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紫荊獎章金紫荊獎章金紫荊獎章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2019年年年年8月至月至月至月至2019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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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en-Powell Award List 

(August 2019－－－－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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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甲甲甲〉〉〉〉    金紫荊金紫荊金紫荊金紫荊獎章獎章獎章獎章：：：： 港島港島港島港島地域地域地域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詹敏華 港島第六十一旅 郭仲軒 港島第一五三旅 鄧諾希 港島第二○八旅 董倬杰 港島第一五三旅 趙汝航 港島第二○八旅 何祉鋆 港島第一五三旅 許慎行 港島第二○八旅 何浚宇 港島第一五三旅 林尚節 港島第二○八旅 許鉅彥 港島第一五三旅 黃浚樂 港島第二○八旅 彭  逸 港島第二二四旅 袁靖熹 港島第二○八旅 張凱淇 港島第二二四旅 梁文睿 港島第二○八旅 鍾天穎 港島第二二四旅 劉俊熙 港島第二○八旅 彭芷淇 港島第二二四旅 劉梓灝 港島第二○八旅 黎佩詩 港島第二二四旅 黎憲寧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黃冠達 港島第二○四旅 喬思齊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黃樂瑤 港島第二○四旅 周穎錡 港島第二二九旅 邱鎧彤 港島第二○四旅 黃  樂 港島第二二九旅 姜綺雯 港島第二○四旅 唐子晴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黃舜賢 港島第二○四旅 王鳴謙 港島第二二九旅 李文琦 港島第二○四旅 梁紹朗 港島第十五旅 梁采宜 港島第二○四旅 柯尚延 港島第十五旅 劉彥欐 港島第二三六旅 徐英僖 港島第十五旅 余韋樂 港島第二三六旅 徐英捷 港島第十五旅 鄭柏翹 港島第七十旅 黃振凌 港島第十五旅 李棨濠 港島第七十旅 何家禧 港島第十五旅 范啟楊 港島第七十旅 區健烽 港島第十五旅 周煦鈜 港島第七十旅 楊浚樂 港島第十五旅 羅學謙 港島第七十旅 張慧渝 港島第六十一旅 李浚言 港島第七十旅 謝彥朗 港島第一八六旅 甄啟言 港島第七十旅 張祖爾 港島第一八六旅 李嘉熙 港島第七十旅 陳寶晴 港島第一八六旅 鹿道琳 港島第六旅 羅婧殷 港島第一八六旅 蔡樂勤 港島第六旅 黃  睿 港島第一八六旅 黃彥彰 港島第六旅 區芍悠 港島第一八六旅 黃梓朗 港島第六旅 高承禧 港島第三十六旅 吳梓御 港島第六旅 謝  舜 港島第十八旅 張天仁 港島第六旅 陳柏睿 港島第十八旅 林  駱 港島第六旅 朱洛鈱 港島第十八旅 余梓軒 港島第九旅 謝希琳 港島第十八旅 鄧進曦 港島第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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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鎧晴 港島第十八旅 潘宗佑 港島第九旅 劉君翱 港島第十四旅 羅竣謙 港島第十三旅 潘姵穎 港島第十四旅 吳靖晞 港島第十三旅 李寶寧 港島第十四旅 莊秋桐 港島第十三旅 連璟韜 港島第十四旅 莊雅茵 港島第十三旅 郭宇軒 港島第十四旅 吳以森 港島第十三旅 楊樂遙 港島第十四旅 林以方 港島第十三旅 陳心悠 港島第二四五旅 鄺逸俊 港島第十三旅 徐思汶 港島第二四五旅 劉芯伶 港島第九十旅 鄧君澄 港島第二四五旅 林雲天 港島第九十旅 黃心愉 港島第二四五旅 蔡銘賢 港島第九十旅 陳諾生 港島第十五旅 吳澤朗 港島第九十旅 歐陽焯楠 港島第七旅 邱嬿恆 港島第九十旅 樊哲齊 港島第七旅 陳錦楹 港島第九十旅 馮梓釗 港島第七旅 林鴻楷 港島第二四三旅 金祚安 港島第七旅 鄭梓佃 港島第二四三旅 林煒堯 港島第七旅 陳芷萱 港島第二四三旅 莫啟誠 港島第七旅 賴穎葆 港島第二四三旅 鄧子璁 港島第七旅 劉嘉軒 港島第二四三旅 王立仁 港島第七旅 駱  濼 港島第二四三旅 蔡昱瑋 港島第七旅 何愷琳 港島第二六三旅 沈梓鈴 港島第七旅 張栢瑜 港島第二六三旅 黃壹麟 港島第七旅 盛琛瑜 港島第二六三旅 關駿滔 港島第七旅 馮天妤 港島第二六三旅 賴舜暉 港島第七旅 林琨鎣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賴舜銘 港島第七旅 林  瑾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朱碩朗 港島第七旅 黃婉菁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伍詠詩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張宇軒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林  聖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羅智朗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張康銚 港島第一三九旅 郭惠文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陳浩舜 港島第一三九旅 劉曉徽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任思朗 港島第一三九旅 李睿銥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柏熙 港島第七旅 陳亮同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陳曉喆 港島第八十六旅 吳秋葶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麥貝淇 港島第八十六旅 葉豐僑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蓁茜 港島第八十六旅 王焯楠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程偉鑫 港島第八十六旅 易凱盈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黃衍晴 港島第八十六旅 黎旭昭 港島第一旅 曾智謙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鄧博齊 港島第一旅 衞彥嵐 港島第二四二旅 張駿熹 港島第一旅 劉柏康 港島第二四二旅 周若軒 港島第一旅 謝躍山 港島第二四二旅 盧珏璁 港島第一旅 譚丞博 港島第二四二旅 劉濬銘 港島第一旅 陳恩翹 港島第二四二旅 盧奕夫 港島第一旅 周正心 港島第二四二旅 趙泓博 港島第一旅 張俊霖 港島第二四二旅 譚凱朗 港島第一旅 何沛澄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鄭展洋 港島第一旅 胡洛嘉 港島第二五五旅 張灝臻 港島第二旅 吳晞澄 港島第二五五旅 甄梓兼 港島第二旅 林湤洛 港島第二五五旅 梁文愷 港島第二十一旅 陳紫晴 港島第二五五旅 冼柏熙 港島第六十六旅 關詠謠 港島第二五五旅 梁建華 港島第六十六旅 張樂然 港島第二五五旅 黃寶晴 港島第六十六旅 郭  沛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李恩晴 港島第六十六旅 何鈞淘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林以麗 港島第六十六旅 



