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 

（2016年8月至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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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en-Powell Award List 

(August 2016－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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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仁 港島第一五三旅 胡澧言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許皓畯 港島第十六旅 李 1灝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文尉男 港島第十六旅 謝成駿 港島第二六八旅 

鄭匡喬 港島第十六旅 張劭行 港島第二六八旅 

江俊杰 港島第十六旅 鍾澄壹 港島第七十旅 

陳滙嘉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符泓曜 港島第二三六旅 

李雋瑋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黃晞哲 港島第二三六旅 

陶諾澄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哈利霑民 港島第二三六旅 

紀慶煒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趙焯嵐 港島第二三六旅 

程 1朗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郭行軒 港島第二三六旅 

高 1嵐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彭梓賢 港島第二二四旅 

林 1靖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李羨澄 港島第二二四旅 

趙 1盈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林良泰 港島第二○四旅 

袁碧蕙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熊慧斯 港島第二○四旅 

李嘉豪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頌爾 港島第二○四旅 

羅瀞嵐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鄭浚灝 港島第二三六旅 

葉舜衡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陳紀晴 港島第二三六旅 

侯樹庭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何沛禧 港島第二三六旅 

梁倬僖 港島第十六旅 黃怡亨 港島第二三六旅 

陳國樑 港島第二六九旅 鄧悅彤 港島第二三六旅 

陳國賢 港島第二六九旅 張悅心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王灝政 港島第二六九旅 李曉晴 港島第八十二旅 

楊君皓 港島第一八六旅 朱雯晴 港島第八十二旅 

梁子滔 港島第十八旅 鍾浚林 港島第二二九旅 

梁君棋 港島第十八旅 鄒天揚 港島第二○八旅 

龔詠瑤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陳晉賢 港島第二○八旅 

黎宗怡 港島第二四二旅 陳昌澤 港島第二○八旅 

孫名建 港島第二四二旅 林曉澤 港島第二○八旅 

蕭文傑 港島第二四二旅 馮智杰 港島第二○八旅 

何啟源 港島第二四二旅 黃彰岐 港島第二○八旅 

黃振銘 港島第二四二旅 黃啟康 港島第二○八旅 

王學謙 港島第二四二旅 石浚宏 港島第二○八旅 

蔡子晴 港島第二四二旅 周施朗 港島第二○八旅 

梁芊嵐 港島第二四二旅 葉匡橋 港島第二○八旅 

鄭凱藍 港島第二四二旅 李光浩 港島第一六一旅 

鄭丞希 港島第二四二旅 李俊超 港島第十三旅 

游一逸 港島第十八旅 曾穎瑤 港島第十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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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焯祈 港島第十八旅 陳浩翔 港島第十三旅 

黃祉凝 港島第一一八旅 張柏豪 港島第十三旅 

廖睿申 港島第一一八旅 莫欣嵐 港島第二六三旅 

張俊樂 港島第一一八旅 吳卓懷 港島第二六三旅 

唐永志 港島第八十六旅 溫子瑜 港島第二六三旅 

梁子華 港島第八十六旅 陳喬進 港島第二六三旅 

陳仕權 港島第八十六旅 陳卓姿 港島第二四三旅 

林潤泉 港島第八十六旅 余梓謙 港島第二二九旅 

鄭仲宏 港島第八十六旅 蔣翹峰 港島第一八六旅 

龔令哲 港島第七旅 馮凱瑩 港島第一八六旅 

安芷瑩 港島第二旅 何穎思 港島第一八六旅 

周穎欣 港島第二旅 蕭譽翹 港島第一八六旅 

吳延彰 港島第二十一旅 黃卓曦 港島第六十一旅 

黃泓晞 港島第九十九旅 莫穎熹 港島第六十一旅 

呂 1哲 港島第九十九旅 王健軒 港島第六十一旅 

凌晉鈿 港島第九十九旅 陳智健 港島第七旅 

林灝揚 港島第九十九旅 賴舜熺 港島第七旅 

黃樂曦 港島第九十九旅 蕭塏桐 港島第七旅 

陳永晉 港島第九十九旅 張展晞 港島第七旅 

李 1彥 港島第九十九旅 梁雋英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張佳豪 港島第二十一旅 黃子朗 港島第二四三旅 

