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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通告第10/2017號  

2017年 10月 15日  

 

2017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獲選名單公獲選名單公獲選名單公獲選名單公佈佈佈佈 
 

 本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的評審工作經已完成，獲選為 2017年優異旅團的名單如下： 

 

青衣區青衣區青衣區青衣區     

青衣第12旅 >*童軍團  青衣第12旅 *深資童軍團 

青衣第20旅 童軍團  新界第1173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199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199旅 *幼童軍A團 

新界第1199旅 #>*幼童軍B團  新界第1199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236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236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237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7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377旅 *小童軍B團    

     

南葵涌區南葵涌區南葵涌區南葵涌區     

南葵涌第39旅 ^童軍團  南葵涌第1059旅 #<*童軍團 

新界第1112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112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172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172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33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337旅 ^小童軍B團 

     

北葵涌區北葵涌區北葵涌區北葵涌區     

北葵涌第6旅 #^小童軍團  北葵涌第6旅 #>*幼童軍團 

北葵涌第10旅 #>深資海童軍團  新界第1281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281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431旅 >*幼童軍團 

     

大嶼山區大嶼山區大嶼山區大嶼山區     

大嶼山第13旅 ^小童軍團  大嶼山第13旅 #>^幼童軍團 

     

十八鄉區十八鄉區十八鄉區十八鄉區     

十八鄉第9旅 #>*幼童軍團  十八鄉第18旅 ^童軍團 

十八鄉第18旅 #>^深資童軍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A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B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C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D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E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F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G團 

十八鄉第21旅 #小童軍H團  十八鄉第21旅 >*幼童軍A團 

十八鄉第21旅 *幼童軍B團  十八鄉第22旅 #>*幼童軍B團 

 

 

 

 

 

 

 

 

    



 

元朗東區元朗東區元朗東區元朗東區     

元朗東第6旅 童軍團  元朗東第6旅 深資童軍團 

元朗東第52旅 #*小童軍團  元朗東第52旅 #>^幼童軍A團 

元朗東第52旅 #<^幼童軍C團  元朗東第52旅 #>^童軍A團 

元朗東第52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121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121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184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27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327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49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349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349旅 >*幼童軍A團  新界第1349旅 >*幼童軍B團 

新界第1427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427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427旅 >^童軍團  新界第146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467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535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區元朗西區元朗西區元朗西區     

元朗西第7旅 *幼童軍A團  元朗西第7旅 *幼童軍B團 

元朗西第8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第9旅 *小童軍團 

元朗西第9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第14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第14旅 *童軍團  元朗西第15旅 #*小童軍團 

元朗西第15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第15旅 *童軍團 

元朗西第28旅 幼童軍團  元朗西第29旅 *童軍團 

元朗西第33旅 >*童軍團  元朗西第47旅 *小童軍團 

元朗西第49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71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371旅 >*童軍團  新界第1371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742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742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742旅 >*童軍團  新界第1742旅 *深資童軍團 

新界第1742旅 *樂行童軍團    

                         

屯門東區屯門東區屯門東區屯門東區     

屯門東第35旅 #>^幼童軍團  屯門東第41旅 *小童軍團 

屯門東第41旅 *幼童軍團  屯門東第41旅 樂行童軍團 

屯門東第43旅 *童軍團  屯門東第57旅 >*幼童軍團 

新界第1566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566旅 *小童軍B團 

     

屯門西區屯門西區屯門西區屯門西區     

屯門西第3旅 >幼童軍A團  屯門西第3旅 >幼童軍B團 

屯門西第3旅 >幼童軍C團  屯門西第3旅 >幼童軍D團 

屯門西第21旅 ^幼童軍A團  屯門西第41旅 >*童軍團 

新界第110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107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107旅 小童軍C團  新界第1197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244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244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547旅 *小童軍A團  新界第1547旅 *小童軍B團 

新界第1547旅 *小童軍C團  新界第1572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646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773旅 #小童軍團 

新界第1773旅 #幼童軍團    

 

 

 

 

 

 

 

    



 

荃灣區荃灣區荃灣區荃灣區     

荃灣第2旅 #^小童軍團  荃灣第2旅 >^幼童軍團 

荃灣第2旅 >^童軍團  荃灣第2旅 >^深資童軍團 

荃灣第2旅 *樂行童軍團  荃灣第5旅 *幼童軍團 

荃灣第5旅 >樂行童軍團  荃灣第7旅 *童軍團 

荃灣第8旅 >*童軍團  荃灣第8旅 *深資童軍團 

荃灣第9旅 *小童軍團  荃灣第9旅 #>*幼童軍團 

荃灣第9旅 *童軍團  荃灣第11旅 #*小童軍團 

荃灣第11旅 #>*幼童軍團  荃灣第11旅 >*童軍團 

荃灣第11旅 >*深資童軍團  荃灣第14旅 >幼童軍A團 

荃灣第 14旅 >幼童軍B團  荃灣第14旅 幼童軍C團 

荃灣第 14旅 童軍團  荃灣第14旅 #>*深資童軍團 

荃灣第14旅 樂行童軍團  荃灣第23旅 ^小童軍團 

荃灣第23旅 >^幼童軍團  荃灣第24旅 >^童軍團 

     

離島區離島區離島區離島區     

離島第18旅 *小童軍團  離島第18旅 *幼童軍團 

離島第18旅 *深資童軍團    

 

 

 

#地域總監特別嘉許獎       <地域總監嘉許金獎     >地域總監嘉許銀獎 

^區總監嘉許金獎           *區總監嘉許銀獎        

 

            

 

 

 

 

                                                  副地域總監（常務）                  

                                                  

                                                       （陳偉民         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