陳匯星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馮逸晉 港島第六十六旅 徐彥銘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張烜霖 港島第六十六旅 歐陽俊軒 港島第十旅 李靖嵐 港島第六十六旅 廖子豐 港島第十旅 林思行 港島第六十六旅 李栢熹 港島第十旅 程溢康 港島第九十九旅 劉力衡 港島第十旅 李卓榮 港島第九十九旅 葉瀚鈞 港島第十旅 高智健 港島第九十九旅 陳晉泓 港島第二十二旅 王毓濤 港島第九十九旅 何卓茵 港島第一六一旅 禤朗喬 港島第九十九旅 梁正希 港島第一六一旅 潘逸朗 港島第九十九旅 侯婉贇 港島第一六一旅 周禮謙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李漢宏 港島第一六一旅 彭禮賢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陳南熹 港島第十六旅 郭悟偉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梁縉熙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胡承羲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李嘉鎣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王苡心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翁澤瑋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呂卓軒 港島第一一三六旅 馬曉丹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李家浚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家瀚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鄭偉成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劉炫志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陳憲楓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蔡巧瑤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 何樂軒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曾雋庭 港島第二十三旅 彭玟嫣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明天朗 港島第二十三旅 宋樂希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高君廷 港島第二十三旅 曹定邦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楊基怡 港島第二十三旅 陳靜賢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袁天富 港島第二十三旅   

    九龍地域九龍地域九龍地域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鄭朗賢 九龍第二○五旅 阮家祐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柏安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盧卓潁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饒鈺森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張心穎 九龍第一五○旅 陳小欣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袁泳茵 九龍第一五○旅 鍾沅澄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黃嘉良 九龍第一五○旅 何溢朗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黃子言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呂汶軒 九龍第七十五旅 胡芯瑋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黃樂天 九龍第七十五旅 胡茵彤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羅聖堯 九龍第七十五旅 施紫茵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梁彥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麥詩帆 九龍一六三○旅 鄭逸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楊鈞宇 九龍第一二○旅 蔡  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鄭榮林 九龍第一二○旅 吳子裕 九龍第七十五旅 王詩雅 九龍第一二○旅 鄭亦哲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可燊 九龍第一二○旅 陳皓銘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文俊 九龍第一三○四旅 傅一越 九龍第七十五旅 麥籍心 九龍第九十旅 梁弘翰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澔霖 九龍第九十旅 謝海宏 九龍第七十五旅 譚敏莉 九龍第一三○四旅 黃俊穎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鄒曉銘 九龍第一三○四旅 程旨濼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藝炫 九龍第一三○四旅 袁知行 九龍第七十五旅 凌錦星 九龍第一三○四旅 簡宇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雯穎 九龍第一三○四旅 吳嘉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銘琪 九龍第一三○四旅 符茗碩 九龍第七十五旅 伍志誠 九龍第一三○四旅 羅翊洺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偉傑 九龍第一三○四旅 戴天賜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臻賢 九龍第五十四旅 黃濼恆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錦君 九龍第五十四旅 



鄭子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馬巧怡 九龍第三十三旅 趙汝穎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立宇 九龍第三十三旅 吳俊和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梓瑩 九龍第三十三旅 李卓僖 九龍第七十五旅 談活希 九龍第三十三旅 吳卓徽 九龍第七十五旅 譚君皓 九龍第三十三旅 伍潁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楊焮鷲 九龍第三十三旅 李名琛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承諭 九龍第三十三旅 林溢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周韻兒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李松熹 九龍第七十五旅 廖晧晴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江俊霆 九龍第七十五旅 胡月曦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陳懷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程敏瑩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霍家明 九龍第七十五旅 冼卓霖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林逴鈞 九龍第七十五旅 伍均浩 九龍第二二七旅 鄧當覺 九龍第七十五旅 何家軒 九龍第二二七旅 黃善瑩 九龍第一二○一旅 郭啟軒 九龍第二二七旅 鍾旻曉 九龍第一二○一旅 趙浚熙 九龍第二二七旅 甘沛然 九龍第一二○一旅 陳浩然 九龍第二二七旅 李學楠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李卓浩 九龍第二二七旅 黃綽藍 九龍第一二○一旅 徐子豐 九龍第二二七旅 李昊朗 九龍第一二○一旅 張子軒 九龍第二二七旅 李晞霖 九龍第一二○一旅 黃朗嘉 九龍第二二七旅 劉家綸 九龍第一二○一旅 許富鈞 九龍第二二七旅 溫慧明 九龍第一二○一旅 楊祖愷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劉逸駿 九龍第一二○一旅 丘綽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杜卓頤 九龍第一二○一旅 陳俊言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潘倖璇 九龍第一二○一旅 黃晴蔚 九龍第六十二旅 錢家晴 九龍第一二○一旅 劉嘉慧 九龍第六十二旅 葉昭媛 九龍第一二○一旅 程駿業 九龍第六十二旅 馮美琪 九龍第二○二旅 郭承浠 九龍第六十二旅 馮美思 九龍第二○二旅 劉玥湉湉 九龍第六十二旅 黃雋穎 九龍第二○二旅 李璦彤 九龍第六十二旅 古爾樂 九龍第二○二旅 劉嘉昊 九龍第六十二旅 郭淳希 九龍第二○二旅 張德裕 九龍第六十二旅 葉毅陞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江梓琳 九龍第六十二旅 黃浩然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劉卓熙 九龍第六十二旅 吳文樂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譚秀瑩 九龍第六十二旅 施葦澄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劉嘉皓 九龍第六十二旅 馮柏成 九龍第一三六旅 蔡寶恩 九龍第六十二旅 何昭妍 九龍第一三六旅 劉郁培 九龍第六十二旅 鍾俊樂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劭聰 九龍第六十二旅 梁宇恆 九龍第一三六旅 陳梓皓 九龍第六十二旅 潘康琪 九龍第一三六旅 鍾建希 九龍第六十二旅 黃芷敏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璟璁 九龍第一三八旅 梁凱澄 九龍第一三六旅 李梓熙 九龍第一三八旅 林俊駱 九龍第一三六旅 吳少傑 九龍第十七旅 郭曉証 九龍第一○○旅 翁瑋澄 九龍第十七旅 周靖淳 九龍第十旅 王祉喬 九龍第十七旅 郭芷彤 九龍第十旅 張遵彥 九龍第十七旅 黎子謙 九龍第十旅 陳建禾 九龍第十七旅 何銘朗 九龍第十旅 林曉樂 九龍第十七旅 陳卓釗 九龍第十旅 葉卓恒 九龍第十七旅 蘇宏澔 九龍第十旅 盧君澄 九龍第十七旅 岑欣怡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司徒丞竣 九龍第十七旅 黎穎昊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朱俊逸 九龍第十七旅 黎潤培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郭皓然 九龍第十七旅 



