿舍(一院) 2 

新界第 1514旅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2 

新界第 1564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深井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 

新界第 1637旅 福來村錦全幼稚園 2 

新界第 1683旅 香港童軍總會荃灣區區務委員會 2 

新界第 1700旅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2 

新界第 1716旅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2 

新界第 1723旅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耀良幼稚園 2 

新界第 1784旅 荃威幼稚園 2 

新界第 1821旅 豪景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2 

新界第 1832旅 家庭樹學習支援及兒童發展中心 2 

 

(如需額外席位，請與區總監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