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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徽章
麥國安	 港島西區區總監	 26.11.2021

香港總監嘉許	
林詩詩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童軍團長	 16.11.2021
任俊謙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		 26.11.2021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盧偉誠	 總會名譽總監	 24.11.2021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甯樹開	 九龍地域童軍高爾夫球會委員	 12.11.2021
劉鈞雄	 國際署總部總監（本地常務）	 22.11.2021
雷健泉	 九龍第二○五旅旅長	 22.11.2021
莫振昌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黃恒泰	 鯉魚門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謝炯全	 東九龍第十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26.11.2021
黃禮和	 港島第十八旅旅長	 30.11.2021
李耀武	 訓練署專科訓練員（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13.12.2021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黎肇添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核數師	 22.11.2021
黃超明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劉寶華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何志輝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朱健忠	 十八鄉第二旅旅長	 22.11.2021
莊輝星	 十八鄉第二旅副旅長	 22.11.2021
楊 展	 元朗西區副區總監	 22.11.2021
陳嘉建	 元朗西區設備管理員	 22.11.2021
羅志聲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常務及發展）	22.11.2021
梁偉雄	 港島第五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何存仁	 港島第十旅副旅長	 26.11.2021
黃金城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孫偉文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嚴煥玻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鄧紹基	 東九龍第二十旅樂行童軍團長	 26.11.2021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徐月玲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旅務委員會核數師	 22.11.2021
梁程遠	 九龍第五十三旅童軍團長	 22.11.2021
陳家輝	 九龍第五十三旅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曹浩賢	 九龍第五十三旅小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黃意鈞	 九龍第一六一旅樂行童軍團長	 22.11.2021
梁威權	 十八鄉第二旅童軍團長	 22.11.2021
劉凱欣	 十八鄉第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朱偉玲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總部領袖	 22.11.2021
張瑞怡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行政）		 26.11.2021
向展鵬	 港島地域領袖	 26.11.2021
利 一	 港島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鄭沃林	 港島第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吳文頌	 港島第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蔡鴻毅	 港島第五十一旅副旅長	 26.11.2021
吳毅賢	 港島第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王子英	 九龍第二四九旅幼童軍團長	 26.11.2021
謝天放	 九龍第二四九旅幼童軍團長	 26.11.2021
楊偉國	 九龍第二四九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馬澤華	 鯉魚門區副會長	 26.11.2021
莊紹恒	 鯉魚門區區總監	 26.11.2021
馮志遠	 鯉魚門區副區總監	 26.11.2021
呂惠儀	 東九龍第十旅副旅長	 26.11.2021
吳淑嫻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旅長	 26.11.2021
顏 璇	 南葵涌第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鄭凱琪	 沙田西區區總監	 26.11.2021
陳玉芬	 新界東第一二一四旅幼童軍團長	 26.11.2021
胡仲賢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總監（社會服務推廣）	 08.12.2021

吳國啟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小童軍團長	 08.12.2021
陳凱思	 荃灣第九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8.12.2021