劉绮婷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關昊翹 九龍第十七旅 魏嘉進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鍾卓翹 九龍第十七旅 鄭家穎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鞠量凱 九龍第十七旅 曾子穎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任若樸 九龍第十七旅 許雅婷 九龍第一三一三旅 李學洵 九龍第十七旅 馮柏曦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温敬祖 九龍第十七旅 葉澄晞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鞠量竣 九龍第十七旅 關宇亮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高梓俊 九龍第十七旅 彭祖謙 九龍第七十八旅 易恩衡 九龍第十七旅 麥韻芝 九龍第七十八旅 譚東東 九龍第十七旅 陳栢謙 九龍第七十八旅 陳俊諺 九龍第四十一旅 梁樂行 九龍第七十八旅 王竣銚 九龍第四十一旅 梁敏淘 九龍第七十八旅 黃芍茵 九龍第四十一旅 鍾朗熙 九龍第七十八旅 胡宇軒 九龍第五十一旅 何彥舜 九龍第七十八旅 余樂君 九龍第五十三旅 王詩晴 九龍第七十八旅 王戩鋒 九龍第五十三旅 黃天朗 九龍第七十九旅 黃鉅霖 九龍第五十三旅 任籽謙 九龍第七十九旅 陳學明 九龍第五十三旅 詹稀喻 九龍第七十九旅 蔡駿宇 九龍第一四○旅 詹稀閔 九龍第七十九旅 李健鋒 九龍第一四○旅 羅日希 九龍第七十九旅 劉禹翔 九龍第一四○旅 譚鎧忻 九龍第七十九旅 吳泳康 九龍第一四○旅 張致謙 九龍第七十九旅 簡桭羽 九龍第一四○旅 李禹衡 九龍第七十九旅 黃信鈞 九龍第一六一旅 關守一 九龍第七十九旅 曾子瑤 九龍第一六一旅 盧曉渝 九龍第七十九旅 岑家樂 九龍第一六一旅 盧曉莎 九龍第七十九旅 溫融安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孫振霆 九龍第七十九旅 黎紀政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任天馳 九龍第七十九旅 劉栢晞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廖悉哲 九龍第七十九旅 程頌怡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何柏樂 九龍第七十九旅 馮熙日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鄭羽辛 九龍第七十九旅 關兆泉 九龍第五十一旅 楊承羲 九龍第七十九旅 關兆聰 九龍第五十一旅 莊維正 九龍第七十九旅 徐榆殷 九龍第五十一旅 彭樂心 九龍第七十九旅 吳俊希 九龍第五十一旅 林曉澄 九龍第七十九旅 李思言 九龍第五十三旅 林  浩 九龍第七十九旅 李貝謙 九龍第十七旅 黃思衡 九龍第七十九旅 張尚禮 九龍第十七旅 郭澤楓 九龍第七十九旅 潘善之 九龍第二十一旅 謝寶瑩 九龍第二○五旅 何旻芮 九龍第二十一旅 鄭璟瑤 九龍第二○五旅 梁上意 九龍第二十一旅 蘇栩慧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陳卓詩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陸倬瑜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潘曉晴 九龍第四十七旅 楊東曉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盧芷楹 九龍第四十七旅 周卓林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陳懿文 九龍第四十七旅 陳瑞澤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布以諾 九龍第四十七旅 黃熙哲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梁偉旋 九龍第十八旅 歐肇津 九龍第六旅 黃梓朗 九龍第十八旅 嚴守燁 九龍第六旅 蔡玉言 九龍第十八旅 陳光庭 九龍第六旅 梁凱恆 九龍第十八旅 李泓熹 九龍第六旅 曾泳舜 九龍第十八旅 梁旨竣 九龍第六旅 鄒文熙 九龍第十八旅 蘇天朗 九龍第六旅 羅正滔 九龍第十八旅 周均曦 九龍第一○六旅 楊皓軒 九龍第十八旅 古家林 九龍第一○六旅 劉浚希 九龍第十八旅 