李加琪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羅啟信 港島第二四三旅 

鄭洛謙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鍾峻曦 港島第六旅 

陳浩昇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張燁楟 港島第六旅 

梁巧怡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黃星海 港島第六旅 

鄭曉琳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鄧穎欣 港島第六旅 

胡啟剛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芷穎 港島第六旅 

羅樂芝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譚樂恒 港島第六旅 

周朗晴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蔡焯瑤 港島第六旅 

陳溱欣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胡梓軒 港島第六旅 

盧建璋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梁智軒 港島第六旅 

林致臻 港島第六十六旅 古智朗 港島第六旅 

馮諾延 港島第一旅 陳善文 港島第六旅 

尤浩賢 港島第一旅 葉軒明 港島第六旅 

許 1喆 港島第一旅 李梓弘 港島第六旅 

黃 1皓 港島第一旅 王智謙 港島第二○八旅 

陳梓駿 港島第一旅 馮思樂 港島第九旅 

朱潤澤 港島第一旅 李善媛 港島第九旅 

羅博文 港島第一旅 侯思穎 港島第九旅 

李梓軒 港島第一旅 余展陶 港島第一三九旅 

何禮勤 港島第一旅 鄭焯楠 港島第一三九旅 

招卓瑩 港島第一二五旅 趙佩卿 港島第一四六三旅 

陳泓皓 港島第一二五旅 關朗傑 港島第七旅 

郭軍浩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黃晉一 港島第七旅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周鎧俊 九龍第二四九旅 鄭兆容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楊綽熙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梁熙婷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駱梓軒 九龍第九十旅 鄭皓文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羅雪汶 九龍第九十旅 楊晴貽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李昊霖 九龍第四十二旅 潘匯駿 九龍第五十四旅 

馮彥凱 九龍第四十二旅 孫嘉豪 九龍第一六○二旅 

劉傑銘 九龍第四十二旅 何月朗 九龍第三十五旅 

劉博之 九龍第四十二旅 麥倢菕 九龍第三十五旅 



李子玲 九龍第四十二旅 李俊鋒 九龍第一三六旅 

邱悅朗 九龍第四十二旅 李劭南 九龍第一三六旅 

白俊翎 九龍第四十二旅 尹逸暉 九龍第一三六旅 

薛景鋒 九龍第四十二旅 袁穎欣 九龍第一三六旅 

江展亨 九龍第四十二旅 王有為 九龍第一三六旅 

蘇芷晴 九龍第四十二旅 盧昕圻 九龍第一三六旅 

馬希晉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何芝琳 九龍第一七○五旅 

林栢然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顧力宏 九龍第一七○五旅 

梁溢臻 九龍第七十八旅 利和羲 九龍第十八旅 

梁晴姿 九龍第七十八旅 王柏朗 九龍第十八旅 

黃美雪 九龍第七十八旅 侯震宇 九龍第十八旅 

李汶駿 九龍第七十八旅 姚天立 九龍第十八旅 

何曉晴 九龍第七十八旅 劉家熙 九龍第十八旅 

張柏熙 九龍第七十八旅 鄭宇深 九龍第十八旅 

邱婥恩 九龍第七十九旅 趙凱俊 九龍第十八旅 

許海聰 九龍第七十九旅 鍾浩軒 九龍第十八旅 

楊樂琛 九龍第七十九旅 羅正軒 九龍第十八旅 

楊善如 九龍第七十九旅 黃浠洋 九龍第二四九旅 

莫鈺廷 九龍第七十九旅 潘子浚 九龍第七十六旅 

鄭芷晴 九龍第七十九旅 張曉桐 九龍第七十六旅 

葉穎瑜 九龍第七十九旅 黎朗希 九龍第七十六旅 

張子曦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關穎欣 九龍第七十六旅 

姜澔潾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董冠鋒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黃馹晞 九龍第七十五旅 馬一懿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王諾恒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燁婷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黃君陶 九龍第七十五旅 伍樂天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黃鴻哲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禹臻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莫子翹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沛煒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梁 1森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明麗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劉卓然 九龍第七十五旅 蔡卓文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林希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詠詩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鄧敬灝 九龍第七十五旅 馬昭麟 九龍第二二七旅 

鄭凱恩 九龍第七十五旅 麥仲賢 九龍第二二七旅 

吳卓軒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鄔卓健 九龍第二二七旅 

洪國熙 九龍第七十五旅 余少凡 九龍第二四三旅 

陳傲雋 九龍第七十五旅 游鴻杰 九龍第二四三旅 

凌思穎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李卓翰 九龍第二二七旅 

張鎧蕎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李卓燃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莊晼婷 九龍第一二○一旅 梁融瓌 九龍第二二七旅 

施穎桻 九龍第一二○一旅 朱殷彤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鄧溢殷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李啟霖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卓逸晴 九龍第一二○一旅 許文博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曾 1緣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梅元浩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左安瑜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阮善宜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周倬民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陳善童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黃獻朗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陳穎姿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林萬鋒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郭子浩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許卓賢 九龍第一四一七旅 曾凱駿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陳梓豪 九龍第二四九旅 陳俊霖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郭棋龍 九龍第二四九旅 羅嘉琪 九龍第一八八旅 

