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度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 

2021-2022 Golden Bauhinia Award, Chief Scout’s Award,  

Dragon Scout Award and Baden-Powell Award List 
 
 

茲公布完成2021-2022年度註上述各支部最高獎章之童軍成員名錄如下： 

 

〈甲〉 金紫荊獎章： 

港島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鄭柏軒 港島第七十旅 黃靜桐 港島第二六三旅 

劉日朗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黃俊泓 港島第二六三旅 

郭又嘉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顧采姿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洪子博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彭曉樺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余  樂 港島第十七旅 蔡燿漢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蔡思行 港島第十七旅 陳盈希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陸梓盛 港島第十七旅 戚嘉嵐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施卓安 港島第七旅 郭惠平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高綽忻 港島第七旅 李恩澤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黃嬿綝 港島第七旅 吳美瑩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李芯穎 港島第一三九旅 蕭卓琳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周昊霆 港島第一三九旅 楊靖珩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張綽軒 港島第一三九旅 楊世賢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陳加朗 港島第一三九旅 陳思源 港島第六旅 

馮倬榆 港島第一三九旅 丘  悅 港島第六旅 

蔡瑩蓁 港島第一三九旅 黃正翹 港島第六旅 

黎綽熙 港島第一三九旅 陳梓軒 港島第六旅 

霍祉朗 港島第一三九旅 歐蕙心 港島第六旅 

謝心翹 港島第一三九旅 黃栢妍 港島第六旅 

魏朗東 港島第一三九旅 何泳嵐 港島第六旅 

譚博之 港島第一三九旅 楊澤豐 港島第六旅 

陳靖霏 港島第一五三旅 黃彥皓 港島第六旅 

陳鋑羲 港島第一五三旅 劉景生 港島第六旅 

金倩同 港島第一五三旅 歐陽栩樂 港島第六旅 

郭曉晴 港島第一五三旅 古穎晴 港島第六旅 

呂文菁 港島第一五三旅 陳顥天 港島第六旅 

吳澳淳 港島第一五三旅 阮  媱 港島第六旅 

伍恩孝 港島第一五三旅 黃朗鈞 港島第六旅 

溫睿言 港島第一五三旅 莊天航 港島第二旅 

黃翰林 港島第一五三旅 陳宏立 港島第二旅 

黃沛妍 港島第一五三旅 陳迦彥 港島第九十九旅 

胡洛廷 港島第六十一旅 高子健 港島第九十九旅 

屈浩達 港島第六十一旅 梁守証 港島第九十九旅 

麥涴晴 港島第六十一旅 麥智謙 港島第九十九旅 

梁悅蓁 港島第十四旅 曾  鉦 港島第九十九旅 

楊嘉熙 港島第十四旅 汪栢浠 港島第九十九旅 

陳恩熙 港島第十四旅 溫曉祈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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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璐 港島第十四旅 梁悅桐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黃皓洛 港島第十四旅 李卓嵐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張奕衡 港島第十四旅 盧濬灝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黃嘉雯 港島第十四旅 周希汛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  睿 港島第十四旅 林昭政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衍霆 港島第十四旅 鄭綽蘫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楊浩正 港島第十五旅 楊日昇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鄭柏揚 港島第十五旅 黎卓妍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王逸勤 港島第十五旅 梁俊熙 港島第六十六旅 

馮天宇 港島第十五旅 黃豫菲 港島第六十六旅 

包宇熙 港島第十五旅 林卓謙 港島第六十六旅 

張祖翹 港島第十五旅 林卓淇 港島第六十六旅 

楊展禧 港島第十五旅 梁恩悅 港島第六十六旅 

崔沛熙 港島第十八旅 張令君 港島第六十六旅 

黃鈞譽 港島第十八旅 林思澄 港島第六十六旅 

馮海峰 港島第二二九旅 余善祈 港島第一旅 

黃浩邦 港島第二二九旅 潘國洋 港島第一旅 

鄭景凝 港島第二二九旅 潘國滔 港島第一旅 

吳惇珩 港島第二二九旅 鄧泰萊 港島第一旅 

練樂澄 港島第二二九旅 周孝濤 港島第一旅 

殷  楠 港島第二二九旅 戴穎亨 港島第一旅 

李雅萱 港島第二六九旅 梁凱揚 港島第一旅 

曾紫婷 港島第二四三旅 萬翃宇 港島第一旅 

黃詩程 港島第二四三旅 潘森齊 港島第一旅 

趙愷婷 港島第二四三旅 鄧朗晞 港島第一旅 

陳卓昀 港島第二四三旅 梁晧謙 港島第一旅 

陳子如 港島第二六三旅 繆曙謙 港島第一旅 

莊嘉燊 港島第二六三旅 林皓謙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馮穎怡 港島第二六三旅 蕭廷縉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盧子朗 港島第二六三旅 鄧柏樂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蘇業朗 港島第二六三旅 梁  喻 港島第十旅 