梁皓溍 九龍第一○六旅 劉約書 九龍第十八旅 張駿諾 九龍第五十七旅 蕭皓駿 九龍第十八旅 鄧梓嫣 九龍第五十七旅 駱頒禧 九龍第十八旅 張宇霆 九龍第五十七旅 顧淳安 九龍第十八旅 李天朗 九龍第七十三旅 樊駿希 九龍第十八旅 黃梓曦 九龍第七十三旅 黃鴻彬 九龍第十八旅 彭諾賢 九龍第七十三旅 甘斯宇 九龍第十八旅 溫雅琳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蔡梓鋒 九龍第一八九旅 馬善源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黃啟樂 九龍第一八九旅 區巧楠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黃彥博 九龍第二十一旅 黃孝蒑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陳顥浚 九龍第二十一旅 蘇榆庭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陳雲城 九龍第二五九旅 李芯怡 九龍第十三旅 張寅標 九龍第二五九旅 黃曉全 九龍第十三旅 張寅林 九龍第二五九旅 王繹嘉 九龍第六十一旅 胡浩琳 九龍第二五九旅 鄺俊維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子滔 九龍第二五九旅 劉芷晴 九龍第六十一旅 王妤瀅 九龍第二五九旅 司徒安晴 九龍第六十一旅 譚健恒 九龍第二五九旅 馬凱瑩 九龍第六十一旅 楊銘軒 九龍第二五九旅 呂承亨 九龍第六十一旅 鄭東然 九龍第二一八旅 姚穎希 九龍第六十一旅 梁剛正 九龍第二一八旅 李曉彤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秋燁 九龍第二一八旅 趙晉言 九龍第六十一旅 劉梓營 九龍第二一八旅 林柏言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樂晴 九龍第二十一旅 黃韋瑜 九龍第六十一旅 李諾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陳絡琛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潁淇 九龍第十九旅 陳妍智 九龍第六十一旅 鍾浩俊 九龍第十九旅 黃嘉熙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鄭梓朗 九龍第十九旅 黃祖輝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鍾樂頤 九龍第十九旅 黃智輝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馮天熾 九龍第十九旅 吳若曦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洪凱瑜 九龍第十九旅 梁禮晉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林正軒 九龍第十九旅 林俊熙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廖城鑫 九龍第十九旅 郭曼琪 九龍第一海童軍旅 吳譪姮 九龍第十九旅 莊穎頤 九龍第八十旅 吳瑋軒 九龍第十九旅 林塏恩 九龍第八十旅 潘希意 九龍第十九旅 潘嘉頲 九龍第四十二旅 游朗喬 九龍第十九旅 鄧焯元 九龍第四十二旅 黃思語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唐展湖 九龍第四十二旅 黃栢曦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譚鈞澤 九龍第四十二旅 王浩寧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原弘峻 九龍第八十九旅 彭予希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李詠常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柏熹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林平鰻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梁煒彬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鍾愷瑤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謝采霖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高曉晴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諾賢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劉晞憫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黃浩晉 九龍第一八九旅 葉麗恩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吳柏言 九龍第一八九旅 沈俊賢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梁智峰 九龍第一八九旅 蔡昊諺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黃彥焯 九龍第一八九旅 程詠怡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陳旭林 九龍第一八九旅 萬菁蕘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姚智信 九龍第一八九旅 鄭力圖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東九龍地域東九龍地域東九龍地域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羿哲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潘志豪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石峻庭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丁愍歷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鄭靖男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郭嘉盈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歐子瑜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黃宇琪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黃燕祺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王晞妍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莊軒銘 東九龍第一一○三旅 植宝怡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何蔣謙 東九龍第一一○三旅 王心妍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朱恩正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葉彥昌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蘇澤富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陳德恩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鄭凱佑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蘇君軒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關凱欣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歐恩瑜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黃璟韜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梁梓健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李柏翹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林英康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梁曦蕎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林展雄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王愷彤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區潤芯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唐懿澄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莫子龍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李喬昕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許晏頤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林詠恩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陳鎧洛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嚴靖琳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余鈞濠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劉康蕎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朱芷瑤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黎紫晞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黃  晉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穎曈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林政豪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黃嘉寶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洪卓穎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盧靖朗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譚國雄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徐懿麒 東九龍第一六三四旅 麥蕆恩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鄭銳晞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張鈃襄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溫德華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黃嘉瑩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杜宇軒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湯智傑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石家晉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徐思進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文子朗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紀柏宇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林裕昇 東九龍第一旅 伍永樂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黎昊堯 東九龍第一旅 郭曉陽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伍柏陶 東九龍第一旅 黃玥瞳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蔡恩曦 東九龍第一旅 黃逸嵐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蔡恩灝 東九龍第一旅 郭文俊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子欣 東九龍第五旅 鄭任達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董子睿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陳子軒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永鏗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林宇軒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林卓銳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余鎂欣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林俞希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顧子詠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施栢熙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謝東麟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楊琛渝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馮德然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梁如風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梁鈞喻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羅  奕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譚文端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立燊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鄺詩琪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崔恩瑜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梁晉峯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程立豐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陳卓然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劉卓嵐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柯棨朗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羅梓晉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駱穎謙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黃卓霖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洪梓瑭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王綺琳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黃裕煒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古浩光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張天朗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麥詩樺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吳浚希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沈鈞皓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劉愷慇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李泓佑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韓宇軒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劉芍岐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俊滈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盧子峯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羅珮瑜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黎子傲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何思澄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王昭丹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吳侗恩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盧百麟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鄧  朗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曾傲政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蘇晉聰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梁煒聰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林敬修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許皓溙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何榢樂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洪  綾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吳梓鎬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戴展揚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李卓朗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曾凱蕎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禤家銘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王穎琳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廖文豫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李  晴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王  永 東九龍第一四八九旅 馮皓庭 東九龍第二十旅 楊晨曦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葉朗堯 東九龍第二十旅 林瑞麒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葉懿澄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梅幸榆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溫柏程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王穎怡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鄭敏怡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黃仁熙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劉星佑 東九龍第四十三旅 莫匡崙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陳皓朗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黃裕綽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區詠琳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黃梓殷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劉俊謙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張竣傑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葉冠南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李霈茜 東九龍第二一二旅 楊朗軒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周耀明 東九龍第十旅 鍾穎雯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盧筠婷 東九龍第十旅 黃梓晉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鍾月儀 東九龍第十旅 陳悅晞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羅聰媛 東九龍第十旅 黃皓月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葉肇熙 東九龍第十旅 梁寶穎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朱可兒 東九龍第十旅 戴紫桐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吳家樂 東九龍第十旅 余曉輝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吳宇潼 東九龍第四十旅 方皓浚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姚天航 東九龍第四十旅 馮溢信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林奕男 東九龍第四十旅 葉芷茵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馮子騫 東九龍第四十旅 李賢孜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鍾卓華 東九龍第四十旅 羅晉尚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黎柏成 東九龍第四十旅 向泳潼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鄭皓軒 東九龍第四十旅 陳偉軒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許竣銘 東九龍第四十旅 陳玥兒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陳健達 東九龍第四十旅 謝裕天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蔡俊熙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梁皓然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譚雅文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鍾承育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鄭宇晴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周曉彤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丁曉然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陳顒杰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吳承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張正禮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張廷超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鄭泳昕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湯澤林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周翰顥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  遨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梁銳康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鄧皜韡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歐柏軒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林銳鈞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鍾睿哲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彭鎮希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梁詩詩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恣軒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黃宇溱 大嶼山第十三旅 葉卓琳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翟珈營 大嶼山第十三旅 黎善兒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潘恩華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梁煜靜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黃惟誠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張晉熙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曾韋誠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湯橋峰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孫哲銘 元朗西第十四旅 黃雋彥 新界第一四三一旅 王焯衡 元朗西第十四旅 李佳堂 北葵涌第十一旅 黃啟衡 元朗西第十四旅 鄧楚焜 北葵涌第十一旅 黃宇韜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靖軒 新界第七海童軍旅 蘇因欷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泯錡 十八鄉第九旅 譚梓謙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彥錡 十八鄉第九旅 黃穎童 元朗西第十四旅 蔡昀澤 十八鄉第九旅 張秭搴 元朗西第十五旅 藍雍翔 十八鄉第九旅 陳美華 元朗西第十五旅 陳竣堯 十八鄉第九旅 胡畯傑 元朗西第十五旅 李心澄 十八鄉第九旅 邱㛓媃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林映希 十八鄉第九旅 陳翊翎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鄭永祺 十八鄉第九旅 陳翊翔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盧靜悅 十八鄉第九旅 劉子悠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陳柏瑜 十八鄉第九旅 邱喬葉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陳鉉灝 十八鄉第九旅 江  一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黃明俐 大嶼山第二十旅 劉倇攸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吳駿鋒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譚凱文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吳臻怡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盧煒晴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馮孟清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許晏萸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許紫程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鄒  寧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邱紹楓 荃灣第十一旅 梅希怡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陳駿熙 荃灣第十一旅 容梓軒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傅卓霖 荃灣第十一旅 李樂怡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梁昭庸 荃灣第十一旅 黎冠言 屯門西第四十九旅 陳睿曦 荃灣第十一旅 范皚浚 十八鄉第八旅 周天樂 荃灣第十一旅 黎栢豪 十八鄉第八旅 鄭泓志 荃灣第十一旅 黃  威 十八鄉第八旅 陳卓瑩 荃灣第十一旅 曾星宇 十八鄉第八旅 鄭晞哲 荃灣第十一旅 何梓浩 十八鄉第八旅 文嘉麗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呂立勤 十八鄉第八旅 吳芊欣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佘靖舜 十八鄉第八旅 陳凱珊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瑋濤 十八鄉第八旅 梁恩銘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周子朗 十八鄉第八旅 蔡巧兒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黃子朗 十八鄉第八旅 曾佩婷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莫嘉熙 十八鄉第十一旅 江洛賢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梁駿逸 荃灣第五旅 李宗泰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梁皓翔 荃灣第五旅 周菀怡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鄭卓衡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黃景發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王逸朗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梁錦堃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鄭卓權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黎凱瑤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丘俊傑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利卓希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潘建亨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黃伊蕾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旭鈞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梁昊銘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張逸晞 離島第十八旅 梁芷喬 荃灣第十四旅 鄭芯渝 離島第十八旅 張舜霆 荃灣第十四旅 鄭巧渝 離島第十八旅 林俊安 荃灣第十四旅 



