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 

（2014年7月至2014年9月） 

Golden Bauhinia Award, Chief Scout’s Award, Dragon Scout Award and 

Baden-Powell Award List 

(July 2014－September 2014) 

 
 

茲公布完成上述各支部最高進度性獎章之童軍成員名錄如下： 

 

〈甲〉 金紫荊獎章： 

 

港島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李俊輝 港島第二二九旅 梁穎嵐 港島第二三六旅 

羅智賢 港島第二二九旅 林啟諾 港島第二四五旅 

文智鈞 港島第二二九旅 吳蔚楠 港島第二四五旅 

李卓雋 港島第八十旅 梁凱嵐 港島第二四五旅 

關以詠 港島第二四二旅 練錦臻 港島第二六八旅 

黃紫晴 港島第二四二旅 馬敏婷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梁皓鈞 港島第二四二旅 于銘軒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王礎鋒 港島第二四二旅 莊東炎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蔡嘉駿 港島第二四二旅 陳影怡 港島第九旅 

歐安賢 港島第二四二旅 譚嘉杰 港島第九旅 

洪銘璟 港島第二四二旅 溫雋毅 港島第九旅 

潘俊諺 港島第二四二旅 謝承謙 港島第二六三旅 

蔡鼎裕 港島第二四二旅 高子雋 港島第七旅 

陳建元 港島第二四二旅 劉健良 港島第二六八旅 

楊俊睿 港島第七旅 馬浩僑 港島第二六八旅 

何上德 港島第七旅 曾景熙 港島第二六八旅 

鍾雅妃 港島第七旅 馮俊賢 港島第二六八旅 

楊浩勤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吳柏廉 港島第二六八旅 

盧芍錡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吳斯林 港島第二六八旅 

蔡爾霖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鄧駿揚 港島第二六八旅 

唐子朗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陳梓昊 港島第二六八旅 

陳律衡 港島第二○八旅 張榮鑫 港島第二六八旅 

馬熙焌 港島第二○八旅 黃子韜 港島第十四旅 

黃梓軒 港島第二四二旅 譚詩澄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 

陳朗天 港島第二○八旅 鄭翠芝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鄧歷恩 港島第六旅 莫卓禧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江永耀 港島第六旅 許許靖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徐澍森 港島第六旅 羅鑫源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劉力同 港島第六旅 許鈞婷 港島第十八旅 

李子康 港島第六旅 游一越 港島第十八旅 

陳紀遙 港島第六旅 馮嘉禮 港島第十八旅 

陳曉諄 港島第六旅 馮曉禮 港島第十八旅 

關愷文 港島第六旅 譚明欣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谷芷晴 港島第六旅 梁悅心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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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欣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管樂然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黃永強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莫穎妍 港島第六十一旅 

陳兆偉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林峻仟 港島第六十一旅 

梁桐熙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晞諾 港島第六十一旅 

陳曉琳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詩晴 港島第六十一旅 

鄭芷霖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黃卓軒 港島第六十一旅 

陳啓樂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關心怡 港島第六十一旅 

陳詠琛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羅丞亨 港島第一六一旅 

尹鍵焜 港島第二○八旅 石家愉 港島第十六旅 

鄒天樂 港島第二○八旅 顧駿熙 港島第一五三旅 

劉嘉朗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盧敬霖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陳卓琳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羅家俊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鍾栢僖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陳為熙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湯子萱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盧煒霖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張文曦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馮雋皓 港島第一旅 