孫婉玲 港島第二六三旅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譚宇喬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彭澤心 九龍第七十九旅 

張梓朗 九龍第一二七二旅 劉盈孜 九龍第七十九旅 

麥籍文 九龍第九十旅 鄭凱羽 九龍第五十七旅 

陳嘉穎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曉明 九龍第五十七旅 

陳傲澄 九龍第七十五旅 蕭銘伽 九龍第五十七旅 

程  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漢銘 九龍第五十七旅 

盧啓廸 九龍第七十五旅 王思行 九龍第五十七旅 

文禮心祈 九龍第七十五旅 方懿晨 九龍第五十七旅 

譚希宏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匡碩 九龍第五十七旅 

温卓熹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  韻 九龍第十三旅 

王梓灝 九龍第七十五旅 沙文御搴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陳以誠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鄧樂言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張文熙 九龍第七十五旅 藍焯曦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施  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朱卓謙 九龍第六旅 

曾子鉉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羽澄 九龍第六旅 

嚴希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潘天行 九龍第六旅 

張躍熹 九龍第七十五旅 潘棕朗 九龍第六旅 

高尚哲 九龍第七十五旅 TSANG Andreas Hon Yin 九龍第六旅 

梁睿行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黃俊殷 九龍第六旅 

吳文熙 九龍第七十五旅 尹日熙 九龍第六旅 



鄧淨飛 九龍第七十五旅 楊皓雲 九龍第六旅 

唐睿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彭思叡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柏熙 九龍第七十五旅 梁凱晴 九龍第一三六旅 

王  韜 九龍第七十五旅 徐梓軒 九龍第一三六旅 

張敬一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鄧紫喬 九龍第一三六旅 

許正川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祐希 九龍第一三六旅 

紀詩遠 九龍第七十五旅 薛惠琪 九龍第一三六旅 

潘學惇 九龍第七十五旅 袁蔚琳 九龍第一三六旅 

潘樂遨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黄浩瑜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建鏗 九龍第七十五旅 馮昭琳 九龍第一三六旅 

丘焯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潘衍名 九龍第一三八旅 

楊浩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璟康 九龍第一三八旅 

鄭子健 九龍第七十五旅 謝栢朗 九龍第一三八旅 

蔡翔旭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廸翹 九龍第一八八旅 

唐梓洛 九龍第七十五旅 顏暄穎 九龍第一八八旅 

黃樂天 九龍第七十五旅 肖  瑞 九龍第十七旅 

黃柏晞 九龍第七十五旅 賴承楷 九龍第十七旅 

任星泓 九龍第七十五旅 方翔宇 九龍第十七旅 

楊柏賢 九龍第七十五旅 許嘉豪 九龍第十七旅 

何雋盺 九龍第一○○旅 楊明熹 九龍第十七旅 

李樂天 九龍第二四九旅 姜自豪 九龍第十七旅 

朱皓衍 九龍第二四九旅 鄭哲宇 九龍第十七旅 

馬崇皓 九龍第二四九旅 黃靖傑 九龍第十七旅 

張子晴 九龍第二四九旅 盧冠壹 九龍第十七旅 

何溢桸 九龍第二四九旅 吳牧山 九龍第十七旅 

繆孜昀 九龍第二四九旅 余浩陽 九龍第十七旅 

梁頌言 九龍第二四九旅 劉韋鋒 九龍第十七旅 

栁承彰 九龍第二四九旅 陳  翼 九龍第四十一旅 

林芷瑩 九龍第四十二旅 陳鎧峰 九龍第四十一旅 

祁廷鍁 九龍第四十二旅 蕭卓峰 九龍第四十一旅 

韓己饒 九龍第四十二旅 林子軒 九龍第五十三旅 

盧以諾 九龍第四十二旅 黎聖恩 九龍第五十三旅 

鄧凱峰 九龍第四十二旅 王誠禧 九龍第五十三旅 

劉言節 九龍第四十二旅 袁子傑 九龍第五十三旅 

劉卓霖 九龍第四十二旅 蔡天晉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甘沛樺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蔡芷瀅 九龍第八十旅 