謝梓潁 九龍第二四九旅 嚴 1正 九龍第一八八旅 

蘇純亨 九龍第一一七旅 鄧懷璋 九龍第三旅 

黃聖禧 九龍第一一七旅 李洛瑤 九龍第三旅 

劉嘉聰 九龍第一一七旅 周曉琳 九龍第三旅 

黃德銘 九龍第一一七旅 周志鍵 九龍第十旅 



鄭樂謙 九龍第一一七旅 甘燿熙 九龍第十旅 

楊俊輝 九龍第一一七旅 陳彥澄 九龍第十旅 

譚澤曦 九龍第二○五旅 謝旨翀 九龍第十旅 

黃菀柔 九龍第二○五旅 鄭淦丯 九龍第十旅 

何子朗 九龍第二○五旅 李學禮 九龍第十旅 

莫秉熹 九龍第二○五旅 林焯培 九龍第二十一旅 

程婉淇 九龍第二○五旅 黃禧晨 九龍第一三七○旅 

麥穎兒 九龍第二○五旅 鄭尚軒 九龍第一三七○旅 

林綽謙 九龍第二○五旅 高蔚祺 九龍第一三七○旅 

黃浚熹 九龍第二○五旅 甘俊希 九龍第一六一旅 

黃植彥 九龍第二○五旅 馬力恒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陳昊賢 九龍第二九○旅 呂晉熙 九龍第五十三旅 

霍澔泓 九龍第二九○旅 蔡學韻 九龍第一六一旅 

王致賢 九龍第二九○旅 蔡皓昕 九龍第一四○旅 

蔡俊熙 九龍第二九○旅 趙韋奇 九龍第一四○旅 

羅駿樂 九龍第二十一旅 潘慶文 九龍第一四○旅 

陳卓希 九龍第二十一旅 何樂津 九龍第一四○旅 

李昕渟 九龍第二十一旅 羅語祥 九龍第一四○旅 

蔡樂瑤 九龍第二十一旅 區智恒 九龍第一四○旅 

阮靖貽 九龍第二十一旅 洪逸朗 九龍第一四○旅 

陳智韜 九龍第二十一旅 曾華科 九龍第一六一旅 

麥珈銘 九龍第二十一旅 李凱瑩 九龍第一六一旅 

吳睿玲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陳學明 九龍第一六一旅 

王永彥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周業城 九龍第四十一旅 

李晉匡 九龍第二十一旅 譚力恒 九龍第十七旅 

麥賀璋 九龍第二十一旅 唐俊彥 九龍第十七旅 

林柏希 九龍第一八九旅 趙浚言 九龍第十七旅 

楊皓程 九龍第一八九旅 司徒賢政 九龍第十七旅 

陳俊滔 九龍第一八九旅 陳灝勳 九龍第十七旅 

鄭柏軒 九龍第一八九旅 麥正騫 九龍第十七旅 

蘇柏羲 九龍第一八九旅 蔡尚智 九龍第十七旅 

伍晉希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黃彥熹 九龍第十七旅 

蔡鍵銘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劉承宗 九龍第十七旅 

陳梓樂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湯梓泓 九龍第十七旅 

陳力豪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劉淖銘 九龍第十七旅 

鄺綽堯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黃文曦 九龍第十七旅 

陳子朗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王皓正 九龍第十七旅 

鄔卓穎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黃宇謙 九龍第十七旅 

鄺凱祺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陸栢豪 九龍第六十一旅 

潘卓峰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宋清得 九龍第六十一旅 

蔡汶淇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羅梓浚 九龍第六十一旅 

梁承軒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趙朗均 九龍第五十七旅 

萬浩朗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正珩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黃震喆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鄧觀焉 九龍第五十七旅 

梁沛樂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梁家朗 九龍第五十七旅 

梁熙雯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劉俊熙 九龍第五十七旅 

劉凱樂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葉家謙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邱鎮康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張曼詩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王培境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陳冠銘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張子軒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關浩軒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陳延煒 東九龍第四十旅 

高政楠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麥洺滔 東九龍第四十旅 



馬英傑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陳鴻峰 東九龍第四十旅 

林靖泓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柯俊豐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陳灝均 東九龍二七八旅 楊穎茵 東九龍第一○八七旅 