丁仕朗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梁耀天 港島第一旅 

宋栢言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譚全亨 港島第一旅 

陳顯正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李熙賢 港島第一旅 

何紹霆 港島第二○八旅 楊璥榛 港島第一旅 

區敬林 港島第二○八旅 蔡承祐 港島第一旅 

黃栢樟 港島第二○八旅 李智朗 港島第一旅 

李偉諾 港島第二○八旅 甄文澤 港島第一旅 

繆雋彥 港島第二○八旅 蘇子謙 港島第一旅 

陳柏希 港島第二○八旅 余榮恩 港島第一旅 

何芷珩 港島第一八六旅 何栢廉 港島第一旅 

陳樂延 港島第一八六旅 施孝賢 港島第一旅 

譚樂軒 港島第一八六旅 陳彥鈞 港島第一旅 

錢沛琳 港島第一八六旅 李旻軒 港島第九十九旅 

周昕翹 港島第一一八旅 何禮俊 港島第九十九旅 

周詠雪 港島第一一八旅 鍾敏謙 港島第九十九旅 

關紀揚 港島第二四二旅 劉浩熙 港島第九十九旅 

尹子鐫 港島第十五旅 譚澤潼 港島第九十九旅 

黃柏唯 港島第十五旅 盧亮廷 港島第九十九旅 

許峻瑋 港島第十五旅 陳澤希 港島第九十九旅 

楊展勤 港島第十五旅 郭天行 港島第九十九旅 

吳政垣 港島第十五旅 阮瑋澄 港島第九十九旅 

劉心心 港島第十五旅 區皜銘 港島第九十九旅 

鄭安淇 港島第八十六旅 馮竣煒 港島第九十九旅 

葉文釗 港島第八十六旅 曹灝勤 港島第九十九旅 

張焯然 港島第八十六旅 莊弘匡 港島第九十九旅 

施嘉銘 港島第八十六旅 黎嘉駿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莊焌煒 港島第八十六旅 張展嘉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馬伽俐 港島第一九六旅 劉仁龍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丞緯 港島第一九六旅 陳鎣少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熙朗 港島第七旅 李天佑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何泇汶 港島第一三九旅 謝卓熙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馮永鏗 港島第一三九旅 潘慧芸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歐陽逸朗 港島第一三九旅 何潔瑩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彭樂詩 港島第十四旅 吳朗翹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蔡欣彤 港島第十四旅 陳子蓁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程俊熙 港島第一八六旅 胡喜童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程思穎 港島第一八六旅 嚴嬉婷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羅渟茵 港島第十八旅 呂曉瑩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黃悅桐 港島第十八旅 鄧談天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彥穎 港島第十八旅 劉沁婷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蔡駿暉 港島第七旅 吳官俊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俊亨 港島第七旅 李兆軒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吳天諾 港島第七旅 歐陽天琳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鄭禧泓 港島第七旅 邵日裕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黃俊傑 港島第七旅 崔子軒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俊愷 港島第一一八旅 何潔兒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庭爾 港島第一一八旅 莫潔楓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葉曉澄 港島第一一八旅 卓湕衡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億泰 港島第一一八旅 何竿瑩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馮希晴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 洪瑋苗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郭栢東 港島第七十旅 黃美瑜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盧俊傑 港島第七十旅 陳峻鏗 港島第二六八旅 

梁俊業 港島第七十旅 吳縉纓 港島第一一八七旅 

林芊悠 港島第二二四旅 黃曉彤 港島第一一八七旅 

譚希彤 港島第二三六旅 禇知樂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徐瑋鍵 港島第二三六旅 劉穎軒 港島第一五三旅 

郭行健 港島第二三六旅 何敏鈴 港島第九旅 

郭芷晴 港島第二三六旅 何敏姿 港島第九旅 

陳晉鏗 港島第二三六旅 麥倬甄 港島第九旅 

陳靜瑤 港島第二三六旅 盧淦力 港島第二四三旅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曾浚洛 九龍第十三旅 羅君諾 九龍第十旅 

黃智轅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吳碩楠 九龍第三十五旅 

陳顯允 九龍第七十八旅 劉兆桁 九龍第一三六旅 

劉恩樂 九龍第七十八旅 馬修勤 九龍第一三六旅 

梁雨萌 九龍第七十八旅 陳穎聰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政宜 九龍第七十八旅 余穎熙 九龍第一三六旅 

王璞寰 九龍第七十八旅 朱偉澄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梓浩 九龍第七十八旅 梁詠詩 九龍第一三六旅 

何晉毅 九龍第七十八旅 邱寶華 九龍第一三六旅 

李綽瑤 九龍第七十八旅 邵柏均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淑鈞 九龍第七十八旅 紀崇楷 九龍第七十五旅 

倫素淇 九龍第七十八旅 李承匡 九龍第七十五旅 

梁幸翹 九龍第七十八旅 翁毅勤 九龍第七十五旅 

惲葦琪 九龍第七十八旅 鄧敬滔 九龍第七十五旅 

馬銘聰 九龍第七十八旅 彭嘉宏 九龍第七十五旅 

江子正 九龍第七十九旅 文尉冲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嘉妍 九龍第二○五旅 羅羅喬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婥珩 九龍第二○五旅 何明德 九龍第七十五旅 

曹瓊月 九龍第二○五旅 李俊提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祐滇 九龍第二九○旅 冼日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黎文杰 九龍第二九○旅 葉承軒 九龍第七十五旅 

廖朗均 九龍第二九○旅 袁樂勤 九龍一二○一旅 

何敬軒 九龍第二九○旅 卓逸朗 九龍一二○一旅 

李佩盈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朱諾謙 九龍一二○一旅 

區筠宜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黎臻岐 九龍一二○一旅 

黃兆軒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鄧鄧璞 九龍一二○一旅 

黃英揆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何展樂 九龍一二○一旅 

汪峻暉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李思彤 九龍一二○一旅 

蔡睿軒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浩霖 九龍一二○一旅 

林文樂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莊晁瑋 九龍一二○一旅 

何彥淇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夏詠欣 九龍一二○一旅 

王淑怡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智恒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汪嘉朗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鄭智豪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姚澤謙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賴文熙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謝梓彥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姚佩霖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蔡熙恩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袁楚翹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林曉琪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鄭凱柔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何綽怡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羅仲禧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趙浩釗 九龍第一三五八旅 黃瑋嵐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趙展鋒 九龍第一三五八旅 胡杏兒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莫朗鉎 九龍第一三五八旅 趙珈慧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馬曉承 九龍第一三五八旅 霍力恒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馬卓衡 九龍第四十二旅 葉宛霖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陳靖其 九龍第四十二旅 何竑樂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鍾歷洋 九龍第四十二旅 明倍鋅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陳鋑澔 九龍第四十二旅 黃梓翹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陳柏豪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周雋欣 九龍第二十一旅 