長期服務獎章
梁錦勳	 何文田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古善權	 何文田區區領袖	 22.11.2021
陳玉萍	 何文田區區領袖	 22.11.2021
曾家駿	 九龍第三十旅深資童軍團長	 22.11.2021
劉家倫	 九龍第六十七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尤從凱	 九龍第七十七旅教練員	 22.11.2021
潘翠雯	 九龍第七十八旅小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彭家輝	 九龍第七十九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1
王明麟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鄭澤匡	 九龍第二○五旅深資童軍團長	 22.11.2021
黎寶芝	 九龍第二○五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1
陳厚善	 九龍第二○五旅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鄔淑賢	 九龍第二九○旅旅長	 22.11.2021
鄭卓強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陳炳成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劉經天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張美茵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幼童軍團長	 22.11.2021
馮沛然	 九龍第五十三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趙曉芳	 九龍第五十三旅小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蘇佩玲	 九龍第八十四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呂梅玉	 九龍第一六一旅幼童軍團長	 22.11.2021
劉笑屏	 九龍第三十三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1
鄭智賢	 九龍第一一○六旅旅長	 22.11.2021
陳斌瑋	 十八鄉第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張婉菁	 十八鄉第十六旅幼童軍團長	 22.11.2021
高兆基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旅長	 22.11.2021
禤翊民	 新界第一三一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陳振中	 荃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1
張偉聲	 荃灣第四十七旅旅長	 22.11.2021
曾偉軒	 荃灣第四十七旅童軍團長	 22.11.2021
劉明進	 元朗西第十四旅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丘偉杰	 沙田北第十九旅童軍副團長	 22.11.2021
陳景禧	 署理助理貝登堡聯誼會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22.11.2021
施浩能	 港島童軍章會副會長	 26.11.2021
江庭恩	 港島地域領袖	 26.11.2021
劉曼薇	 港島第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何英鳳	 港島第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黃偉傑	 港島第五十一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翁若玲	 九龍第一○○旅小童軍團長	 26.11.2021
唐民偉	 九龍第二四九旅童軍團長	 26.11.2021
葉浣珊	 九龍第二四九旅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袁智立	 九龍第一一○六旅童軍團長	 26.11.2021
麥世蓮	 東九龍地域龍東匯委員	 26.11.2021
張方正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鄧啟賢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梁耀文	 東九龍第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霍惠霞	 東九龍第四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吳麗珍	 東九龍第四十旅小童軍團長	 26.11.2021
伍靜儀	 黃大仙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26.11.2021
陳偉昌	 東九龍第二十七旅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鄭文俊	 東九龍第六十七旅樂行童軍團長	 26.11.2021
袁靜嫻	 東九龍第七十六旅幼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凌虹輝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鍾有發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6.11.2021
蔡錦興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深資童軍團長	 26.11.2021
黃國佳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旅長	 26.11.2021
許啟聰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樂行童軍團長	 26.11.2021
張國偉	 東九龍第一四六旅童軍團長	 26.11.2021
費盛泉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旅長	 26.11.2021
呂婷婷	 東九龍第一一三八旅小童軍團長	 26.11.2021
李子健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副旅長	 26.11.2021
鄧汝亮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童軍副團長	 26.11.2021
梁佩雯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旅長	 26.11.2021
張有彩	 訓練署總部領袖	 30.11.2021
劉啟聰	 訓練署助理總部領袖	 30.11.2021
黃俊文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8.12.2021
	  童軍社會服務推廣委員會副主席	
林龍祐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8.12.2021
曾紫薇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8.12.2021
劉健德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8.12.2021
郭穎欣	 新界第一六一○旅旅長	 08.12.2021
黃嘉旋	 荃灣第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08.12.2021
蔡瑋聲	 沙田北第十九旅童軍副團長	 13.12.2021

總監委任書
公共關係署
葉堃灝	 助理總部總監（周年活動）	 01.12.2021

產業署
李子佳	 總部總監（建築設計）	 01.12.2021

東九龍地域
蘇俊龍	 黃大仙區區總監	 01.12.2021
蔡鎮國	 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01.12.2021
崔文傑	 慈雲山區副區總監	 01.12.2021

新界地域
蔡子建	 助理地域總監（公關）	 01.12.2021

新界東地域
鄧文軒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12.2021
廖慶新	 璧峰區區總監	 11.12.2021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李頌賢	 總部總監（常務及會所管理）	 01.12.2021
侯振榮	 助理總部總監（會所管理）	 01.12.2021
江淋君	 助理總部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01.12.2021

領袖委任書
總部領袖
張翠芬	 總會公共關係署	 15.11.2021
陳駿雄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12.2021

助理總部領袖
梁家耀	 領袖訓練學院	 01.12.2021

地域領袖
鄧皓駿	 港島地域	 01.12.2021
鄭小娟	 九龍地域	 01.12.2021
李寶雯	 九龍地域	 01.12.2021
朱偉玲	 新界東地域	 01.12.2021

童軍區長
蔡業康	 觀塘區	 01.12.2021

幼童軍區長
劉柏毅	 屯門東區	 01.12.2021

區領袖
岑偉雄	 黃大仙區	 01.12.2021
林藹媚	 屯門東區	 01.12.2021

旅長
陳紫霞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15.11.2021
鄭博仁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15.11.2021
麥偉雄	 港島第三十三旅	 01.12.2021
鄺偉民	 東九龍第二七八旅	 01.12.2021
雷靄菁	 新界東第一五四五旅	 01.12.2021

樂行童軍團長
嚴駿豪	 港島第一五九旅	 15.11.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蔡偉洛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12.2021
陳子雋	 荃灣第二旅	 01.12.2021

深資童軍團長
胡永華	 荃灣第二旅	 01.12.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鄭浩雲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15.11.2021

童軍團長
鍾銘浩	 九龍第四十二旅	 01.12.2021
陳厚善	 九龍第二○五旅	 01.12.2021

童軍副團長
江尚民	 港島第一旅	 01.12.2021

管俊康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12.2021
黃思盛	 九龍第一三○旅	 01.12.2021

