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 

（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 
Golden Bauhinia Award, Chief Scout’s Award, Dragon Scout Award and 

Baden-Powell Award List 
(September 2019－Sept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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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紫荊獎章： 
港島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吳宇星 港島第十八旅 林柏澧 港島第六十六旅 
陳永樂 港島第三十六旅 鄭家淇 港島第六十六旅 
朱偉德 港島第六十一旅 葉柏橋 港島第九十九旅 
林榆婷 港島第六十一旅 李冠灝 港島第九十九旅 
陳彥博 港島第六十一旅 王熙懷 港島第九十九旅 
鍾振軒 港島第六十一旅 文朗行 港島第九十九旅 
張桐嵐 港島第一八六旅 區藹澄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伍祉妍 港島第一八六旅 鄭睿淇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思澄 港島第一八六旅 周希澄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朱子家 港島第一八六旅 何詠齡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周展霆 港島第二六九旅 郭大琛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子傑 港島第二六九旅 林定進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林欣彤 港島第二二九旅 于心盈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麥竣庭 港島第二二九旅 馮熙晴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蔚業 港島第二二九旅 何倬齡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李蔚誠 港島第二二九旅 崔梓霖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馮加盈 港島第二二九旅 駱浚賢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陳子儒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黃允希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蔡明軒 港島第十五旅 張雪嵐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陳  灝 港島第十五旅 陳心意 港島第一四六二旅 
林曉宇 港島第十五旅 黃瀚銘 港島第十旅 
陳俊希 港島第十五旅 溫馨怡 港島第二十三旅 
繆瀚霆 港島第十五旅 彭頌恒 港島第二十三旅 
李信橋 港島第十五旅 郭梓柔 港島第九旅 
柳梓樂 港島第十五旅 梁曦旋  港島第九旅 
伍柏猷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周柏炫  港島第九旅 
蘇卓楓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黃金晶 港島第九旅 
周子杰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謝旭喆 港島第九旅 
陳芍喬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蘇學森 港島九十旅 
黃犖鎣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 鄺巧潼 港島九十旅 
李文博 港島第一三九旅 王子熙 港島九十旅 
徐睿宸 港島第一三九旅 張芷霖 港島九十旅 
梁傲雋 港島第一三九旅 李逸禧 港島九十旅 
劉子頌 港島第一三九旅 陳洛彤 港島九十旅 
劉景熙 港島第一三九旅 黎維川 港島九十旅 
劉鎧宇 港島第一三九旅 許嘉禧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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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朸烔 港島第一三九旅 邱美怡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劉偉明 港島第七旅 梁柏翹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湛晞悅 港島第七旅 吳芷烯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羅羽嫣 港島第七旅 黃嘉怡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芷言 港島第七旅 劉泳欣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梁柏賢 港島第二四二旅 蕭宇軒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符嘉祐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鄧恩栢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李思翹 港島第二四二旅 陳寶汶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潘家博 港島第一旅 莊枳鋒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劉俊傑 港島第一旅 譚滿生 港島第一二七五旅 
黃樂茵 港島第六十六旅 鍾澋丞 港島第二六三旅 
翟庭希 港島第六十六旅 魏子晴 港島第二六三旅 
翁弘軒 港島第六十六旅 王晗睿 港島第二二四旅 
鄭梓謙 港島第六十六旅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陳穎瑜 九龍第六十二旅 周芷瑩 九龍第四十二旅 
葉廷謙 九龍第六十二旅 李旻樺 九龍第四十二旅 
鄭楉樺 九龍第二一八旅 唐樂恩 九龍第四十二旅 
楊信義 九龍第二一八旅 劉詠詩 九龍第七十九旅 
高嘉俊 九龍第四十八旅 郭睿而 九龍第七十九旅 
林秋彤 九龍第四十八旅 徐  圓 九龍第七十九旅 
蔡  琳 九龍第四十八旅 梁康承 九龍第七十九旅 
何依婷 九龍第四十八旅 楊洛宜 九龍第七十九旅 
林鎧迪 九龍第四十八旅 鄧學韜 九龍第七十九旅 
鄺俊宇 九龍第四十八旅 劉菀姿 九龍第二○五旅 
鄧永強 九龍第四十八旅 陳思穎 九龍第二○五旅 
陳讚科 九龍第一三七○旅 蔡家熙 九龍第二○五旅 
鄭樂然 九龍第十八旅 劉璿蓁 九龍第一二○一旅 
高晉生 九龍第一三七○旅 潘玟叡 九龍第一二○一旅 
黃卓琳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劉傳軒 九龍第一二○一旅 
黃展鵬 九龍第二一八旅 葉柏瑜 九龍第一二○一旅 
陳頌之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施詠恩 九龍第一二○一旅 
朱柏衡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李健琳 九龍第一二○一旅 
陳懷希 九龍第七十五旅 蔡瑞瑛 九龍第一二○一旅 
馮朗軒 九龍第七十五旅 曾冠華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林頌宏 九龍第七十五旅 周梓晉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雷駿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鍾  晴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文柏天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凱迪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吳尚軒 九龍第七十五旅 余政霖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黃彥鈞 九龍第七十五旅 余御領 九龍第五十七旅 
楊天丞 九龍第七十五旅 伍振睿 九龍第五十七旅 
區之豪 九龍第七十五旅 曾梓晴 九龍第五十七旅 
陳煥仁 九龍第七十五旅 鍾朗維 九龍第五十七旅 
張翰森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天朗 九龍第五十七旅 
何嘉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汭軒 九龍第一三六旅 
賴昊禮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黎展宏 九龍第一三六旅 
徐凱翹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皓雲 九龍第一三六旅 
温子儒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俊宏 九龍第一三六旅 
周柏喬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榮軒 九龍第一三六旅 
葉喜匡 九龍第七十五旅 薜安琪 九龍第一三六旅 
林柏堯 九龍第七十五旅 曾子晴 九龍第一三六旅 
劉晉僑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君洋 九龍第一三六旅 
苗延瑋 九龍第七十五旅 賀柏謙 九龍第三十五旅 