楊綽怡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廖子賢 九龍第二十一旅 

周亮均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陳彥如 九龍第二十一旅 

張晉僖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余啟謙 九龍第二十一旅 

鄧穎琳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方景縉 九龍第二十一旅 

許多欣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曾健灝 九龍第二十一旅 

馬梓晉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潘劻廷 九龍第二十一旅 

王嘉欣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蘇俊熹 九龍第二十一旅 

許家晞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鄧嘉文 九龍第一○九九旅 

霍煒晴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盧樂瑤 九龍第一○九九旅 

黃靖閔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盧綽曦 九龍第一○九九旅 

饒倚菁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楊巧慜 九龍第一○九九旅 

吳東霖 九龍第十八旅 蕭竑彥 九龍第一三七○旅 

潘世軒 九龍第十八旅 李詠愛 九龍第一三七○旅 

周彥朗 九龍第十八旅 黃濬婷 九龍第一三七○旅 

王皓泓 九龍第十八旅 林楚雯 九龍第一三七○旅 

徐易雲 九龍第十八旅 施可瑩 九龍第一三七○旅 

符傳希 九龍第十八旅 李賀龍 九龍第三十三旅 

廖采瑤 九龍第十九旅 陳彥如  九龍第三十三旅 

蔡樂妍 九龍第十九旅 劉子謙 九龍第三十三旅 

楊寧心 九龍第十九旅 李澤鋮 九龍第三十三旅 

阮樂思 九龍第十九旅 陳彥瑋 九龍第三十三旅 

冼曦桐 九龍第十九旅 鄧銳銘 九龍第三十三旅 

余歷陶 九龍第十九旅 洪浩林 九龍第五十四旅 

何奕恆 九龍第十九旅 吳文豪 九龍第五十四旅 

林政賢 九龍第十九旅 鍾超浚 九龍第五十四旅 

何希彤 九龍第十九旅 李羨汶 九龍第九十旅 

林靜嵐 九龍第十九旅 李廷之 九龍第九十旅 

冼曦瑶 九龍第十九旅 范啟晉 九龍第九十旅 

張僖彥 九龍第十九旅 張晉瑋 九龍第九十旅 

曾子諾 九龍第十九旅 劉子維 九龍第九十旅 

傅梓竣 九龍第一八九旅 陳嘉喬 九龍第九十旅 

何晉熙 九龍第一八九旅 黃偉泰 九龍第一八七旅 

周晉希 九龍第一八九旅 曾頌壹 九龍第一九四旅 

黃子樂 九龍第一八九旅 林樂天 九龍第一九四旅 

李尚仁 九龍第十七旅 麥思銘 九龍第二二七旅 

包津銘 九龍第十七旅 袁天樂 九龍第二二七旅 

紀昭丞 九龍第十七旅 錫守雋 九龍第二二七旅 

蔡文睿 九龍第十七旅 黎嘉禧 九龍第二二七旅 

游鈞陶 九龍第十七旅 譚思敬 九龍第二二七旅 

李銘軒 九龍第十七旅 李駿亨 九龍第二二七旅 



陳沛乾 九龍第十七旅 陳俊傑 九龍第一三○四旅 

陳昊廷 九龍第十七旅 吳傑成 九龍第一三○四旅 

蕭睿僖 九龍第十七旅 趙澤浩 九龍第一三○四旅 

袁正浩 九龍第十七旅 蔡錦培 九龍第一三○四旅 

龔亮恒 九龍第十七旅 鄧瑋韜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張卓彥 九龍第十七旅 董卓樺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李家宏 九龍第十七旅 魏鴻威 九龍第一六○二旅 

鄭鈞皓 九龍第十七旅 胡泉霖 九龍第一六○二旅 

鍾浩泓 九龍第十七旅 伍子朗 九龍第一六○二旅 

鄧迪熙 九龍第十七旅 李炫宙 九龍第一六○二旅 

甄廷翰 九龍第十七旅 李鎂淇 九龍第三旅 

鍾長喆 九龍第四十一旅 何庭恩 九龍第三旅 

朱錫坤 九龍第五十一旅 蘇致韜 九龍第三旅 

余頌嫺 九龍第五十一旅 周柏年 九龍第四十八旅 

何曉怡 九龍第五十一旅 林芷慧 九龍第四十八旅 

蔡盈盈 九龍第五十一旅 梁杰威 九龍第四十八旅 

何浩聲 九龍第五十一旅 陳浩興 九龍第四十八旅 

陳玨熙 九龍第五十三旅 黃芷婷 九龍第四十八旅 

湯柏謙 九龍第五十三旅 朱曉瑩 九龍第四十八旅 

陳玨維 九龍第五十三旅 陳樂宜 九龍第四十八旅 

林智樂 九龍第五十三旅 郭梓城 九龍第四十八旅 

曾敬軒 九龍第一四○旅 黃子軒 九龍第一八八旅 

周瀚謙 九龍第一四○旅 吳子謙 九龍第六十二旅 

李偉隆 九龍第一四○旅 蔡喬峰 九龍第六十二旅 

陳中顥 九龍第一六一旅 吳銘曦 九龍第六十二旅 

林思雅 九龍第一六一旅 方智仁 九龍第四十八旅 

梁栢晴 九龍第一六一旅 曾可蕎 九龍第一七○五旅 

劉家強 九龍第一六一旅 林浩楓 九龍第二十一旅 

李卓樺 九龍第一六一旅 張淦雄 九龍第一○○旅 

麥漢杰 九龍第一六一旅 張淦程 九龍第一○○旅 

陳凱耀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周豫廉 九龍第一○○旅 

周鈞濤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楊芷澄 九龍第一○○旅 

曾雋寧 九龍第七十六旅 戴文禮 九龍第一○○旅 

梁譯文 九龍第七十六旅 古尹青 九龍第一○○旅 

高文軒 九龍第七十六旅 雲穎薇 九龍第一○○旅 

莫嘉詠 九龍第七十六旅 黃韻然 九龍第一○○旅 

易妙詩 九龍第七十六旅 陳鼎言 九龍第一○○旅 

林婷欣 九龍第七十六旅 李嘉儀 九龍第一○○旅 

何志傑 九龍第七十六旅 黃采盈 九龍第五十七旅 

莫嘉齡 九龍第七十六旅 彭振熙 九龍第五十七旅 

張茵恩 九龍第七十六旅 朱穎玲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黃佩雯 九龍第七十六旅 柳皓文 九龍第五十七旅 

蔡嘉穎 九龍第七十六旅 蔡依楠 九龍第六十一旅 

王心瑩 九龍第七十六旅 何崇熙 九龍第六十一旅 

柯壽楠 九龍第十旅 郭承浠 九龍第七十三旅 

徐宏凱 九龍第十旅 鄧浩霖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周盛邦 九龍第十旅 黃黃正 九龍第七十三旅 

徐宏宇 九龍第十旅 簡德仲 九龍第七十三旅 

陳俊錡 九龍第十旅 馮建璁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何聿禧 九龍第十旅 吳紀因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陸綽彥 九龍第十旅 胡恩熙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伍嘉政 九龍第十旅 何旻翀 九龍第十三旅 