梁炎越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鍾卓穎 九龍第八十旅 

伍梓傑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蔡振熙 九龍第十九旅 

曾韋嵐 九龍第二○五旅 吳卓琳 九龍第十九旅 

譚梓鋒 九龍第二○五旅 吳愷靜 九龍第十九旅 

甘晉翹 九龍第二○五旅 鄭舜庭 九龍第十九旅 

梁顥雋 九龍第二○五旅 陳昇陽 九龍第十九旅 

樊浩宏 九龍第二○五旅 梁綽軒 九龍第十九旅 

黃海峻 九龍第二○五旅 鄒耀霆 九龍第十九旅 

譚梓浚 九龍第二○五旅 梁傲謙 九龍第十九旅 

陳彥熙 九龍第二○五旅 盧芷欣 九龍第十九旅 

馬凱勳 九龍第七十九旅 張庭熹 九龍第十九旅 

陳均睿 九龍第七十九旅 孫樂彤 九龍第十九旅 

彭湛淳 九龍第七十九旅 王恩彤 九龍第十九旅 

李灝朗 九龍第七十九旅 王韋珊 九龍第十九旅 

李尚澄 九龍第七十九旅 鄭曉南 九龍第十九旅 

文熙瑜 九龍第七十九旅 廖城永 九龍第十九旅 

陳卓遙 九龍第七十九旅 郭昕林 九龍第一二○一旅 

林以恆 九龍第七十九旅 陳知仁 九龍第一二○一旅 

陳柏丰 九龍第七十九旅 馮心怡 九龍第一二○一旅 



詹家愉 九龍第七十九旅 鄭宇言 九龍第一二○一旅 

余嘉諾 九龍第七十九旅 吳子濬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李主邦 九龍第七十九旅 陳芊如 九龍第一二○一旅 

    

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何羽晴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陳思叡 東九龍第四十旅 

何咏心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陳柏然 東九龍第四十旅 

鄭號仁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陳俊豪 東九龍第四十旅 

張銘峰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方浩泓 東九龍第四十旅 

邱白崢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梓軒 東九龍第四十旅 

洪煜楚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俊傑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郭倩婷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馬綽宏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李衍昱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黃毅豐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李佳憬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潘顥洋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羅慧琳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利柏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文傲晴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駱枳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石佳瀧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伽俊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鄧曉嵐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佩妍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黃穎詩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張皓維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阮惜渺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溫奇瑋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林凱敏 東九龍第一三一旅 許智華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李康喬 東九龍第一三一旅 吳靖霖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麥善朗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靖然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林令琪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顏楷朋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袁孝龍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蕭凱晴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張蔚晴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楊柏熹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岑婉雯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劉灝鋒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黃炯瞳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刁籽允 東九龍第一旅 

章治泓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鄧巧兒 東九龍第一旅 

林芷瑛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李振浩 東九龍第一旅 

林芷瑤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黃朗軒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李灼謙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何樂行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李思哲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葉柏希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蘇卓恒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程梓恩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劉浩旻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羅丞希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黃晞曈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鄭柏勤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馮小容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鄭焯壎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鄭嘉怡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林蔚翹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彭紫瑩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王思晴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郭雅雯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趙  穎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蔡經濠 東九龍第四十旅 傅穎潼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吳美儀 東九龍第四十旅 卓永嵐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羅晞晴 東九龍第四十旅 黃耀龍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曾成熙 東九龍第四十旅 梁凱洳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郭希怡 東九龍第四十旅 馮皓樽 東九龍第二十旅 

林天朗 東九龍第四十旅 丁潁涵 東九龍第二十旅 

朱灝霖 東九龍第四十旅 周卓男 東九龍第二十旅 

香釨灝 東九龍第四十旅 區詠晞 東九龍第二十旅 

譚灝均 東九龍第四十旅 胡卓欣 東九龍第二十旅 

張汶溍 東九龍第四十旅 黃舒淇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 

何柏熹 東九龍第四十旅   

    

    

    



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羅詠誼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王樂欣 荃灣第五旅 

