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九 龍 地 域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Kowloon Region 
 

2021年傑出旅團領袖獎勵計劃－獲獎名單公布 
常務通告第 10/21號 

2021年 9月 10日 

 

「2021年傑出旅團領袖獎勵計劃」評審工作經已完成，獲獎名單公布如下：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樓 926室   電話：2957 6488  傳真：2302 1163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1300及 14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enquiry@krscout.org     網址：http://krscout.org  

  

紅磡區   

九龍第 1海童軍旅 副旅長 余德輝 

九龍第 42旅 幼童軍團長 戚忠義 

九龍第 1272旅 幼童軍團長 顏萍 

   

何文田區   

九龍第 12旅 童軍副團長 陳素芯 

九龍第 12旅 童軍副團長 林凱傑 

九龍第 67旅 副旅長 張光耀 

九龍第 79旅 幼童軍團長 黃智立 

九龍第 79旅 幼童軍副團長 鄧煒青 

九龍第 79旅 幼童軍副團長 黃敬儒 

九龍第 93旅 樂行童軍副團長 張祉蕾 

九龍第 93旅 童軍副團長 李啟禧 

九龍第 93旅 童軍副團長 李婉蔚 

九龍第 205旅 樂行童軍副團長 李偉傑 

九龍第 205旅 前深資童軍團長 謝文廸 

九龍第 205旅 深資童軍團長 鄭澤匡 

九龍第 205旅 深資童軍副團長 黃熙雯 

九龍第 205旅 童軍團長 江家勇 

九龍第 205旅 幼童軍副團長 吳鎮國 

九龍第 205旅 小童軍副團長 陳美玉 

九龍第 1643旅 幼童軍團長 洪卓恩 

   

九龍城區   

九龍第 17旅 旅長 黃慶光 

九龍第 17旅 幼童軍副團長 陳玼珣 

九龍第 17旅 幼童軍副團長 朱頌詩 

九龍第 17旅 幼童軍副團長 高曉輝 

九龍第 17旅 幼童軍副團長 司徒泰瑋 

九龍第 17旅 小童軍副團長 曾敬熙 

九龍第 17旅 小童軍副團長 黃偉棠 

九龍第 50旅 深資童軍團長 林家俊 

九龍第 53旅 副旅長 林俊濤 

九龍第 53旅 幼童軍副團長 李莉莉 

九龍第 161旅 幼童軍副團長 張作芳 

九龍第 222旅 深資童軍團長 袁章泉 

   

九龍塘區   

九龍第 127旅 童軍副團長 張兆斌 

   

旺角區   

九龍第 199旅 童軍團長 陳健文 

   

深旺區   

九龍第 75旅 幼童軍團長 劉錦傑 

九龍第 75旅 幼童軍團長 譚嘉文 

九龍第 75旅 幼童軍副團長 張啟逢 

九龍第 75旅 幼童軍副團長 程劍雲 

九龍第 75旅 小童軍團長 吳應超 

   

深水埗東區   

九龍第 13海童軍旅 副旅長 崔詠倫 

九龍第 13海童軍旅 幼童軍團長 陳漢權 

九龍第 62旅 幼童軍團長 賴文豐 

九龍第 62旅 小童軍團長 梅綺玲 

九龍第 62旅 幼童軍副團長 鄭小娟 

九龍第 62旅 幼童軍副團長 李寶雯 

九龍第 62旅 幼童軍副團長 黃羲賢 

九龍第 138旅 幼童軍副團長 林思朗 

九龍第 138旅 幼童軍副團長 梁耀昌 

九龍第 138旅 小童軍副團長 陳秀雯 

九龍第 1580旅 旅長 劉斯凱 

九龍第 1580旅 童軍團長 黃志華 

   

深水埗西區   

九龍第 90旅 童軍團長 李柏賢 

九龍第 90旅 幼童軍副團長 陳倩雯 

九龍第 90旅 幼童軍副團長 岑美儀 

九龍第 257旅 童軍團長 羅俊朗 

九龍第 257旅 童軍副團長 蘇詠嫺 

九龍第 1357旅 童軍團長 甄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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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樓 926室   電話：2957 6488  傳真：2302 1163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1300及 14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enquiry@krscout.org     網址：http://krscout.org  

  

 

 

 

 

 

  

深水埗西區（續）   

九龍第 1357旅 幼童軍團長 黃渭棠 

   

油尖區   

九龍第 19旅 副旅長 謝彥君 

九龍第 19旅 深資童軍團長 邱一峰 

九龍第 19旅 童軍團長 范志鴻 

九龍第 19旅 童軍團長 林冠傑 

九龍第 19旅 幼童軍團長 黃美霞 

九龍第 19旅 童軍副團長 鄭嘉莉 

九龍第 1698旅 童軍團長 羅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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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0日 

副地域總監（常務） 

           黃 冠 生  

mailto:enquiry@krscout.org
http://krscou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