鍾曉韻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陳俊晧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陳旭琳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洪令恩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吳晨輝 東九龍第二十旅 羅凱桐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陳陳翊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盧鋯澐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藍婉怡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黃諾希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巫宇軒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冼煒晴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趙偉洪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梁凱晴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曾令斌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廖珈雯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吳彥希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紹敏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余嘉豪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余蕙雅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譚坤賢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君濠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李梓灝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朗賢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羅灝樺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王卓熙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黎智佳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董子謙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孔令聰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霍俊諺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陳日峰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楊茜渝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歐陽浩朗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陳 1約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詹凱淇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祐聰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梁旭成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陳頌仁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葉靜瑤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招卓欣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林希然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昊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王俊稀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李梓雯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張瑋峰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曾梓祐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陳衍丞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李建鋒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張婉婷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袁楚潁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盧梓菁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何依玲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蔡鎮鴻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林子浩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李樂彤 東九龍第二四七旅 張昊文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李立生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何鴻樺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劉泳華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梁凱然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施汶宗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馮順基 東九龍第九旅 

邵紫甄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梁竣威 東九龍第九旅 

陳梓萁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柏謙 東九龍第九旅 

黃煒堅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馮貝兒 東九龍第九旅 

曾憲煒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黃耀中 東九龍第九旅 

何永熙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鍾曉健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鄧柏朗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黃兆永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劉子泓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歐陽銳霖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黃卓琳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何思瑩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羅家尚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林峻漁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李琪鈺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徐柏熹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劉錦濤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張芷欣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梁日恆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煒橋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林汝毅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吳浩潮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李家宇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吳浩澤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傅浩賢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陳潤欣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周沛琪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鄭家謙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蕭衍晴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石展希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梁仲弘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張文林 東九龍第一五四一旅 

周凱晴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張文慧 東九龍第一五四一旅 

司徒慧晴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蘇樂媛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彭庭殷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鍾栢熙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趙修偉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余曉汶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潘展科 東九龍第九十六旅 李兆南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翁紫欣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郭鎧盈 東九龍第四十八旅 

黃衍澄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葉城佑 東九龍第二四七旅 

郭梓泓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吳晉軒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劉智文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沙 1曉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植煒易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鄧慧怡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藍浚燁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何欣陽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伍沂烽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王韋賢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倪健峯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庚泓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鍾佳穎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羅梓童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吳道南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姚叙延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余均煒 東九龍第十旅 余翠愉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楊綺薇 東九龍第十旅 鄞榮基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呂嘉洛 東九龍第十旅 陳勇達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梁家澄 東九龍第十旅 周健豪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何耀文 東九龍第十旅 冼諾恆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馮梓絡 東九龍第十旅 盧卓宏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何卓希 東九龍第十旅 朱倩婷 東九龍第一四七一旅 

陳奕綸 東九龍第十五旅 楊家詠 東九龍第一四七一旅 

丘諾霖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容嘉穎 東九龍第一四七一旅 

楊紫夢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李旻臻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吳楷然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柯俊彥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潘文韜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郭南軒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鄭穎欣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劉彥峰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阮詠熙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郭奕熙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周穎琪 東九龍第一八八旅   

 

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鄭凱瑤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陳希琳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陳俊熹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陳阮陽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莫雅梓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林劻澤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江智瑜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李溥源 元朗東第七旅 

葉佩盈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莊柏堅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謝幸燁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葉偉正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唐偲瑤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宇軒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麥振康 元朗西第十四旅 徐靖嵐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朱天朗 元朗西第十四旅 黃文謙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徐尉庭 元朗西第十四旅 張喆熙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李沛恆 荃灣第二十八旅 蘇朗弘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馮晰哲 荃灣第二十八旅 潘芷菁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范家珺 荃灣第二十八旅 劉釋裕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譚熙瑜 荃灣第二十八旅 吳子灝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馬境辰 荃灣第二十八旅 王穎琪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倪慶齡 荃灣第二十八旅 梁歡焮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葉景熙 荃灣第二十八旅 林竹賢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歐凱晴 荃灣第二十八旅 高浚禧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梁璦林 荃灣第二十八旅 周羿堃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黎栢良 十八鄉第九旅 李錦烽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黎曉晴 十八鄉第九旅 孫耀祥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楊樂怡 十八鄉第九旅 吳諾瑤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卓然 十八鄉第九旅 鄧智滔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王嘉祿 十八鄉第九旅 雷詠之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楊子澔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黃雅渝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黎偉業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霍家希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吳彥璋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李美琪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何紀蓮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倪芷慧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陳鈞洛 大嶼山第二十旅 陳秭盈 新界第一三四九旅 

黃 1軍 大嶼山第二十旅 周梓盈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林卓罕 大嶼山第二十旅 趙國楠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蔡培熙 大嶼山第二十旅 李芷琳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陳朗謙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嘉禧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朱昊雲 大嶼山第十三旅 余彩鈴 青衣第十四旅 