謝棣山 九龍第七十五旅 梁希曼 九龍第三十五旅 
黃卓畢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博泓 九龍第三十五旅 
區晉僖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明睿 九龍第三十五旅 
梁樂祺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澔鈞 九龍第十旅 
羅景鏗 九龍第七十五旅 譚尚智 九龍第二十一旅 
彭己彦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鈺麟 九龍第十七旅 
黃迪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黎康同 九龍第十七旅 
謝柏匡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卓穎 九龍第十七旅 
劉鎧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楊元昊 九龍第十七旅 
鄭  唯 九龍第二十一旅 冼在之 九龍第十七旅 
蔡容典 九龍第二十一旅 黃梓俊 九龍第四十八旅 
馮逸朗 九龍第二十一旅 勞心怡 九龍第四十八旅 
許凱婷 九龍第二十一旅 丁寶麟 九龍第一三八旅 
洪子雯 九龍第二十一旅 馮煒峰 九龍第一三八旅 
江凱翹 九龍第二十一旅 謝愷婷 九龍第一三八旅 
劉亦晉 九龍第二十一旅 程貴堅 九龍第一四○旅 
司徒浚熙 九龍第二十一旅 何梓浩 九龍第一四○旅 
唐琬喬 九龍第二十一旅 蔡勇信 九龍第一四○旅 
任靖言 九龍第二十一旅 魏宛姿 九龍第一四○旅 
卓愷霖 九龍第四十二旅 梁嘉俊 九龍第一四○旅 
    