李天傲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冼家悅 荃灣第五旅 

李灝軒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黃紫晴 荃灣第五旅 

李心琪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羅柏翹 荃灣第十二旅 

袁柏曦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郭劼堯 荃灣第十二旅 

余可盈 元朗西第十五旅 李曉嵐 荃灣第十二旅 

梁宙熹 元朗西第十五旅 羅梵恩 荃灣第十二旅 

鄭煒樂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江景熙 荃灣第十二旅 

陳泳彤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洪啟樂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彭子謙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區東明 青衣第二十九旅 

傅浩昇 元朗西第十四旅 梁金順 青衣第二十九旅 

陳逸熙 元朗西第十四旅 馮耀燊 青衣第二十九旅 

陳景堯 元朗西第十四旅 汪雋賢 青衣第二十九旅 

陳希妤 元朗西第十四旅 鄭熙達 青衣第二十九旅 

劉淑琪 元朗西第十四旅 杜俊熙 十八鄉第十一旅 

施哲楠 元朗西第十四旅 郭子健 十八鄉第十一旅 

黃朗庭 元朗西第十四旅 劉日熙 十八鄉第十一旅 

楊凱喬 元朗西第十四旅 蘇珈柔 十八鄉第十一旅 

張可柔 元朗西第十四旅 鄭穎樂 十八鄉第十一旅 

何沛謙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品喬 十八鄉第十一旅 

邱凱陶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萃桸 十八鄉第十一旅 

區梓朗 大嶼山第十三旅 安悠逸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符  琛 大嶼山第十三旅 何蓁怡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陳梓康 大嶼山第十三旅 潘顥林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曾敬賢 大嶼山第十三旅 王子峰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翟君浩 大嶼山第十三旅 馮凱琳 十八鄉第二旅 

黃煦齡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吳婥琪 十八鄉第二旅 

蔡子樂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吳詩曼 十八鄉第二旅 

羅梓亭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江熙文 十八鄉第二旅 

張思捷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江德文 十八鄉第二旅 

梁志遠 北葵涌第十一旅 蔡子壎 十八鄉第二旅 

藍海麒 北葵涌第十一旅 劉卓思 十八鄉第二旅 

林子歡 北葵涌第十一旅 譚智聰 十八鄉第二旅 

李健銘 荃灣第五旅 楊  驍 十八鄉第二旅 

黃靖雯 荃灣第五旅 曾勺栶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暋彥 大埔南第十七旅 羅楊博 雙魚第五旅 

鄒泓恩 大埔南第十七旅 彭浩理 雙魚第五旅 

蔣世鴻 雙魚第五旅 張凱洋 雙魚第五旅 

蔣宇誠 雙魚第五旅 趙胡翔 雙魚第五旅 

李政偉 雙魚第五旅 吳奕晞 雙魚第四旅 

梁雁章 雙魚第五旅 黃詠恩 雙魚第四旅 

聶俊熙 雙魚第五旅 林載寶 雙魚第四旅 

謝  灝 雙魚第五旅 吳驊謙 雙魚第四旅 

王智熠 雙魚第五旅 羅家瑩 雙魚第四旅 

熊柏菘 雙魚第五旅 鄧景鴻 雙魚第四旅 

張嘯林 雙魚第五旅 郭汶睿 雙魚第四旅 

鄭梓恒 雙魚第五旅 廖一靜 雙魚第四旅 

鍾振文 雙魚第五旅 蔡曜霆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李汶羲 大埔北第十七旅 邱紫涵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黃樂天 大埔北第十七旅 麥紫悠 璧峰第三十二旅 



王諾勤 新界東第一七三九旅 鄭芷晴 璧峰第三十二旅 

潘子諾 新界東第一七三九旅 蘇晨曦 璧峰第三十二旅 

張君彥 新界東第一七三九旅 葉殷瑜 大埔北第十旅 

廖珝玥 沙田北第一旅 曾如月 大埔北第十旅 

黃  喆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黃信緯 沙田東第六旅 

鄧頌希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譚綮文 沙田東第六旅 

張祖柏 沙田北第五旅 盧躍男 沙田東第六旅 

張肇恒 沙田北第五旅 葉倍甄 沙田東第六旅 

張柏霖 沙田北第五旅 翁雅雯 沙田東第六旅 

梁心澄 沙田北第五旅 黃詩晴 沙田東第六旅 

蕭柏文 沙田北第五旅 劉承祖 沙田東第六旅 

周子傑 沙田北第五旅 陳柏文 沙田東第六旅 

梁皓舜 沙田北第五旅 徐嘉豪 沙田東第六旅 

胡栩諾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徐慧琳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關岶滔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羅俊威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吳柏軒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鍾曉晴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李皓昕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朱  澤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鄧丞殷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黃詠瞳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陳佳駿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許愷茵 大埔南第二旅 