任昊弘 大嶼山第十三旅 呂栢熙 青衣第三十旅 

吳翰南 元朗西第十五旅 羅仲恩 青衣第三十旅 

鄭皓程 元朗西第十五旅 李冠軒 青衣第三十旅 

張嘉峰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李明晉 青衣第三十旅 

單晴雯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張佳良 青衣第三十旅 

吳志謙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張偉雄 青衣第三十旅 

王奧辰 北葵涌第六旅 林令堃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羅喬燊 北葵涌第六旅 陳凱彤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黎子健 北葵涌第六旅 關亦彤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孔健行 北葵涌第六旅 沈卓軒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張震南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潘子晴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黃家熙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譚 1泳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梁嘉希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談悅晴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羅嘉熙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鄭恩霖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勞子蘊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戴子津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力恒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蔡常軒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 1迅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何沛悠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容凱琳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繆斯瑜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何芷嫣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邱宇軒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黃婼妍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楊凱桐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羅少辰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何家希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鄭日朗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鍾曉桐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曾幸茹 屯門西第十九旅 張凱傑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葉家兒 屯門西第十九旅 林凱俊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劉啟駿 屯門西第十九旅 黎卓瑜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黃玟粸 屯門西第十九旅 江縉傑 南葵涌第二旅 

張栢裕 屯門西第十九旅 馮漢平 新界第一一一二旅 

司徒子悅 屯門西第十九旅 吳宇軒 屯門西第三旅 

蔡曦文 屯門西第十九旅 林皓宏 屯門西第三旅 

王梓朗 屯門西第十九旅 黃凝璐 屯門西第三旅 

樊思嵐 荃灣第二旅 許燁婷 屯門西第三旅 

霍梓柔 荃灣第二旅 伍穎琳 屯門西第三旅 

梁曉昕 荃灣第二旅 林家聚 屯門西第三旅 

梁勇行 荃灣第九旅 梁凱棋 屯門西第三旅 

關禮進 荃灣第九旅 黃希怡 屯門西第三旅 

黃靜如 荃灣第九旅 蔡珮穎 屯門西第三旅 

李明恩 荃灣第十一旅 曾宇恒 屯門西第三旅 

吳伯熹 荃灣第十一旅 蕭穎欣 屯門西第三旅 

李綽峰 荃灣第十一旅 羅玥佳 新界第一一○○旅 

吳爾謙 荃灣第十一旅 曾諾飛 新界第一一○○旅 

陳景琛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許雅嵐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葉康盈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劉子穎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黃丞謙 十八鄉第二旅 林樂熙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郭冠皚 十八鄉第八旅 伍師塱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子  傑 十八鄉第八旅 黃靄翹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郭冠霆 十八鄉第八旅 陳梃曜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傅栢彥 十八鄉第八旅 周建希 荃灣第八旅 

何偉才 十八鄉第八旅 梁喻臻 荃灣第八旅 

陳彥博 十八鄉第八旅 石銘謙 荃灣第八旅 

吳倬僖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陳琬貽 荃灣第十四旅 

林妙衡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江麗妍 荃灣第十四旅 

經孝嚴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李諾軒 荃灣第十四旅 

黃振昌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黃浚煒 荃灣第十四旅 

湯 1焌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黃昱翔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陶嘉聰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魏希洋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葉梓恒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李語嫣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江祉進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岑祉瑩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黎思慧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鄭子超 荃灣第二十三旅 