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施宗醇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顏樂晴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陸曦旼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顏展鋒 東九龍第一三三旅 
連雪詠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馬子喬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田方浩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盧雋逸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馮韻熙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陳詠妍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李天恩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梁晉誠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區梓慧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李恩朗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蔡雅昀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郭凱琳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李宛豫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林兆朗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彭健朗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韋銘恩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李嘉輝 元朗西第七旅 
楊錦韜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馮祉銘 元朗西第七旅 
李穎澤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洪乙明 元朗西第七旅 
余芷恩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葉傲捷 元朗西第七旅 
關傲衡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梁斾彥 元朗西第七旅 
賴夏萍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吳珈謙 荃灣第二十八旅 
鄭  彤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吳焯林 荃灣第二十八旅 
陳東卓 十八鄉第二旅 馮梓婷 荃灣第二十八旅 
蔡寶琪 十八鄉第二旅 謝貝奇 元朗東第十五旅 
黃婉瑤 十八鄉第二旅 葉凱悠 荃灣第二旅 
黎家娸 元朗西第七旅 黃婉蕎 荃灣第二旅 
伍菁汐 元朗西第七旅 葉明煊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吳睿欣 元朗西第七旅 蔡永康 南葵涌第四十五旅 
王心儀 元朗西第七旅 鄭弘靖 十八鄉第二旅 
陳卓鍶 元朗西第七旅 陳灝森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王家樂 元朗西第七旅 陳灝樑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湯竣賢 元朗西第七旅 林偉希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鄧正晞 元朗西第七旅 關俊皓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楊靖宇 元朗西第七旅 伍倡億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劉子軒 元朗西第七旅 馮澤銘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黃天朗 元朗西第七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蘇欣瑜 沙田北第十旅 羅焌瑋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冼希穎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王力臻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麥偉恩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梁曉桐 沙田東第八旅 
呂日朗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劉柏良 雙魚第四旅 
曾康晴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劉  睿 雙魚第四旅 
陳詠彤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陳瑞妍 雙魚第四旅 
翁鏡豐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陳俊橋 璧峰第十六旅 
吳健華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馬  政 璧峰第十六旅 
陳家名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姚本軒 璧峰第十六旅 
許銘軒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李承朗 璧峰第十六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BADRI MURTAZA HOZEFA 銀禧第二十八旅 NED TY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THANIKAIMONI Raphael 港島第三十六旅 DYLAN ELM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KWOK Yui-shu Louis 港島第三十六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杜君彥 荃灣第二旅 張駿生 九龍第八海童軍旅 
彭景賢 荃灣第二十七旅 黃栢霖 九龍第二旅 
唐曉霖 青衣第二十旅 祁晉陞 九龍第二十一旅 
張文傑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麥羲琳 九龍第五十七旅 
蘇熙洋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王沛文 九龍第一○○旅 
張延熙 港島第一旅 張煒迪 九龍第一三八旅 
李光祐 港島第十五旅 謝梓潁 九龍第二四九旅 
張俊樂 港島第一一八旅 林  霖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莊汶欣 港島第二二九旅 黃碧琪 沙田東第六旅 
朱冠羲 港島第二四三旅 陳采嵐 沙田西第十九旅 
朱曉瑩 九龍第四十八旅 鄺子溱 沙田西第十九旅 
朱嘉穎 九龍第一三八旅 高兆瑜 璧峰第六旅 
溫嘉愉 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慶姸 雙魚第二十旅 
吳施葆 九龍第二一八旅 王凱瑤 雙魚第二十旅 
屠睿朗 九龍第二一八旅 官穎瑜 新界東第一六四四旅 
Xavier WONG Hei-chit 九龍第一九二旅 温樂勤 新界東第一六四四旅 
Brian LIU Tsz-fu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陳耀森 東九龍第二○○旅 
梁明希 青衣第十二旅 黃婼妍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黃采芹 青衣第十二旅 羅煦諾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黎凱晴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 劉釋裕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崔皓然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 吳諾瑤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溫栢豪 港島第三十五旅 吳華桓 新界第一○五九旅 
梁凱晴 港島第六旅 林宗燃 港島第三十五旅 
陳智健 港島第七旅 王業順 港島第九十旅 
陳嘉堯 港島第三十五旅 江麗婷 雙魚第二十旅 
郝晉汶 港島第三十五旅 莊韻諺 十八鄉第二旅 
梁耀齊 港島第三十五旅 潘顥文 十八鄉第二旅 
潘泳言 港島第三十五旅 潘柏言 十八鄉第二旅 
徐文熙 港島第三十五旅 楊樂怡 十八鄉第二旅 
梁景豐 港島第六十旅 馮焯君 九龍第一七七二旅 
許恩瀠 港島第二二九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聶浩茗 港島第一七五旅 羅幹樺 九龍第一二二旅 
趙家熙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李珮怡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唐文軒 港島第一三九旅 梁樂浚 九龍第九十一旅 
張澤耀 港島第八十一旅 林彥希 九龍第二旅 
禤家浩 九龍第九旅 麥子豐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陳清濤 九龍第一七七二旅 郭禮瑜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陳駿傑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譚浩璟 屯門東第四十旅 
黃雪瑩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 葉卓倫 屯門西第四十四旅 
蕭栢豪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張天恩 九龍第十九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冼潔瑩 荃灣第十一旅 劉俊毅 新界東第一七七九旅 
龔子珊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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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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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5日前送達青少年活動署，經審批後，獲獎成員方可接受嘉許。 

 
 

                                               署理青少年活動總監   

        羅紹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