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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旅團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2017 年旅團獎勵計劃的評選工作經已完成。參與是次評選的各旅團大多表現積極，對
推動及發展童軍運動不遺餘力，成績優異。期望來年各旅繼續積極參與，發揚童軍運動。現
把本年度獲獎旅團名單臚列如下： 

 

優異旅團獎 

  

黃大仙區 

東九龍第   27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3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43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43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3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4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3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67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67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67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1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5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1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5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1   旅海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5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98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   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398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   旅幼童軍 C團 東九龍第   1398旅童軍團 

 

慈雲山區 

東九龍第   49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25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49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260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93     旅幼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260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93     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260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9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02旅幼童軍團 

 

 九龍灣區 

東九龍第   138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8   旅小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138   旅幼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238   旅小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38   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238   旅小童軍 C團 

東九龍第   138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8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65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24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65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489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223   旅童軍團  

 

 



優異旅團獎(續) 

 

 觀塘區 

東九龍第   15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1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1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1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231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   旅幼童軍團  

 

秀茂坪區 

東九龍第   35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35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35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472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472旅深資童軍團 

 

 鯉魚門區 

東九龍第   10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0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幼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40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40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幼童軍 C團 

東九龍第   72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450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450旅童軍團 

 

 西貢區 

東九龍第   4海童軍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幼童軍團  

 

 將軍澳區 

東九龍第   1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8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8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85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6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85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63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4旅幼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1178 旅小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1594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178旅小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594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8旅幼童軍 A團  

 



最佳發展旅團獎 

 

小童軍支部 

東九龍第   49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8旅小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159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 旅小童軍團 

東九龍第   165   旅小童軍團  
 

幼童軍支部 

東九龍第   35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95   旅幼童軍 A團 

東九龍第   43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178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38    旅幼童軍 B團 東九龍第   1202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    旅幼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幼童軍團 

 

童軍支部 

東九龍第   4海童軍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8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93      旅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94 旅童軍團 

 

深資童軍支部 

東九龍第   15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221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深資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85旅深資童軍團 

 

樂行童軍支部 

東九龍第   15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84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46      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585旅樂行童軍團 

東九龍第   137    旅樂行童軍團  

 

卓越旅獎 
 

東九龍第   15     旅 東九龍第   184   旅 

東九龍第   35     旅 東九龍第   195   旅 

東九龍第   46     旅 東九龍第   238   旅 

東九龍第   93     旅 東九龍第   260   旅 

東九龍第   137   旅 東九龍第   1178 旅 

東九龍第   138   旅 東九龍第   1221 旅  

東九龍第   159   旅 東九龍第   1585 旅 

東九龍第   183   旅  

 

以上童軍單位將獲專函通知有關領取獎項的安排。 

 

                         地域總監  
 

                （黃恒泰                            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