馮  琪 離島第十八旅 李慶遠 元朗東第七旅 雷嘉泓 離島第十八旅 鍾元熹 元朗東第七旅 劉柏逸 離島第十八旅 趙俊杰 元朗東第七旅 楊諾婷 離島第十八旅 楊天仁 元朗東第七旅 陳卓楠 離島第十八旅 唐詩淇 元朗東第七旅 李敬鈞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郭思聰 荃灣第四十二旅 劉子遙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黃靖陶 荃灣第四十二旅 羅子軒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梁本一 荃灣第四十二旅 梁晉逸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石宇航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張益綸 大嶼山第二十旅 陳暐濤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江旻軒 荃灣第四十六旅 王語嫣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鄭昊峯 荃灣第四十六旅 彭凱暘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陳得煌 荃灣第四十六旅 關綽嵐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區爾正 荃灣第四十六旅 賴卓盈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鄺家翹 荃灣第四十六旅 麥靖悅 新界第一七五○旅 韋  龍 荃灣第四十六旅 萬慧思 新界第一七五○旅 劉博熙 荃灣第十二旅 周浩翹 新界第一七五○旅 陳樂源 荃灣第十二旅 黃家禾 新界第一七五○旅 伍霆方 荃灣第十二旅 李柏毅 新界第一七五○旅 陳俊彥 荃灣第十二旅 李家瑩 新界第一七五○旅 黃逸進 荃灣第十二旅 邱天逸 荃灣第九旅 麥偉俊 荃灣第十二旅 夏子濼 荃灣第九旅 陳俊熹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夏子淳 荃灣第九旅 孫子策 元朗西第七旅 莊  澄 離島第八旅 陳巧樺 元朗西第七旅 郭熙雯 離島第八旅 梁巧琳 元朗西第七旅 方子昊 屯門東第二旅 陳天諾 元朗西第七旅 莊鈞略 屯門東第二旅 蔡柏希 元朗西第七旅 伍卓妍 新界第一七三六旅 彭澤森 元朗西第七旅 陳曉君 新界第一七三六旅 徐奕祺 元朗西第七旅 曾靖瑜 新界第一七三六旅 鄭釋然 元朗西第七旅 鄧顥廷 新界第一七三六旅 李啟楠 元朗西第七旅 鄭曉揚 屯門西第三旅 韓學欣 元朗西第七旅 黃晉朗 屯門西第三旅 吳卓泳 元朗西第七旅 李  澄 屯門西第三旅 甄柏妍 元朗西第七旅 林卓毅 屯門西第三旅 蔡金言 元朗西第七旅 戴心怡 屯門西第三旅 胡珀熙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尹心悅 屯門西第三旅 何鎮宏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蕭米澤 屯門西第三旅 莫子宇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劉美琪 屯門西第三旅 黃騝熹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劉沛喬 屯門西第三旅 楊兆曦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黃譯鋒 屯門西第三旅 楊俊鴻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巫俊熙 屯門西第三旅 黃卓軒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曹家琳 屯門西第三旅 楊浚鉻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陳建銘 屯門西第三旅 孔祥熙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曹梓軒 屯門西第三旅 陳柏浩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鄭智鵬 屯門西第三旅 林祟禧 荃灣第二十三旅 練洪林 屯門西第三旅 張智城 荃灣第二十三旅 黃焯風 屯門西第三旅 黃傲茵 荃灣第二十三旅 鍾凱瑤 屯門西第三旅 梁嘉浚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梁凱柔 屯門西第三旅 黃靖琪 新界第一一一二旅 黎政諾 屯門西第三旅 馮心翹 新界第一一一二旅 梁苡澄 屯門西第三旅 簡苓津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黃惟健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 黎凱澄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陳中怡 屯門西第三旅 許樂晴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梁崇熙 屯門西第三旅 



