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樓 1111室 電話：2574 4296 傳真：2835 7777 網址：www.hkirscout.org.hk 

特別通告第 12/17號 

2017年 9月 15日 

2017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茲公布本地域獲評選為 2017年優異旅團的單位如下： 

 

 

港島北區      

港島第七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四五三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九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七五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七旅 童軍 A團 

港島第一二二七旅 小童軍 A團  港島第七旅 童軍 B團 

港島第一二二七旅 小童軍 B團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二七旅 小童軍 C 團  港島第四十八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二七旅 小童軍 D團  港島第七十六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二七旅 小童軍 E團  港島第一一八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九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七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一七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七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一八七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七旅 幼童軍 C 團  港島第七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九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九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七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八七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六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七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南區      

港島第二Ｏ四旅 小童軍 A團  港島第七十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四旅 小童軍 B團  港島第一五九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七十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五Ｏ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四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七十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四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一五九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三六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二三六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三六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二五Ｏ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五十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五九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西區     

港島第十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四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十三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五三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四三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十旅 童軍團 

港島第十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六旅 童軍團 

港島第十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六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十二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五三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六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六一旅 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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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區      

港島第二Ｏ六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八十二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二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二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五五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五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Ｏ九五旅 童軍 A團 

港島第八十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七四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五十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二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八十一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二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八十二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五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六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二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五十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五五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八十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八十二旅 樂行童軍團 

     

維多利亞城區      

港島第一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六十六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小童軍 A團  港島第一旅 空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小童軍 B團  港島第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五七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十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一二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六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十一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六十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六十六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九十四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九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幼童軍 A團    

     

柴灣區      

港島第六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六旅 童軍團 

港島第九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四九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三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六三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八七旅 童軍團 

港島第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十三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童軍團 

港島第九十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六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三九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四九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三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六三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八七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六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四九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一六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八四旅 幼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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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港島第十四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七四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八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 童軍團 

港島第六十一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十二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六八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十四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八六旅 小童軍 A團  港島第十五旅 童軍 A團 

港島第一八六旅 小童軍 B團  港島第十五旅 童軍 B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小童軍 A團  港島第十八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小童軍 B團  港島第三十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小童軍 C 團  港島第六十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小童軍 D團  港島第一一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二二九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一八六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三六Ｏ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二一旅 童軍團 

港島第一七一一旅 小童軍團  港島第二二九旅 童軍團 

港島第十四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二四五旅 童軍團 

港島第十四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五海童軍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十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二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十八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四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三十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五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六十一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三十五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一六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六十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一八六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二二一旅 深資童軍 A團 

港島第一八六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二二一旅 深資童軍 B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二二九旅 深資童軍團 

港島第二Ｏ八旅 幼童軍 B團  港島第十四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二一八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十五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二二九旅 幼童軍 A團  港島第三十五旅 樂行童軍團 

港島第二四五旅 幼童軍團  港島第二二一旅 樂行童軍團 

     

 

優異旅團獎勵將於 2017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假香港黃竹坑海洋公園道 18 號香港

警察學院舉行的「港島童軍繽紛日 2017」活動中頒發。詳情將會另函通知。 

 

 

 

地 域 總 監 

何 偉 強         (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