陳嘉灝 九龍第十旅 謝智朗 九龍第十三旅 

李晧宏 九龍第十旅 黃家俊 九龍第十三旅 

陳柏熹 九龍第十旅 周洛行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袁頌衡 九龍第十旅 潘嘉行 九龍第二四九旅 

關關傑 九龍第十旅   

    

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梁皓寧 東九龍第二七八旅 李楚炘 東九龍第一○七○旅 

朱嘉進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張智浩 東九龍第一○七○旅 

彭愉晴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蔡蔡樂 東九龍第一○七○旅 

田珮妏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林可儀 東九龍第一○七○旅 

李皓賢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文詩韵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梁芃蓉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曾美思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何栢倫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梁紫珊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黃健祥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曾美怡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鄭昊霖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曠興鴻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王啟政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梁紫琪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賴永樂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余俊軒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鍾文海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黃塏潤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蘇智恒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袁嘉儀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蕭詠淇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廖慧琳 東九龍第二三八旅 

鍾名昀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鄭傑文 東九龍第一一○三旅 

吳磊燁 東九龍第二三○旅 潘俊謙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陳凱垌 東九龍第二三○旅 馮峻霆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田寧熙 東九龍第二三○旅 梁晉珞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曾諾晞 東九龍第二三○旅 李宏信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尹家昕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馬健恆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鄭樂怡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黃紀行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劉諾希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高政棋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鍾麗盈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楊子聰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姚俊軒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蕭澤亨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郭梓泓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賴啟軒 東九龍第十五旅 

陸星文 東九龍第二七八旅 黃煒創 東九龍第十五旅 

陳灝宏 東九龍第二七八旅 姚采嵐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李卓玟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謝健熙 東九龍第二三○旅 

許家傑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趙必浩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陸秉枝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林泳怡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曾梓恒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胡芯瑜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陳穎妍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胡子淇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鄭穎姸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王肇康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陳祉頤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蔡慧勤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曾詠嵐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陳志鋼 東九龍第五旅 

黃景臻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伍曉彤 東九龍第五旅 

黃靖荇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楊諾心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趙樂然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廖君澤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馮沛蔚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蔡承縉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俊宇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何鍵靈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張葦晴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胡綽桐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蘇穎琳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黃諾勤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翠瑜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王王濤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方春媚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顧芷寧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何梓軒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鄧芷蔚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洪朗羲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溫婉茵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陳陳悅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何焯僑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周梓浩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趙偉賢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梁澤森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謝明曉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關瑞霖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謝弘希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翁正德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葉晴昍 東九龍第二十旅 

張子誠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郭穎怡 東九龍第二十旅 

張凱彥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鄭保旋 東九龍第二十旅 

黃凱琳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簡鈺瑩 東九龍第二十旅 

劉倬銘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萬樺 東九龍第二十旅 

顧浚希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顏文亮 東九龍第二十旅 

黃燕清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梓灝 東九龍第二十旅 

鄭伊琳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楊竣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麥睿恒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鍾瑋燃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文苑森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鄺敏婷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陳語珩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李達生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夏偉舜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游昆熹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陳遴兆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楊愷謠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洪顯揚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黃嘉穎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黃俊彥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關尚禮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岑志軒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陳潁熹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曾茹茵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朱羨桐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何珮琪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甘子諾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祁洛敏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梁庭彰 東九龍第五旅 

吳鈺渝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楊鐵樑 東九龍第一一○三旅 

曹穎妍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蘇美斯 東九龍第一一○三旅 

關宏軒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譽志煒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黃雋泓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何宇軒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徐瑋聰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蘇綺晴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陳子軒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陳勇芬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鄭浩然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鄧逸宜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梁旭希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黃卓元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蘇朗恆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馬韻晴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張翰峰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藍婉柔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劉迅謙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金希 東九龍第十八旅 

郭善漳 東九龍第二六○旅 張嘉琪 東九龍第十八旅 

蔡沛晴 東九龍第二六○旅 盧巧程 東九龍第十八旅 

梁雋浩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畢嘉怡 東九龍第十八旅 

楊楊洋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鄭詩敏 東九龍第十八旅 

柯俊威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林淑儀 東九龍第十八旅 

林家穗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馮孝基 東九龍第十八旅 

林潔瑩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余偉樂 東九龍第四十旅 

姚曉琳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翁偉傑 東九龍第四十旅 

李旻諾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吳卓謙 東九龍第四十旅 

何駿霖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鄺芷晴 東九龍第四十旅 

劉宗熹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李兆暉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方林穎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羅淖芝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蔡巧榆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徐柏熙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李德賢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黃永棋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黃泳銣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王祖恩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宗楷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張雅媛 東九龍第十二旅 

    

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洪洪毅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黎叙廷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楊昕霖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陳穎琳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吳吳勉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羅恬瑩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梁明怡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潘俊熹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劉慎敏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鄒浩楠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顏俊禧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鄧穎哲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梁倬諾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梁曉琳 新界第一七五○旅 

李昊揚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周澤鈿 屯門西第九旅 

徐仲騫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陸嘉豪 屯門西第九旅 

梁竣盛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張清毅 新界第一一○○旅 

陳焯熙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連曉樂 新界第一一○○旅 

林嘉軒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宋卓宜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羅景曦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羅子軒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梁承祖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林祖輝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黃昊雲 新界第一三六四旅 馮秋嵐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馮彥霖 十八鄉第九旅 李嘉穎 新界第一○九八旅 