梁潁姿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唐琸珽 荃灣第二十三旅 

林雪琪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鄭弘浚 荃灣第二十三旅 

葉澤琛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劉凱婷 雙魚第二十旅 賴寶雯 大埔北第六旅 

王景輝 雙魚第二十旅 吳宣誼 大埔北第十八旅 

陳景明 雙魚第二十旅 許洛瑤 大埔北第十八旅 

尹斯灝 雙魚第二十旅 康芷葦 大埔北第十八旅 

王綽然 雙魚第二十旅 龐卓瑤 大埔北第十八旅 

譚穎燁 雙魚第二十旅 陳依玟 大埔北第十八旅 

杜德輝 雙魚第五旅 胡穎芯 大埔北第十八旅 

袁智琛 雙魚第五旅 潘宣彤 大埔北第十七旅 

張梓杰 雙魚第五旅 何汶澧 大埔北第十七旅 

楊俊鵬 雙魚第五旅 溫卓朗 大埔北第十七旅 

葉豐瑋 雙魚第五旅 葉曉螢 大埔北第十七旅 

劉庫宏 雙魚第五旅 莫世煜 大埔北第十七旅 

林承祖 雙魚第五旅 張正澔 大埔北第十七旅 

何恭丞 雙魚第五旅 莊禮傑 大埔北第十七旅 

何銘琛 雙魚第五旅 曹豐熙 大埔北第十七旅 

伍家熙 雙魚第五旅 鄭俊禧 大埔北第十七旅 

吳文軒 雙魚第五旅 李諾妍 大埔北第十七旅 

李偉傑 雙魚第五旅 高洭瑤 大埔北第十七旅 

莊政謙 雙魚第五旅 黎漢亮 大埔北第十七旅 

趙嘉淋 雙魚第二十五旅 林家寶 大埔北第十七旅 

彭柔瑋 雙魚第二十五旅 許哲琨 大埔北第十七旅 

雷珺稀 雙魚第二十五旅 黎樂希 大埔北第十七旅 

羅詩柔 雙魚第二十五旅 文曉聰 大埔北第十七旅 

譚靜怡 雙魚第二十五旅 李淑銘 大埔北第十七旅 

丁仲熙 雙魚第二十五旅 陳怡芳 大埔北第十七旅 

刁桓熙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黃心悅 大埔北第十七旅 

梁詠朗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鍾穎欣 大埔北第十七旅 

霍駿森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朱康雨 大埔北第十七旅 

戴熹敏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葉宇晴 大埔南第十七旅 

許俊明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陳鉦欣 大埔南第十七旅 

趙海鈞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梁依雯 大埔南第十七旅 

林紀君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趙衍菁 大埔南第十七旅 

郭爾文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譚家熙 大埔南第十七旅 

李晉熙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鄧迪尹 大埔南第十七旅 

楊禮澄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梁諾晞 大埔南第十七旅 

李肖英 璧峰第六旅 簡顯正 大埔南第十七旅 

王慧林 璧峰第六旅 方僑浚 大埔南第十七旅 



梁楚堃 璧峰第六旅 張錦榮 大埔南第十七旅 

黎籽希 璧峰第六旅 羅卓雅 大埔南第十七旅 

劉嘉熹 璧峰第六旅 鄧棨陽 大埔南第十七旅 

葉 1蕎 沙田西第十旅 姚慶煒 大埔南第十七旅 

郭浩文 沙田西第十旅 賴俊燁 沙田北第一旅 

詹凱喬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羅逸恆 沙田北第一旅 

謝欣桐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馬 封 沙田北第一旅 

俞鎮朗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陳岳鴻 沙田北第一旅 

梁悅心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蔡學琛 沙田北第一旅 

曾紫恩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蔡俊杰 沙田北第一旅 

梁穎然 新界東第一○五六旅 萬皓陽 沙田北第一旅 

黃澔喆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施明軒 沙田北第十旅 

陳柏霑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王依雯 沙田北第十旅 

郭浩賢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梁境文 沙田北第十旅 

葉緯綸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張芷俞 沙田北第十旅 

梁子悅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羅兆焜 沙田北第十九旅 

陳德軒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郭穎茵 沙田北第五旅 

曹民軒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周子恩 沙田北第五旅 

羅浩銘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何純杰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羅展翹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周永軒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余 1懿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徐朗軒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黃俊業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陳亞琨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仇詠諾 璧峰第六旅 陳安睿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鄧暐迅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梅傲香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羅嘉言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紀詩橋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楊樂知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黃曉豐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俞超雄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黃卓琳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朱浩哲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何卓軒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關晞勤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曾子洋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葉婉儀 璧峰第七旅 蘇珮婷 大埔南第十七旅 

孫偉洛 沙田南第三十旅 嚴諾希 大埔南第十七旅 

關映睿 沙田東第八旅 徐雅媛 大埔南第十七旅 

陳珈晞 沙田東第八旅 方潤祺 大埔南第十七旅 

余東浩 沙田東第八旅 曾懷玄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伍穎心 沙田東第八旅 何詠熙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李穎朗 沙田東第八旅 黎振宇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劉蔚霖 沙田東第八旅 關家曦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曾凱欣 璧峰第十六旅 莊清華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馬浩翔 璧峰第十六旅 蔡俊揚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李 1璐 璧峰第十六旅 陳柏熹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郭志樂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許漢陞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周瑩瑩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王焌洛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趙宏曦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胡偉傑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趙曉晴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沈皓明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鄭梓瑜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冼俊廷 新界東第一四六零旅 

吳藹蒑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胡柏霖 沙田南第十六旅 

李思萱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劉肇麒 沙田南第十六旅 

邢洛溵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吳學澆 沙田南第十六旅 

劉益楠 大埔北第六旅 何晉東 沙田南第十六旅 

郭景陞 大埔北第六旅 唐大森 沙田南第十六旅 

黃卓楠 大埔北第六旅 林樂軒 沙田南第十六旅 

吳穎宜 大埔北第六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Bowie CHAN Po-yi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yla BROW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ustin CHOW 