幼童軍團長
梁芷欣	 東九龍第五旅	 15.11.2021
鄧燕玲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15.11.2021
羅偉強	 雙魚第五旅	 15.11.2021
蔡嘉敏	 港島第三十三旅	 01.12.2021
莫雅邦	 荃灣第二旅	 01.12.2021
幼童軍副團長
黃麗芬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15.11.2021
鄭小娟	 九龍第六十二旅	 01.12.2021
李寶雯	 九龍第六十二旅	 01.12.2021
翁若玲	 九龍第一五八○旅	 01.12.2021
劉寶玲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2.2021
王滿松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01.12.2021
小童軍副團長
鄧筠樺	 雙魚第五旅	 15.11.2021
郭智傑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2.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鄧鎭輝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12.2021

助理總部領袖
黃清紅	 領袖訓練學院	 15.11.2021

地域領袖
梁頌偉	 新界地域	 15.11.2021

深資童軍區長
金志超	 沙田西區	 15.11.2021

區領袖
鍾穎琛	 大埔南區	 15.11.2021
孫惠琴	 大埔南區	 15.11.2021
張惠婷	 荃灣區	 01.12.2021
陳廸秀	 屯門東區	 01.12.2021

助理區領袖
陳嘉嶸	 離島區	 15.11.2021
鍾喬欣	 璧峰區	 15.11.2021
何詠恒	 璧峰區	 15.11.2021

旅長
鍾啟健	 九龍第一二六旅	 15.11.2021
陳惠玲	 新界第一二八○旅	 15.11.2021
鄭彩燕	 新界第一三九一旅	 15.11.2021
廖改𡞵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1
張志偉	 九龍第二五九旅	 01.12.2021

副旅長
關子翰	 十八鄉第十八旅	 15.11.2021

樂行童軍團長
關兆明	 九龍第一二六旅	 15.11.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何志光	 港島第六旅	 15.11.2021
莊碧蓉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01.12.2021

深資童軍團長
甘藹婷	 港島第一五九旅	 15.11.2021
陳嘉銘	 港島第二○三旅	 01.12.2021
區上志	 九龍第六十五旅	 01.12.2021
林 立	 十八鄉第十八旅	 01.12.2021
蔡華豐	 荃灣第二十二旅	 01.12.2021
周霆鋒	 屯門西第四十四旅	 01.12.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鄭寶雯	 港島第四十八旅	 15.11.2021

童軍團長
王耀平	 東九龍第一三六六旅	 15.11.2021
冼敏賢	 東九龍第四旅	 15.11.2021

王諾瑤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15.11.2021
吳子軒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12.2021
梁艷芳	 九龍第一三○旅	 01.12.2021
陳家輝	 荃灣第二十二旅	 01.12.2021
溫展程	 新界東第一六五七旅	 01.12.2021
蔣文傑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01.12.2021

童軍副團長
李倩淇	 港島第一五九旅	 15.11.2021
何芷晴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15.11.2021
周烯婷	 港島第二十二旅	 15.11.2021
王竣霖	 新界第一五七四旅	 15.11.2021
陳柳銘	 青衣第十一旅	 15.11.2021
劉卓然	 青衣第十一旅	 15.11.2021
霍建錡	 新界第一五九一旅	 15.11.2021
甄煒燊	 新界東第一二四一旅	 15.11.2021
聶浩茗	 港島第一七五旅	 01.12.2021
侯燕珍	 港島第九十旅	 01.12.2021
湯澤霖	 港島第十六旅	 01.12.2021
彭尉晴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2.2021
黃家裕	 九龍第九十六旅	 01.12.2021
梁洛軒	 九龍第一三六旅	 01.12.2021
廖嶢欣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01.12.2021
區夢妮	 北葵涌第十二旅	 01.12.2021
石健朗	 新界東第一二一○旅	 01.12.2021

幼童軍團長
川口紗季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15.11.2021
黎家昌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15.11.2021
蔡曼君	 沙田西第十一旅	 15.11.2021
廖紀賢	 港島第二一九旅	 01.12.2021
李家豪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01.12.2021
劉俊毅	 新界東第一七七九旅	 01.12.2021
鍾頴盈	 沙田南第五十六旅	 01.12.2021