賴曉嵐 十八鄉第九旅 許漢烯 新界第一○九八旅 

張咏瑜 十八鄉第九旅 羅晧綸 屯門西第三旅 

鄺文佳 十八鄉第九旅 李彥珊 屯門西第三旅 

梁梓霖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冼博聞 屯門西第三旅 

羅穎桐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尹紫晴 屯門西第三旅 

吳兆鋒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譚卉嵐 屯門西第三旅 

林卓諺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許浚傑 屯門西第三旅 

袁樂孜 元朗西第十四旅 周經峻 屯門西第三旅 

魏葆葓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吳鎵棟 屯門西第三旅 

黃禮謙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劉奐希 屯門西第三旅 

陳盈莉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賴永輝 屯門西第三旅 

曾梓槐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何卓軒 屯門西第三旅 

黃曦琳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洪嘉灝 屯門西第三旅 

張宇盛 荃灣第四十六旅 關賀文 屯門西第三旅 

邱鉊棋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蘇衍鋒 屯門西第三旅 

林家慶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李樂勤 屯門西第三旅 

梁愷埕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潘偉然 屯門西第三旅 

陳紀甄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譚志宇 屯門西第三旅 

湯卓楠 荃灣第二十八旅 麥曉晴 屯門西第三旅 

洪逸熹 荃灣第二十八旅 陳君耀 屯門西第三旅 

區子朗 荃灣第二十八旅 李芷盈 屯門西第三旅 

龔倢銳 荃灣第二十八旅 曾建龍 屯門西第三旅 

陳沛琦 荃灣第二十八旅 梁凱珊 屯門西第三旅 

楊佩頴 荃灣第二十八旅 彭仲賢 屯門西第三旅 

陳蒨穎 荃灣第二十八旅 沙沐華 屯門西第三旅 

梁國熙 荃灣第二十八旅 許偉榛 屯門西第三旅 

林棹昕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 鄧夢嬋 屯門西第三旅 

梁梓軒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陳肇聰 屯門西第三旅 

賴曉慧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張楚承 屯門西第三旅 

吳穎珊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關詠瑜 屯門西第三旅 

陳鍵豪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杜頌然 新界第一一一二旅 

馬偉洛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蘇子濤 荃灣第十一旅 

譚卓南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孔穎朗 荃灣第十一旅 

黃詩嵐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郭聿維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劉杏珊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曾鎧燁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毅衡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鄭富行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鄧綺敏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郭汶晉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王鍚賢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謝芷妍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黃晶瑩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業俊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方熙延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曾佩珊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李卓妍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樂勤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梁詩妤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李柏彥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莫雅茵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馮俊熹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范卓瑩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吳萱萱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鄧源儀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李嘉晴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岑小倫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鄭紫迎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黃峻輝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李悅嘉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何浩楠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文顯桓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李俊軒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姚浩賢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胡纓曈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李子聰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紀若彤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黃卓禮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馮鎮濠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李明彥 青衣第三十旅 

何焯森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呂仲煕 青衣第三十旅 

李文傑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曾亭菲 青衣第三十旅 

黃樂潁 北葵涌第十旅 甄志坤 青衣第三十旅 

曾昫瞳 北葵涌第十旅 溫采茵 荃灣第五旅 

王僖賢 北葵涌第十旅 黃煥傑 荃灣第五旅 

黎嘉俊 北葵涌第一旅 黃煥彤 荃灣第五旅 

林子晴 北葵涌第一旅 魏浚鎕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歐卓林 北葵涌第一旅 張紫晴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雷冠誠 北葵涌第一旅 李穎桐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周正楠 荃灣第九旅 葉建廷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李諾恒 荃灣第九旅 馮綽盈 荃灣第二十三旅 

洪銘鍵 荃灣第九旅 廖俊羽 荃灣第二十三旅 

鄧耀楠 荃灣第九旅 梁振謙 荃灣第二十三旅 

羅穎萱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永軒 元朗西第七旅 

伍軒成 元朗西第十四旅 鄧卓桓 元朗西第七旅 

陳慧心 離島第十八旅 丁樂勤 元朗西第七旅 

郭希汶 離島第十八旅 黃梓德 元朗西第七旅 

梁梓鋒 離島第十八旅 陳梓俊 元朗西第七旅 

蕭洛沂 離島第十八旅 朱韋建 元朗西第七旅 

蔡依婷 離島第十八旅 何盈熙 元朗西第七旅 

吳雋韜 離島第二十旅 林希橦 元朗西第七旅 

蘇庭睿 離島第二十旅 文苑梅 元朗西第七旅 

霍衍晴 離島第二十旅 王傑民 元朗西第七旅 

黃展佑 離島第二十旅 曾瑋霆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何安生 離島第二十旅 趙忠誠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阮思康 新界第一六九○旅 袁樂珈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劉昌泰 新界第一六九○旅 葉慧芝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戴子晴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譚可頤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陳俊輝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羅官博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何俊頤 十八鄉第二旅 陳曉程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蔡家俊 十八鄉第二旅 彭俊熙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莊卓燃 十八鄉第二旅 林栢宇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陳灝軒 新界第一六五四旅 李鴻駿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麥毅朗 新界第一六五四旅 彭泳晴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唐晞嵐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吳沚螢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梁嘉元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梁然政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林樂天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蘇凱棋 離島第二十二旅 

郭展旻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黃鏊哲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黃景頤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李頌然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金英博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徐樂昌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唐婉瑋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劉羨慈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湯滌泓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顏翠翠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鄭淳禧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顏翡翡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葉正希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潘諾謙 屯門東第二十一旅 

陳澤迅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任家俊 屯門東第二十一旅 

龔銳旻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曾健斯 屯門東第二十一旅 

洪潮行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區駿煒 屯門東第二十一旅 

陳凱婷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陳鎮熙 屯門東第二十一旅 



陳嘉浩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張子健 新界第一五三五旅 

黃柏朗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曾浩文 新界第一五三五旅 

劉劉臻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凌子豪 新界第一五三五旅 

馮熙霖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黃明莉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張凱童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梁玉芊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李雅城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賴浩森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黃泳心 元朗西第十五旅 葉駿皜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盧凱欣 元朗西第十五旅 葉文軒 新界第一○八三旅 