Ching-hym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arson LAI 銀禧第二十九旅 

Dennis KWAN 

Ching-ho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UNG Hoi-kiu 銀禧第二十九旅 

Hay W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Elwyne Noa LAI 銀禧第二十九旅 

Heito NG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Emma Patricia 

BARTON 
銀禧第二十九旅 

LAU Tim-hey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George WYATT 銀禧第二十九旅 

Trevor LU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oslyn LO Ching-yuet 銀禧第二十九旅 

Vivian HELA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nna SMYTH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AN GAVRA 

JOZETT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Denton Jack Kinn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Evelyn HUI Yan-y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FIGGINS CHARL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Anneka LE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Nicholas 

FINNEMORE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Aidan HO Yik-l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ax HUGH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eleste LAU Hei-wi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iles Swinton Chung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apman CHE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revor TSE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Kenneth CHAT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林均熹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吳君灝 北葵涌第十三旅 

羅宏瑞 青衣第十二旅 董樂宜 北葵涌第十三旅 

梁嘉軒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黃卓健 北葵涌第十三旅 

鄭景謙 屯門東第五十三旅 黃瀚昱 北葵涌第十三旅 

方泳茵 新界第一○五九旅 吳明琳 北葵涌第十三旅 

屈廷謙 新界第一○五九旅 余仲恆 北葵涌第十三旅 

譚浩駿 新界第一一一二旅 陳 1琰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關芷瑩 璧峰第六旅 方賢康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彭琛妍 璧峰第六旅 林嘉樂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潘洁滢 雙魚第三十七旅 李怡璇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袁軒龍 雙魚第三十七旅 梁樂思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何文瀚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余浩軒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Sebastian TSUN 港島第三十六旅 余妍樺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梁施施 東九龍第四十旅 陳駿逸 元朗西第五旅 

方浩龍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張之皓 元朗西第五旅 

徐婉晴 沙田東第十八旅 李倩盈 元朗西第五旅 

林珮瑩 沙田東第十八旅 周子晴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陳天慧 沙田東第十八旅 杜婉儀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冼芷熙 沙田東第十八旅 黃志豪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茅啓希 沙田東第三十旅 王諾瑤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黃思哲 大埔南第十一旅 李錦盈 荃灣第二旅 

丁梓燊 大埔南第十一旅 劉昇憲 青衣第十二旅 

姚俊星 大埔南第十一旅 林智傑 離島第十八旅 

鄒采恩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鍾瑋恆 離島第十八旅 

黎烙彤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吳詠霖 屯門東第三十二旅 

羅美惠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李卓麟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黃逸心 大埔北第十旅 蔡諾希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趙俊軒 大埔北第十八旅 王樂詩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李俊彥 大埔北第十八旅 蔡嘉麗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 

張浩鋒 大埔北第二十二旅 謝文渙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郭凱霖 大埔北第二十二旅 溫凱鈴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 



李珀希 璧峰第六旅 江詠嫦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冼柏樑 璧峰第六旅 陳詠欣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高穎瑜 璧峰第六旅 王柏軒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王洛瑤 璧峰第六旅 陳祉穎 雙魚第四旅 

羅愷軒 雙魚第四旅 李俊威 大埔北第二十二旅 

甄柏朗 新界東第一○九二旅 龔卓希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鍾文鈞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廖照誠 東九龍第二○○旅 

楊家樂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鄧芷晴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吳家慧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楊梓灝 港島第十六旅 

文學謙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劉宗皓 港島第六十六旅 

林音彤 九龍第十旅 蕭澧琛 港島第九十九旅 

薛浩楠 九龍第十旅 李子淳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黎家浩 九龍第十八旅 秦詠沂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鄧國鈞 九龍第二十一旅 劉嘉琪 港島第二四二旅 

黃奕瑋 九龍第五十七旅 林文謙 港島第二五五旅 

歐陽俊諺 九龍第九十三旅 劉恩灝 九龍第六旅 

彭子泳 九龍第九十三旅 湯鈞淇 九龍第十旅 

江梓欣 九龍第九十三旅 溫子樂 九龍第十旅 

梁芷穎 九龍第九十三旅 吳宇軒 九龍第十一旅 

蔡敏熹 九龍第一○○旅 嚴樂謙 九龍第十一旅 

蔡曉明 九龍第一二一旅 鄭首一 九龍第十二旅 

田伊爾 九龍第一二六旅 葉柏伶 九龍第十三旅 

盧浩進 九龍第一六一旅 張堯 九龍第十五旅 

許穎琳 九龍第二一三旅 周芷芊 九龍第十九旅 

丁樂祺 九龍第二一三旅 容銘仁 九龍第十九旅 

陳慧嵐 九龍第二一八旅 陳美秦 九龍第三十一旅 

張紋僖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宋嘉垚 九龍第三十一旅 

陳倩華 九龍第一三七○旅 黃雋浩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津熙 港島第一旅 鄭芷路 九龍第一二六旅 

