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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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至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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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en-Powell Award List 

(September 2016－Apri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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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鄧茹月 九龍第十九旅 湯曉晴 九龍第十九旅 

羅琬程 九龍第十九旅 李彥希 九龍第十九旅 

曾子朗 九龍第十九旅 黃濬希 九龍第一三七○旅 

陳潁洳 九龍第十九旅 張萊萊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蔡曉瑩 九龍第十九旅 羅昊晢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劉彥秀 璧峰第七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CHAK Tsz-lam 銀禧第二十九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焯稘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陳景揚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徐嘉熹 九龍第五十七旅 謝明芝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楊其亨 九龍第五十七旅 蔡智欣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陳逸駿 九龍第七十五旅 賴曉珊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文俊熹 九龍第七十五旅 羅宇恒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梁沛生 九龍第七十五旅 蔡銘澤 東九龍第二八○旅 

黃彥淦 九龍第七十五旅 藍慧婷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柏康 九龍第一二六旅 Benjamin WAT Chun-yiu 銀禧第二十九旅 

陳敏浲 九龍第二一八旅 Stephanie CHU Yi-ling 港島第三十六旅 

周亮杰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CHENG Chi-him 九龍第一九二旅 

周亮欣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David HU 九龍第一九二旅 

楊璥榛 港島第一旅 董彥彰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石灝峰 港島第六旅 唐迦琳 九龍第一二九四旅 

梁傑壹 港島第十旅 梁梁宇 荃灣第二十九旅 

陳家華 港島第七十旅 林樂兒 新界第一○五九旅 

郭子僖 港島第七十旅 陳蔓儀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曾子健 港島第一七四旅 葉枋泓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 

何芷晴 港島第一八六旅 簡嘉聰 港島第一○一旅 

胡凱雯 港島第一九六旅 黎思行 港島第五旅 

范蕬濼 港島第二三六旅 黎心妍 港島第六旅 

陳陳蕾 港島第二五五旅 潘詩雅 港島第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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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樂瑤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 朱子瞻 港島第十旅 

蕭仲謙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黎朗勤 港島第十旅 

何俊文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吳冠達 港島第十五旅 

梁清華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黃英豪 港島第十五旅 

羅啟俊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容諾行 港島第九十四旅 

吳凱曈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陳沅彤 港島第一一八旅 

王俊皓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劉穎翹 港島第二四三旅 

王俊允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羅駿賢 港島第一○九五旅 

王露錚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楊崇志 九龍第一三○旅 

馮詠桐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周仲芝 東九龍第十五旅 

梁穎晞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蘇子龍 東九龍第二○○旅 

曾思澄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沈焯輝 東九龍第一四五六旅 

馮展威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 廖天樂 雙魚第三十旅 

余卓俊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 黃文諾 新界東第一一六○旅 

江韻琪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劉啟賢 荃灣第十四旅 馮斯蔚 九龍第一二六旅 
黃曉峰 荃灣第十四旅 陳楚天 銀禧第三十旅 
周鈺麟 九龍第三十旅 白玲山 銀禧第三十旅 
方靖軒 九龍第九十三旅 徐嘉琳 九龍第五十七旅 
劉頴琳 九龍第九海童軍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詩敏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黃文靜 雙魚第四旅 
陳樂婷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李嘉裕 荃灣第四十二旅 
 

    本年度為各獲奬人士安排的嘉許活動日期及地點待定，詳情將於稍後另函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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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本年8

月31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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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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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