李家瑋 元朗西第十五旅 林凱祈 元朗西第十五旅 

黃頌靈 元朗西第十五旅 黎家櫻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梁凱喬 元朗西第十五旅 黎澔潼 荃灣第十四旅 

趙趙浚 元朗西第十五旅 廖浚希 荃灣第十四旅 

黃禮妍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李植豐 荃灣第十四旅 

鄭偉航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鄺焯軒 荃灣第十四旅 

鄧海澄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衛子謙 荃灣第十四旅 

張樂軒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林樂怡 元朗西第十五旅 

楊卓就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李俊亨 元朗西第十五旅 

陶樂謙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劉穎欣 元朗西第十五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杜嘉樂 雙魚第二十旅 程加希 大埔南第二旅 

黃詩晴 雙魚第二十旅 李希朗 大埔南第十七旅 

林嘉欣 雙魚第二十旅 陳姵希 大埔南第十七旅 

鍾敏桐 雙魚第二十旅 張騏鏗 大埔南第十七旅 

何家傑 雙魚第二十旅 張守一 大埔南第十七旅 

李進新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嚴嘉欣 大埔南第十七旅 

歐陽鳳然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劉海博 大埔南第十七旅 

劉靜琪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蔡俊曦 大埔南第十七旅 

桂穎瑜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葉尚志 大埔南第十七旅 

蘇沛樺 沙田東第八旅 梁宇軒 大埔南第十七旅 

曾文杰 雙魚第五旅 汪昀諾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張鍵軒 雙魚第五旅 吳濼瑤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廖英程 雙魚第五旅 鍾漢瑜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黃子龍 雙魚第五旅 陳卓穎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陳科名 雙魚第五旅 尹譔祺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曾文軒 雙魚第五旅 曾雋滐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鄭鄭喬 雙魚第五旅 李楚煊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李縉楠 雙魚第五旅 張梓烯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尹紫豪 雙魚第五旅 朱頌揚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蔣世財 雙魚第五旅 張民駿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梁凱喬 雙魚第五旅 羅子翔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吳學謙 雙魚第五旅 莫柏熙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周政羽 雙魚第五旅 張建豪 大埔北第五十五旅 

鍾華國 雙魚第五旅 陳皓朗 大埔北第五十五旅 

梁紋傑 雙魚第五旅 羅樂途 大埔北第五十五旅 

曾柏衡 璧峰第六旅 李永康 大埔北第十七旅 

曾誠謙 璧峰第六旅 陳嘉輝 大埔北第十七旅 

田寶儀 璧峰第六旅 梁景稀 大埔北第十七旅 

楊天恒 璧峰第六旅 陳泓樂 大埔北第十七旅 

袁竣希 璧峰第六旅 卜偉桓 大埔北第十七旅 

袁昇瑜 璧峰第六旅 徐浩臻 大埔北第十七旅 

陳永諾 璧峰第六旅 劉峻銘 大埔北第十七旅 

王尉靈 璧峰第六旅 伍均晞 大埔北第十七旅 

劉倬睿 璧峰第六旅 馬澤垣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黎家妤 新界東第一六二九旅 凌宇航 大埔北第十七旅 

王惠玲 新界東第一六二九旅 余銘謙 大埔北第十七旅 

何俊朗 新界東第一六二九旅 尹曉楠 大埔北第十七旅 

郭澤禮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鍾順宜 大埔北第十七旅 

蔡其全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蘇蘇蕊 大埔北第十七旅 

諶穎希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高于婷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黃熹濼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羅靖榕 大埔北第十七旅 

葉沛綸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林希婷 大埔北第十七旅 

鄭雋傑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侯少欣 大埔北第十七旅 

梁凱晴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金樂庭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黃賢珩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蔡旻希 大埔北第十七旅 

袁嘉謙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鄺寶堯 大埔北第十七旅 

張俊軒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周詩雨 大埔北第十七旅 

冼俊希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莊鈞而 大埔北第十七旅 

鄺天寶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王煒琪 大埔北第十七旅 

馬寶兒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何晴希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黃萬蕾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徐嘉泳 大埔北第十七旅 

梁加齊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嚴靖盈 大埔北第十七旅 

陳愉童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何芷彤 大埔北第十七旅 

唐穎湉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李煒琳 大埔北第十七旅 

丁可妍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李羲言 大埔北第十七旅 

袁詩晴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仇飛瀅 大埔北第六旅 

崔康嵐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伍穎堯 大埔北第六旅 

曾愛瓏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蘇錦華 大埔北第六旅 

彭珮珩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陳駿謙 大埔北第六旅 

李希哲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蘇卓廉 大埔北第六旅 

馬穎心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梁琳惠 大埔北第十八旅 

區朗楷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鍾卓岐 大埔北第十八旅 

鄭竣瑋 沙田東第十八旅 羅嘉棋 大埔北第十八旅 

冼芷圻 沙田東第十八旅 黃健朗 大埔北第十八旅 

徐州贏 沙田東第十八旅 梁星朗 大埔北第十八旅 

黃廸漳 沙田東第八旅 文梓聰 大埔北第十八旅 

鄧理程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梁穎恒 大埔北第十八旅 

何冠穅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計竣傑 大埔北第十八旅 

莫晧樟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王肇楠 大埔北第十八旅 

林芷希 沙田東第八旅 羅嘉煒 大埔北第十八旅 

葉心怡 沙田東第八旅 莫子賢 大埔北第十八旅 

倪欣鈴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張蔚晴 大埔北第十七旅 

陳紀衡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李梓齊 大埔北第十七旅 

杜詠晞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江可柔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黎正己 沙田南第一旅 梁皓晴 大埔北第十七旅 