白雲帆 雙魚第五旅 李睿潼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陳旭峰 雙魚第五旅 郭晉諾 璧峰第六旅 

蔡明宇 雙魚第五旅 楊泳蕎 璧峰第六旅 

葛  雍 雙魚第五旅 葉子軒 璧峰第六旅 

黃焯楓 雙魚第五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WONG Theodore 

Gabriel 

九龍第一九二旅 WAT Cheuk-ching Jayme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arcus CHAN 九龍第一九二旅 CHAN Chi-king Tommy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IU Hao-sen 九龍第一九二旅 HUNG Ho-y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EUNG Lok-shan 

Julien 

九龍第一九二旅 JANG Jasper J Y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EUNG Hiu-fung 

Hugo 

九龍第一九二旅 WONG Chi-chi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ndy PAN 九龍第一九二旅 MA Hang-y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athy CHE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SUI Tin-man Adely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armaine KWOK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EUNG Ka-he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raig Arthur LA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HUANG Yi-yang Eth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GUO Tsz-tim Luciana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ANG Ching-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AW Yat-he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I Sum-yi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Leong-shun 

Daniel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EUNG Tok-lo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Ian WONG Wai-chi 銀禧第二十八旅 KAM Yui-chu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yra MAHESHWARI 銀禧第一八○○旅 SU Kingston Ging-kw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Olivia ZHOU 銀禧第一八○○旅 CHEUNG Ka-yin Natalie 銀禧第一八○○旅 

Natasha Allen Lee 

BRYAN 

銀禧第一八○○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黃晉業 港島第七十旅 施永賢 九龍第九十旅 

廖政然 新界第一○五九旅 楊俊輝 九龍第一二一旅 

莫栢希 港島第十旅 歐濬瑜 九龍第一二二旅 

霍梓柔 荃灣第二旅 符家欣 九龍第一二二旅 

陳德明 九龍第二五七旅 李芷瀅 九龍第一二二旅 



區冠忠 九龍第二五七旅 黃家軒 九龍第二○五旅 

章雅姿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林亦嘉 九龍第二四九旅 

池德鑫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謝迎希 九龍第二四九旅 

何浩明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陳婉琪 九龍第二五一旅 

羅梓順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王嘉敏 九龍第二五一旅 

馬一懿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鄧錦蘅 九龍第二五一旅 

曾鈺晴 璧峰第三十五旅 周志聰 九龍第二五七旅 

林雅翹 璧峰第三十五旅 卓逸晴 九龍第一二○一旅 

黃俊曦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談善瑩 九龍第一二○一旅 

董子謙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曾歷豐 九龍第一三七○旅 

林煒竣 青衣第十一旅 林俏賢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吳鎮煒 青衣第十一旅 上官灝然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許暐欣 港島第七旅 施晓莹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黃仲賢 港島第十旅 葉  晴 荃灣第二旅 

甄朗然 港島第七十旅 陳頌欣 北葵涌第十三旅 

李  津 港島第八十一旅 林凱倫 北葵涌第十三旅 

何卓軒 港島第二四二旅 何卓嵐 北葵涌第十三旅 

姚  瑤 港島第二五五旅 黃俊皓 北葵涌第十三旅 

陶諾澄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林凱婷 北葵涌第十三旅 

張偉倫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譚柏熙 北葵涌第二十四旅 

劉昊峯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任樺焌 青衣第十一旅 

何皓燊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羅少辰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洪樂謙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彭梓洋 元朗西第五旅 