馬柏康 港島第一旅 陳楓瑜 九龍第一三六旅 

譚樂勤 港島第六旅 勞志睿 九龍第一三六旅 

李誥霖 港島第十四旅 盧健偉 九龍第一三六旅 

陳營隆 港島第十七旅 吳嘉聰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尚賢 港島第三十五旅 葉蘊賢 九龍第一三六旅 

廖宴庭 港島第三十五旅 黃日華 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耀斌 港島第三十五旅 黎皓然 九龍第二○五旅 

王培煥 港島第八十二旅 馬慶樺 九龍第二○五旅 

江穎詩 港島第一一八旅 溫竣仁 九龍第二四九旅 

廖旨翹 港島第二二九旅 陳嘉穎 九龍第二五一旅 

彭尉晴 港島第二二九旅 葉文熙 九龍第二五一旅 

利君婷 港島第二四二旅 譚皓安 九龍第一三七○旅 

陳永福 港島第二四六旅 陳喜然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杜卓妍 荃灣第二旅 李嘉盈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陳礽劻 荃灣第五旅 甘樂森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楊旻澤 荃灣第八旅 凌子釗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陳芷晴 荃灣第十一旅 麥嘉聰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吳偉浚 荃灣第二十四旅 吳秀怡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陳柏衡 北葵涌第十二旅 徐靖雯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洪顯龍 北葵涌第十二旅 余皓騫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張浩賢 北葵涌第十三旅 王 1愷 九龍第一七○五旅 

招偉浚 北葵涌第十三旅 
Tiffany CHENG 

Chi-yan 
九龍第一九二旅 

林希洛 北葵涌第十三旅 Jinnie LAU Wei-z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林漢傑 北葵涌第十三旅 
Veronica WONG 

Hei-y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巫澤禧 北葵涌第十三旅 蕭燕樺 九龍第一二一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鎧烽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陳偉諾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李凱傑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簡凱誼 東九龍第四海童軍旅 

劉智仁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鍾俊傑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周德楠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 黎家怡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梁卓軒 港島第八十一旅 黃偉強 港島第七旅 

李朗賢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鄭蘊琳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施穎軒 港島第五十旅 李婉蔚 九龍第九十三旅 

杜宏逸 港島第一三九旅 羅偉強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謝家俊 港島第一八七旅 黃庭鋒 港島第一三九旅 

黃震曦 港島第一三九旅 米家欣 大埔北第十旅 

王樂熙 港島第五十五旅 羅健朗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孫凱平 港島第二二九旅 陳泓光 南葵涌第二十四旅 

鄭顯政 港島第五十五旅 謝蔚楠 十八鄉第十八旅 

楊裕峰 港島第八十一旅 麥皓平 元朗西第十四旅 

林興華 港島第五十旅 陳卓祺 元朗西第十四旅 

包朗熙 沙田東第十八旅 潘嘉豪 北葵涌第十旅 

黃智衡 沙田西第二十旅 王敏詩 十八鄉第十八旅 

袁煦宜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廖偉廣 新界第一○八一旅 

鄧皓駿 港島第六旅 袁承諾 青衣第三十旅 

羅俏嫻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袁俊昇 九龍第三旅 

黃海量 新界第一○八一旅 林志明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黃潔雯 荃灣第二旅 楊雪凌 九龍第二一八旅 

曾瑋賢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家淳 九龍第二十一旅 

黃信興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蔡芷晴 九龍第二一七旅 

葉達聰 荃灣第五旅 賴凱齡 九龍第一二六旅 

黃凱琳 荃灣第五旅 李穎心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莫劭熹 荃灣第五旅 羅巧俊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陳俊傑 荃灣第五旅 
Farrell, Amy Alice 

Angharad 
銀禧第三十旅 

關愛穎 荃灣第十一旅 James Leifer 銀禧第三十旅 

周松欣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陳永恩 九龍第三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胡藹淇 港島第二四二旅 施亞朗 九龍第十八旅 

鄺梓澄 港島第二六三旅 呂家樂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何嘉怡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華敏婷 九龍第九十六旅 

陳浩生 九龍第十二旅   
 

以上各獲奬人士嘉許活動將於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之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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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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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童軍大會操中接受嘉許。 

 

 

 青少年活動總監   

           歐陽楚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