幼童軍副團長
張雪兒	 港島第一旅	 15.11.2021
高曼淇	 港島第一旅	 15.11.2021
李卓恩	 港島第一旅	 15.11.2021
莫俊賢	 港島第一旅	 15.11.2021
陳秉開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11.2021
方芷昕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15.11.2021
張雋彥	 東九龍第一三二四旅	 15.11.2021
張艷明	 東九龍第七十二旅	 15.11.2021
紀碧君	 東九龍第七十二旅	 15.11.2021
周昭瑩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15.11.2021
梁智強	 東九龍第七十二旅	 15.11.2021
蔡燕燕	 東九龍第一二六旅	 15.11.2021
秦嘉明	 元朗西第九旅	 15.11.2021
周劼穎	 璧峰第十四旅	 15.11.2021
黃睿琛	 雙魚第五旅	 15.11.2021
鄭佩淇	 沙田南第五十六旅	 15.11.2021
凌心兒	 沙田西第三十七旅	 15.11.2021
周柏晞	 港島第一一八旅	 01.12.2021
伍熙雯	 港島第二六三旅	 01.12.2021
林澤峯	 港島第十六旅	 01.12.2021
吳嘉汶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01.12.2021
林駿洪	 港島第六十一旅	 01.12.2021
譚景婷	 港島第六十一旅	 01.12.2021
湯皚琳	 港島第六十一旅	 01.12.2021
林詩惠	 港島第六十一旅	 01.12.2021
廖旨翹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2.2021
程文偉	 九龍第一三六旅	 01.12.2021
馮俊傑	 東九龍第一三三旅	 01.12.2021
劉穎欣	 東九龍第一五二旅	 01.12.2021
李偉龍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12.2021
黃美琪	 新界第一一一一旅	 01.12.2021
周彩玲	 新界第一七五○旅	 01.12.2021
陳惠蘭	 屯門西第十二旅	 01.12.2021
梁美儀	 青衣第十五旅	 01.12.2021
李淑嫻	 新界第一二一七旅	 01.12.2021

小童軍團長
曹嘉怡	 九龍第一五二五旅	 15.11.2021
吳國銘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11.2021
龐麗年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15.11.2021
吳淑萍	 新界第一三九一旅	 15.11.2021

楊兆琁	 新界第一三九一旅	 15.11.2021
陳蓉菲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1
袁翠蔓	 雙魚第五旅	 15.11.2021
廖詠彤	 新界東第一七六九旅	 15.11.2021
羅穎嵐	 新界第一四七三旅	 01.12.2021

小童軍副團長
陳芷瑜	 港島第一旅	 15.11.2021
葉頌嫻	 九龍第一五二五旅	 15.11.2021
伍俊業	 東九龍第四十旅	 15.11.2021
陳詠欣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1
溫姿晴	 雙魚第五旅	 15.11.2021
羅曉楠	 新界東第一七六九旅	 15.11.2021
嚴嘉韻	 新界東第一七六九旅	 15.11.2021
吳欣霖	 九龍第一四五二旅	 01.12.2021
黃蔭家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01.12.2021
卓詠詩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12.2021
謝文鋒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12.2021
李艷清	 新界第一二八○旅	 01.12.2021
張綺琪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2.2021
陳淑騁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陳淑敏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陳惠中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陳永浩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蔡芯儀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何俊宇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關倩宜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白睎詠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曾縣親	 大嶼山第十六旅	 01.12.2021
張瑜琳	 新界第一四七三旅	 01.12.2021

領袖委任書註銷
總部領袖
寗樹開	 總會訓練署	 13.11.2021

旅長
何潔明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01.12.2021

樂行童軍團長
陳迪恒	 港島第一五九旅	 01.07.2021

樂行童軍副團長
殷棋滙	 港島第一四九旅	 01.12.2021

深資童軍副團長
陳旭暉	 港島第十旅	 01.12.2021

童軍副團長
賴友文	 港島第二二九旅	 31.08.2021
戴良星	 港島第二二九旅	 31.08.2021
唐子逸	 港島第二三六旅	 01.12.2021

幼童軍團長
余淑瑩	 港島第六十一旅	 01.09.2021
陳麗潔	 港島第一一四三旅	 01.12.2021

幼童軍副團長
葉永康	 港島第二二四旅	 01.12.2021
史韻姿	 港島第二二四旅	 01.12.2021
吳碧慧	 港島第一旅	 01.12.2021

小童軍團長
鍾甄渭詩	 港島第一七一一旅	 01.12.2021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旅長
張燕萍	 港島第一一五七旅	 01.11.2021

深資童軍團長
鍾思敬	 港島第二○三旅	 01.12.2021

童軍團長
張振裕	 沙田西第五旅	 11.11.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