梁綽人 沙田南第一旅 何綽琳 大埔北第十七旅 

楊家俊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李誦洭 大埔北第十七旅 

周智浩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梁瑜希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李樂堯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朱浩維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李穎琳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楊樂融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熊敏韜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張芷穎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趙梓軒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凌振諾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蔡文軒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曾憲立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馬傲翹 沙田南第十六旅 鄭翹樂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羅子浩 沙田南第十六旅 黃晞悅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阮承杰 沙田南第十六旅 傅子謙 沙田西第一一一○旅 

鄭凱盈 璧峰第十六旅 黃焯怡 沙田北第十旅 

曾茵妍 璧峰第十六旅 蘇嘉雯 沙田北第十旅 

蘇愛欣 璧峰第十六旅 陳樂天 沙田北第一五一二旅 



吳亦宇 璧峰第十六旅 王希言 沙田北第一五一二旅 

鄭舒玥 璧峰第十六旅 譚鎧澄 沙田北第十九旅 

李栢軒 璧峰第十六旅 鍾展陞 沙田北第一旅 

劉咏雯 璧峰第十六旅 陳俊銘 沙田北第一旅 

譚玉瑩 璧峰第十六旅 關天舜 沙田北第五旅 

李綺彤 璧峰第十六旅 林卓鋒 沙田北第五旅 

黃嘉滢 璧峰第十六旅 吳雨芯 沙田北第五旅 

殷浩雲 大埔南第二旅 張庭徽 沙田北第五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Brandon MOK 九龍第一九二旅 Chelsea Summer LAM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onattan RIGG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David LAU Yu-h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Gabrielle Ceri THOMA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Dilys YEUNG Yan-s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YEUNG Ho-wa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Haysus WONG Yik-he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drian LAW Ching-yat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obert LEONG Cho-lap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lvin HO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Keannu RIM Chun-he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my YAM Hiu-chi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uc HUNG Yat-ch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Beatrice SUNG Yan-y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om MORG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Bennet SO Yuk-h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Sharon WONG So-o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Brendan MAH Hao-y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alisa CHAN Tai-p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AN Pak-m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imothy CHAN Ngai-ch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arisse K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Xavier WONG Hei-chit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余晧彰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賴慧珊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李逸鍇 九龍第八海童軍旅 余家振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鄧澤權 九龍第十二旅 馮潤林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謝悅童 九龍第十二旅 趙浩雲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陳晞怡 九龍第九十三旅 馮毅致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朱賢琪 九龍第九十三旅 蔡紀玉 東九龍第一四七二旅 

劉佩思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吳文灝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何朗妍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阮軒澄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張嘉濠 東九龍第二○○旅 高詠康 離島第十八旅 

李銘濰 東九龍第二○○旅 黃芍誼 離島第十八旅 

李鎧翎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馮兆源 屯門東第四十三旅 

Samuel THOO 港島第三十六旅 岑驊津 屯門東第四十三旅 

程景濤 銀禧第一六八九旅 梁展丰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王得維 銀禧第一六八九旅 莫嘉慧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楚天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黃聖研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梁梓瑩 九龍第十九旅 李硯博 大埔北第六旅 

鄭悅軒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 袁昇瑋 璧峰第六旅 

湯禮謙 沙田南第二十九旅 麥浚傑 大埔北第十二旅 

周易兒 大埔北第十旅 黎俊軒 港島第十六旅 

李沚叡 大埔北第十旅 陳凱欣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廖俊傑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蕭栢豪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梁頌詩 新界東第一六五七旅 蘇以婷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老浚毅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陳名琳 荃灣第八旅 

周博彥 銀禧第二十九旅 關穎聰 荃灣第十一旅 

李俊民 港島第十二旅 趙家熙 南葵涌第三十九旅 

陳浩丞 港島第五十一旅 葉嘉媛 南葵涌第三十九旅 

羅銳泓 港島第六十旅 盧絲煥 南葵涌第三十九旅 

羅倩彤 港島第二三六旅 吳紫慇 南葵涌第三十九旅 



歐陽嘉蔚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陳頌文 北葵涌第十三旅 

王詩詠 九龍第二十一旅 趙良駿 北葵涌第十三旅 

廖建鈞 九龍第四十三旅 何美婷 北葵涌第十三旅 

沈君浩 九龍第一三六旅 李夢嬌 北葵涌第十三旅 

雅雲娜 荃灣第二十九旅 羅子桓 北葵涌第十三旅 

關俊浩 青衣第十二旅 譚曉欣 北葵涌第十三旅 

黎雪粦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王君杰 北葵涌第十三旅 

帥詠恩 屯門西第四十四旅 王銘深 北葵涌第十三旅 

錢卓熙 十八鄉第二十旅 黃梓量 北葵涌第十三旅 

郭子宏 十八鄉第二十旅 丘曉晴 北葵涌第十三旅 

陳浩廣 大埔北第六旅 邱永康 北葵涌第十三旅 

何倩菁 大埔北第十二旅 李耀尊 青衣第十二旅 

岑靖桐 大埔北第十二旅 吳焯曦 青衣第二十二旅 

何家慧 大埔北第五十五旅 黎昀銜 離島第十八旅 

陳倩琪 璧峰第六旅 黃黃婕 離島第十八旅 

關俊謙 璧峰第六旅 吳聖羲 屯門東第四十三旅 

譚朗甡 璧峰第六旅 周進平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盧錦慧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梁鍵和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鄭之鳴 港島第十七旅 阮文詩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梁穎琛 港島第一○一旅 嚴鎮海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莊汶琛 港島第一三九旅 葉承恩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陳欣彤 港島第二五五旅 姚嘉欣 新界第一○八一旅 