莊清華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蘇煒傑 元朗西第五旅 

曹豐熙 大埔南第十一旅 卜星稀 元朗西第五旅 

鄭俊禧 大埔南第十一旅 馮樂遙 元朗西第五旅 

盧健朗 大埔南第十一旅 陳逸澧 元朗西第五旅 

莫希怡 大埔南第十一旅 歐玲玲 元朗西第五旅 

阮子豪 大埔南第十一旅 李  橦 元朗西第十五旅 

張允晴 荃灣第二十四旅 徐鈺茵 元朗西第十五旅 

許伊樂 荃灣第二十四旅 霍姿霖 元朗西第十五旅 

吳卓羲 荃灣第二十四旅 蘇詠欣 元朗西第十五旅 

李  彤 荃灣第二十四旅 鍾  善 元朗西第十五旅 

黃浩然 荃灣第二十四旅 梁嘉樂 十八鄉第二旅 

李梓賢 荃灣第二十七旅 陳俊琪 十八鄉第二旅 

姜家樂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陳卓然 十八鄉第十八旅 

黎恩同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申嘉怡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司徒欣侗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劉日晴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楊逸心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黃帥森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張詠彤 十八鄉第十八旅 陳嘉禧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黃力維 十八鄉第十八旅 陳灝德 港島第一旅 

嚴詠勤 十八鄉第十八旅 陳智樂 港島第七旅 

陳彥澄 九龍第十旅 朱凱慧 港島第七旅 

李學維 九龍第十旅 石栢溱 港島第十六旅 

鍾浩軒 九龍第十八旅 張愷涵 港島第十六旅 

陳海羲 九龍第五十七旅 葉皓霖 港島第十六旅 

張懿恆 九龍第九十三旅 吳延彰 港島第二十一旅 

黃菀柔 九龍第九十三旅 葉偉滔 港島第三十五旅 

楊采雯 九龍第一二六旅 何令勤 港島第三十五旅 

關潁彤 九龍第二一八旅 莊正維 港島第四十八旅 

何卓希 東九龍第十旅 陳嘉怡 港島第六十六旅 

古卓雯 東九龍第二六○旅 周健鋒 港島第七十六旅 

羅世軒 東九龍第二六○旅 劉日彤 港島第一一八旅 

曾繁樂 東九龍第二六○旅 劉天睿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石卓康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郭心悅 沙田東第六旅 



HUI Tung-jo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馬  信 沙田東第三十旅 

Jamie LAU Kai-shu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戴卓謙 雙魚第十九旅 

LAI Hugo Hiu-ko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余正彥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YEUNG Frederick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吳嚳禮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LIM Joshua Tairong 港島第一五○旅 關映睿 沙田東第十八旅 

Gavra Jozette CH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伍穎心 沙田東第十八旅 

盧德璋 九龍第六旅 鄧愷頤 璧峰第七旅 

甘燿熙 九龍第十旅 潘信晞 九龍第一二○一旅 

古迪適 九龍第十九旅 李嘉軒 九龍第二○五旅 

劉熹曈 九龍第十九旅 楊綺薇 東九龍第十旅 

岑泳欣 九龍第十九旅 鄭木陽蕾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黃日謙 九龍第十九旅 趙善衡 港島第二十一旅 

黃寶樺 九龍第二十一旅 林致臻 港島第六十六旅 

黃寶儒 九龍第二十一旅 李嘉敏 港島第二五五旅 

馮嘉謙 九龍第三十三旅 陳俊傑 青衣第十二旅 

伍家俊 九龍第六十二旅 鄺文浩 青衣第十二旅 

施沛和 九龍第六十二旅 羅瑛淇 青衣第十二旅 

周璟麟 九龍第九十旅 黃家樺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張俊輝 九龍第九十旅 梁愷敏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梁國峰 港島第一五九旅 石瑋鋒 東九龍第二八一旅 

吳冠達 港島第十五旅 吳欣穎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黃英豪 港島第十五旅 周樂宜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羅永佳 北葵涌第二十四旅 張子曦 九龍第一○○旅 

鍾秉烝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杜俊熹 九龍二十九旅 

何俊文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鄭伊琳 東九龍一三八旅 

沈焯輝 東九龍第一四五六旅 許穎琳 九龍第二一三旅 

朱卓鍵 東九龍第二三一旅 謝柏宇 九龍第一二六旅 

古浩琳 港島第二十二旅 黃煒琳 九龍第一六一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黎家怡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鄧皓駿 港島第六旅 

曾瑋賢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趙鎮駒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以上各獲奬人士嘉許活動將於2022年11月27日（星期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之2022年香港童軍大會操
中進行，請各獲獎人士預留時間出席，詳情將會另函個別通知。 

 

上述各支部之最高獎章全年均接受申請，有關「金紫荊奬章及證書申請表」必須交回所屬地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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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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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香港童軍大會操中接受嘉許。 

 

註：金紫荊奬章：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2021年9月16日至2022年9月15日 

 

 

 

                                                   青少年活動總監   

        羅紹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