冼葦澄 青衣第三十旅 鄭煒恒 屯門西第三旅 伍心悅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新界東地域新界東地域新界東地域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余雅莉 雙魚第四旅 梁樂晞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麥梓瑤 雙魚第四旅 黃嘉晴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廖嘉曦 雙魚第四旅 張景堯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夏小雨 雙魚第五旅 陳樂晴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蔡博偉 雙魚第五旅 曾  朗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劉嘉偉 雙魚第五旅 李政皓 沙田南第四十五旅 劉凇源 雙魚第五旅 吳曉銘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葉韋樂 雙魚第五旅 黃捷琳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吳世希 雙魚第五旅 楊頌言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張湯恆 雙魚第五旅 黃華勒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謝俊宇 雙魚第五旅 黃華恩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植嘉林 雙魚第五旅 陳瑋謙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熊正天 雙魚第五旅 曾錦曦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許俊豪 雙魚第五旅 戚希耀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黃嘉駿 雙魚第五旅 洪紫琳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羅彥智 沙田北第一旅 樊道涵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李泓德 沙田北第一旅 黎施樂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廖俊傑 沙田北第一旅 張嘉翹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陳岳熙 沙田北第一旅 伍焯蔚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馬子竣 沙田北第一旅 陳樂之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陳麒鴻 沙田北第十九旅 尤穎堯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陳嘉遙 沙田北第十九旅 譚凱彤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羅畯謙 沙田北第十九旅 王  妍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鄧承豐 沙田北第十九旅 袁嘉蔚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羅兆銘 沙田北第十九旅 梁力行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王奕雯 新界東第一七三九旅 張子俊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劉曉駿 沙田北第五旅 楊鎧琪 沙田西第二十四旅 梁兆聰 沙田北第五旅 李祉瑤 沙田西第二十七旅 陳首傑 沙田北第五旅 姚愷晴 沙田西第二十七旅 陳妙弦 沙田北第五旅 陳映竹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何泓諾 沙田北第五旅 凌悅凐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劉己初 沙田北第五旅 劉苡均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蔡嘉琳 沙田北第五旅 郭  暄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趙一鳴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林承鋒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陳彥至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茅文心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何善熒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關紫菱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林雨軒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劉子銘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梁懿韜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劉逸正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洪栢賢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郭鈴怡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張雅欣 沙田北第十旅 廖崇禮 雙魚第四旅 張雅婷 沙田北第十旅 徐梓澄 雙魚第四旅 諶婭霏 沙田北第十旅 張子昕 雙魚第四旅 汪楊凱莉 沙田北第十旅 袁溢懿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伍穎欣 沙田北第十旅 張緒東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李孝賢 沙田北第十旅 賴一心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盧子游 沙田北第十旅 陳芊攸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王炳森 沙田北第十旅 周語萌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丘惠玲 沙田北第十旅 陳樂頤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吳梓琪 沙田北第十旅 林煒嘉 大埔南第二十四旅 鍾凱玥 沙田北第十旅 莊澤朗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黃芷琪 沙田北第十旅 廖家澧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楊苡妤 沙田北第十旅 鍾沛殷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郭溢希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鄭一力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易艾佳 雙魚第四旅 李衍彤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鍾子明 雙魚第四旅 劉柏佑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曾子珊 雙魚第四旅 何  滔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吳奕晗 雙魚第四旅 羅詠芝 大埔北第十八旅 黃文熹 雙魚第四旅 馮栢興 大埔北第十八旅 黎慧貞 雙魚第四旅 麥旨豐 大埔北第十八旅 陳品月 雙魚第四旅 陳汶希 大埔北第十八旅 王鎧曈 雙魚第四旅 張思正 大埔北第十八旅 潘永順 雙魚第四旅 Moeen Alexander PETRENKO 大埔北第十八旅 蔡曉莉 雙魚第四旅 梁業泓 大埔北第十八旅 李鍩浠 璧峰第六旅 胡穎恩 大埔北第十八旅 李珮彤 璧峰第六旅 蘇莫悠 大埔北第十八旅 周杰楠 璧峰第七旅 羅祉廷 大埔北第十八旅 鄧啓喆 璧峰第七旅 阮卓民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黃穎蓁 璧峰第七旅 陳則賢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李明陽 璧峰第七旅 陳敬霖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黎信明 璧峰第七旅 鄭肇晞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伍文鏗 璧峰第七旅 魏凱翹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雷耀閔 璧峰第七旅 黃佑言 大埔北第十七旅 梁文謙 璧峰第七旅 莊禮汛 大埔北第十七旅 李心悅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黃樂晴 大埔北第十七旅 鄭萃汶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勞愷茵 大埔北第十七旅 黃  翦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許芷珊 大埔北第十七旅 葉耀熙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黃子高 大埔北第十七旅 許愷晴 大埔南第二旅 黃祺智 大埔北第十七旅 許逸朗 大埔南第二旅 林曉榮 大埔北第十七旅 鄧淑媛 大埔南第十七旅 尹允鳴 大埔北第十七旅 呂樂為 大埔南第十七旅 冼穎橦 大埔北第十七旅 馬璟楠 大埔南第十七旅 黃逸朗 大埔北第十七旅 余紫琳 大埔南第十七旅 覃凱蔚 大埔北第十七旅 林頌羲 大埔南第十七旅 陳廣殷 大埔北第十七旅 陳芷妍 大埔南第十七旅 陳嘉駿 大埔北第十七旅 方子希 大埔南第十七旅 高  穎 大埔北第十七旅 楊柏堯 大埔南第十七旅 陳耀嵐 大埔北第十七旅 朱珮君 大埔南第十七旅 盧天樂 大埔北第十七旅 陳柏晞 大埔南第十七旅 李泳瑤 大埔北第十七旅 崔逸晴 大埔南第十七旅 鍾曜丞 大埔北第十七旅 葉家蕙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柯曉謙 大埔北第十七旅 林欣滺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李梓翹 大埔北第十七旅 吳凱瀠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許世亨 大埔北第十七旅 劉沛晴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呂俊廷 大埔北第十七旅 蔡晰行 沙田東第八旅 黃諾晞 大埔北第十七旅 邱素梅 沙田東第八旅 陸眉帆 大埔北第十七旅 郭浚匡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銀禧區銀禧區銀禧區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Ching Ting Claire SO 九龍第一九二旅 KWAN Aspen Isis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EUNG Hiu-tu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LEUNG Ching-ching Elis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Samantha LEE 九龍第一九二旅 LEUNG Ka-l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SIU Nga-man 九龍第一九二旅 WONG Chi-yu Adri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Alicia Kirsten 九龍第一九二旅 WONG Leung-chi Ry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YIEU Angelina Yau-yui 九龍第一九二旅 WONG Yin-ming Ath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Hayley TSANG 銀禧第二十九旅 ZHANG Yun-d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ames Philip WYATT 銀禧第二十九旅 DE LALINDE Brian Ngan 銀禧第一八○○旅 