何仲琛 港島第二六一旅 梁智敏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許肇桓 港島第二六一旅 周鈺霖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洪耀華 港島第二六一旅 梁俊傑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劉俊偉 港島第二六一旅 葉錦欣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胡楚鋒 港島第二六一旅 饒饒龍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劉世鏗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CHUNG Ngai-lam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梁皓銓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Marcus CHUI Ming-y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李芷泓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李嘉昇 九龍第十一旅 

余啟燊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方頌閔 九龍第二十一旅 

容煒倫 九龍第十一旅 鄧振東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盧建豪 九龍第十八旅 唐熙晉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葉瑞成 九龍第十八旅 黃雪瑩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巫湘儀 九龍第十九旅 朱鴻章 荃灣第二十三旅 

黃令詞 九龍第三十旅 陳子心 離島第十八旅 

馮寶茹 九龍第六十七旅 李君耀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黃樂沂 九龍第九十三旅 蔡斯琳 元朗西第五旅 

林靄誼 九龍第一○○旅 范沛琳 元朗西第五旅 

劉永鴻 九龍第一三六旅 葉忠霖 元朗西第十四旅 

何樂庭 九龍第二○五旅 歐陽愛恩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簡嘉樑 九龍第二○五旅 周淑嫻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歐柏燊 九龍第八海童軍旅 黃敏莊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區穎琦 九龍第三十五旅 鄭駿餘 沙田東第十八旅 

羅曉嵐 九龍第三十五旅 周穎淳 沙田東第十八旅 

司徒卓諾 九龍第四十八旅 包詠茵 沙田東第十八旅 

梁銘豪 九龍第六十七旅 黃曉忻 沙田西第十五旅 

莫峻明 九龍第六十七旅 黃皓光 大埔南第八旅 

何啟弘 九龍第一三八旅 馬浩斌 大埔南第十一旅 

王穎祈 九龍第二五○旅 鄭學謙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譚伊汶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蔡潔瑩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楊皓然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黎睿忻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陳彥宏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林芷棋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方鈞豪 港島第一旅 吳梓源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林朗軒 港島第一旅 蕭巧琳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張東博 港島第五旅 梁鈞嵐 大埔北第十旅 

鍾昇延 港島第六旅 李澤瑜 大埔北第十旅 

姚俊賢 港島第六旅 伍絲行 大埔北第十二旅 

陳祉滔 港島第九旅 李泳欣 大埔北第十七旅 

鄔宛恩 港島第九旅 林樂怡 璧峰第七旅 

陳偉傑 港島第十六旅 梁振熙 璧峰第七旅 

陳心淇 港島第三十三旅 黃智健 璧峰第七旅 

唐文軒 港島第四十八旅 李潔儀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葉嘉煒 港島第一二五旅 施曉曦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劉曉聰 港島第二六一旅 余祉欣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 

蘇鎮堯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羅子泓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莫浚廷 港島第一五九○旅 莊靖衡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伍啟峯 東九龍第十旅 林思和 新界東第一六四四旅 

周仲然 東九龍第十五旅 顏輔宏 大埔南第二旅 

陳尚煒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林宛瑩 沙田東第十八旅 

姚俊暉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王譽霖 港島第一一八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徐樂賢 大埔北第十旅 楊子聰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梁浩暉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周灝賢 荃灣第二十四旅 

陳達江 東九龍第一三四二旅 黃欣俊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 

杜凱雯 港島第一三九旅 黃瑋霖 東九龍第一五四九旅 

梁鴻健 港島第一五三旅 陳天濠 東九龍第一五四九旅 

歐淑貞 港島第一七四旅 鄭熹駿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 

陳曉茵 港島第一五九旅 郭浩文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曾俊傑 九龍第五十三旅 黃俊偉 九龍第三旅 

譚玉環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劉子豪 東九龍第一六八旅 

龔子珊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 劉子傑 東九龍第一六八旅 

鄺婉婷 九龍第六十一旅 黃熙雯 九龍第二○五旅 

王文軒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葉匡政 港島第十旅 

譚善文 港島第一○一旅 蘇文正 九龍第十旅 

郭豐霖 港島第三十五旅 岑卓謙 大埔南第八旅 

莊晞彤 大埔南第八旅 區浚強 九龍第二○五旅 

蘇文鋒 荃灣第五旅 黎欣穎 九龍第二五七旅 

王健斌 九龍第三旅 梁嘉恩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尹樂儀 九龍第三旅 趙淦康 九龍第一二二旅 

宋嘉偉 離島第二十二旅 葉芷恩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 

姚梓皓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張兆沖 大埔南第十一旅 

倫裕景 青衣第二十二旅 陸萃雯 大埔南第八旅 

何嘉裕 九龍第二十一旅 董惠瑤 離島第十八旅 

全詠彤 九龍第五十四旅 史啟賢 離島第十八旅 

張可忠 荃灣第二十四旅 林仲綸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譚奕軒 沙田西第二十旅 吳小湄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 

鄧婉婷 元朗西第十四旅 區灼鏗 九龍第一五八○旅 

鄭珏瑩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葉朗恩 元朗西第十四旅 

吳志樂 北葵涌第十旅 羅修力 雙魚第四旅 

陳素芯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   

 

 



以上各獲奬人士嘉許活動將於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之2014年香港童軍大

會操中進行，請各獲獎人士預留時間出席，詳情經已另函個別通知。 

 

上述各支部之最高進度性獎章全年均接受申請，有關「金紫荊奬章及證書申請表」必須交回所屬

地域辦事處作最後審批，詳情可參閱2013年1月15日發出之活動通告第7/2013號；而總領袖獎章、榮

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申請表連同所需證明文件副本須於2015年9月15日前送達青少年活動署，經

審批後，獲獎成員方可在2015年香港童軍大會操中接受嘉許。 

 

 

青少年活動總監  吳家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