KWOK Sum-yu Perla 銀禧第二十九旅 Cheuk-lam LI 銀禧第二十八旅 

Samuel KO Chun-ming  銀禧第二十九旅 Jacob HUML 銀禧第二十八旅 

Sofie LAI 銀禧第二十九旅 Katherine LAM 銀禧第二十八旅 

Amboise HUI 銀禧第三十六旅 Nicholas Ryan TRAN 銀禧第二十八旅 

CHOW Joshua Chee-ho 銀禧第三十六旅 Caleb BATT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LEE Hok-yin Jonathan 銀禧第三十六旅 Darryl TSE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LOWRY Cummings Kai 銀禧第三十六旅 Gemma HOB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AN Tsz-k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Henrietta WIGHTMA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AN Winston Shing-kit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ax HARVEY JON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ester Gideon LAM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Noah BAILEY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CHEUNG Kit-shun Trist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Oliver FISHER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HUI Shin Joyc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Oliver MORE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Kendo Kael Gorospe 

LONGID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乙乙乙乙〉〉〉〉    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鄧穎琳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黃智健 九龍第五十七旅 陳子鋒 港島第十六旅 蔡喬峰 九龍第六十二旅 馮俊揚 港島第一○一旅 蔡承智 九龍第七十五旅 賴駿傑 九龍第六十七旅 陳寶宜 九龍第九十三旅 施少桓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蔡舒晴 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穎言 荃灣第五旅 周詩雨 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穎芝 荃灣第八旅 馮家燁 九龍第九十三旅 黃曦源 北葵涌第十三旅 李綽瑤 九龍第九十三旅 柳進德 北葵涌第十三旅 譚旨晴 九龍第九十三旅 葉健樂 北葵涌第十三旅 黃彩彤 九龍第九十三旅 鄧安宜 青衣第二十旅 楊鈞喬 九龍第九十三旅 雷詠之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古尹青 九龍第一○○旅 謝曉琳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甘乾行 九龍第一三八旅 謝詠詷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黃麗盈 九龍第一三八旅 宋晧昇 元朗西第十五旅 蔡承亨 九龍第二○五旅 鑑曉琳 新界第一○五九旅 何浩瑋 九龍第一一○六旅 黃樂怡 新界第一○五九旅 鄧浩霖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駱寗宜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黎錦澤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李麗璇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李佳雄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李汶迪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李碧華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余仲邦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王良興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羅官博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郭穎怡 東九龍第二十旅 梁倬健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譚樂詩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許文斌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陳詩蓓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蕭揚駿 沙田西第十九旅 林詠詩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謝依倩 沙田西第十九旅 李泳枝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趙樂婷 沙田西第二十旅 梁翠瑩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麥嘉瑤 沙田西第二十旅 蔡沛晴 東九龍第二六○旅 曾澤銘 沙田西第二十旅 李沛璁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郭鎮僖 大埔南第八旅 陳穎妍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凌詩慧 大埔南第八旅 徐凱彤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梁曉琳 大埔南第十一旅 方鍵文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曾傲晞 大埔南第十一旅 鄺霆軒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姚俊宇 大埔南第十一旅 鄭樂融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梁琳惠 大埔北第十八旅 葉瑋縉 東九龍第一四五六旅 



彭灝殷 大埔北第十八旅 關偉賢 港島第三十五旅 黃沛榣 大埔北第十八旅 莊梓鋒 港島第九十旅 陳永諾 璧峰第六旅 陳曉程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方沛云 璧峰第六旅 蔡成鋒 十八鄉第二旅 黎家妤 璧峰第六旅 朱敬崇 十八鄉第二旅 黃芷韻 璧峰第六旅 莊卓燃 十八鄉第二旅 楊天恒 璧峰第六旅 黎柏良 十八鄉第二旅 霍駿悅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林珏賢 十八鄉第二旅 黃芯旋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梁芷欣 十八鄉第二旅 王奕熹 新界東第一○九二旅 李子康 十八鄉第二旅 鄧雅名 新界東第一一一八旅 楊力宇 十八鄉第二旅 孔穎朗 荃灣第十一旅 李弘浚 沙田西第十九旅 李文謙 北葵涌第二十四旅 黃靖然 沙田西第二十旅 梁凱楠 東九龍第四海童軍旅 鍾漢瑜 大埔南第二十一旅 胡加怡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黃梓晴 大埔北第十八旅 康穎曦 港島第一旅 葉泳怡 雙魚第二十旅 黃盈朗 港島第一旅 李栢軒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潘韋翰 港島第一旅 傅子謙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關駿禧 港島第七旅 COTTON Francis Joseph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吳朗茵 港島第七旅 LUK Ching-tsing 銀禧第二十九旅 沈敬珩 港島第十旅 GOUGH Jayden Gregory 銀禧第二十九旅 程程翊 港島第十旅 CHEN Yi-ci 銀禧第二十九旅 吳天洛 港島第十五旅 GOT Anson Hin-tung 港島第三十六旅 林澤宇 港島第八十一旅 MAN Caius Alexander 港島第三十六旅 黎羨婷 港島第一○一旅 WAN Haolun 港島第三十六旅 朱敬恩 港島第一一八旅 KONG Sze-yui Chariss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陳綽晞 港島第二四五旅 LAW Ching-yat Adri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陳梓昊 港島第二六八旅 RIM Chun-hei Keann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練錦臻 港島第二六八旅 SUNG Yan-yin Beatric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陳曉琳 九龍第三旅 劉均銘 荃灣第五旅 麥芷晴 九龍第三旅 王樂禧 荃灣第五旅 黃雋滔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雷誠謙 北葵涌第二十四旅 羅鈞祐 九龍第六旅 黃御弘 離島第十八旅 余啟謙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陳彥博 元朗東第十五旅 陳彥如 九龍第三十三旅 王彥能 元朗西第五旅 馬卓衡 九龍第四十二旅 徐詠瑤 十八鄉第十一旅 盧芷慧 九龍第四十七旅 梁德俊 新界第一○五九旅 莫千瑩 九龍第九十三旅 伍雯雯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袁上琳 九龍第一二一旅 凌振諾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吳嘉俊 九龍第一二六旅 龍穎如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楊楊婧 九龍第一二六旅 陳裕謙 港島第七十旅 梁詠詩 九龍第一三六旅 蔡天偉 九龍第十一旅 宋熙庭 九龍第二○五旅 陳曉晴 九龍第十三旅 陳樹城 九龍第二一三旅 王皓泓 九龍第十八旅 黎允政 九龍第二五七旅 馮蔚昀 九龍第二十一旅 周亮均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江宇翹 九龍第二十一旅 柳皓文 九龍第六旅 李鎮濠 九龍第二十一旅 陳立賢 九龍第十八旅 黃君皓 九龍第二十一旅 余歷陶 九龍第十九旅 陳穎彤 九龍第六十一旅 潘劻廷 九龍第二十一旅 黃瑞芝 九龍第九十三旅 黃信霖 九龍第二十一旅 翁武鍵 九龍第一二六旅 黃慧兒 九龍第三十六旅   

 

 

   

 



〈〈〈〈丙丙丙丙〉〉〉〉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祝天煣 九龍第一二六旅 林尚禧 港島第二五五旅 黃凱威 港島第十六旅 盧建豪 九龍第十八旅 蘇鎮堯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蔡昊倫 大埔南第三十七旅 姚俊暉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鄧澤權 九龍第十二旅 陳尚煒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張樂軒 荃灣第五旅 賴慧珊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陳啟浩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李昊晟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廖俊傑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許韻彤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王禮俊 九龍第九十三旅 廖照誠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鄭鎮杰 九龍第九十一旅 陳祉滔 港島第九旅 葉瑞成 九龍第十八旅 李逸怡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伍啟峯 東九龍第十旅 阮文詩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馮潤林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卻寅飛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陳銘東 九龍第十五旅 黃芍誼 離島第十八旅 任明慧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游冠文 荃灣第十一旅 陳旻烽 九龍第一二六旅 姚俊賢 港島第六旅       〈〈〈〈丁丁丁丁〉〉〉〉貝登堡貝登堡貝登堡貝登堡獎章獎章獎章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熙雯 九龍第二○五旅 江學智 東九龍第一旅 陳日楠 九龍第十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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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31日前交到所屬地域辦事處作最後審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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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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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香港童軍大會操中接受嘉許。 
 

 

青少年活動總監   

        劉彥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