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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徽章
雷俊傑 元朗西區副主席 28.04.2022

香港總監嘉許
李銘賢 港島第七十六旅童軍團長 28.04.2022
盧智聰 油尖區副區總監 29.04.2022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郭炳賢 何文田區顧問 20.04.2022
鄭寶慈 何文田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徐嘉淞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吳樹燊 南葵涌第八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馬雁欣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小童軍團長 14.04.2022
周國華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20.04.2022
馬漢庭 九龍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穎沂 九龍第一六五旅副旅長 20.04.2022
錢子峯 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總監 ( 童軍樂隊 ) 26.04.2022
李德仁 九龍地域顧問 10.05.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陳嘉寶 九龍第九十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陳俊輝 九龍第二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麥　新 旺角區副會長 10.05.2022
黃國賢 九龍第一三六旅旅長 10.05.2022
伍鼎新 慈雲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趙崇基 港島地域訓練與發展小組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雪茹 東九龍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20.04.2022
馮珮琪 東九龍第一○七○旅旅長 20.04.2022
黃鳳珍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旅長 20.04.2022
鄧志豪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20.04.2022
張楚球 青衣第二十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何貴財 新界東地域領袖 20.04.2022
吳漢仲 東九龍地域執行幹事 20.04.2022
蔡慧煌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20.04.2022
 　社會工作助理 
杜愛萍 青少年活動署幹事 20.04.2022
周志偉 九龍第二九○旅幼童軍團長 10.05.2022
馬振強 深旺區區總監 10.05.2022
葉焯榮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陳永輝 港島第六旅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黃頌安 行政人員 13.12.2021
崔文豪 童軍 13.12.2021
魏長凱 行政人員 13.12.2021
周堅旋 行政人員 13.12.2021
何炳恩 行政人員 13.12.2021
鄺廸軒 童軍 22.12.2021
黃金財 行政人員 22.12.2021
廖錦洪 行政人員 22.12.2021
鍾治正 行政人員 22.12.2021
黃信興 童軍 22.12.2021
鄧澍熹 童軍 22.12.2021
許心怡 童軍 28.12.2021
姚恩賜 行政人員 28.12.2021
羅愛坤 行政人員 28.12.2021
陸境權 行政人員 28.12.2021
魏　斌 行政人員 28.12.2021

顏麗群 行政人員 28.12.2021
甄志强 行政人員 28.12.2021
甄沛豪 行政人員 28.12.2021
陳繼良 行政人員 28.12.2021
林健明 行政人員 28.12.2021
馬珮恩 童軍 14.01.2022
梁可怡 童軍 14.01.2022
陳岳鵬 行政人員 31.01.2022
盧浩祥 幼童軍 31.01.2022
譚梓熙 童軍 31.01.2022
黃永富 童軍 31.01.2022
區愷智 深資童軍 31.01.2022
郭鴻儀 幼童軍 31.01.2022
陳嘉雯 幼童軍 31.01.2022
鄧耀忠 童軍 31.01.2022

黎栢輝 深資童軍 31.01.2022
陳子雋 幼童軍 16.02.2022
陳穎鋒 幼童軍 16.02.2022
葉燕芬 幼童軍 16.02.2022
周汶璁 童軍 16.02.2022
梁志輝 童軍 16.02.2022
高敏璋 童軍 16.02.2022
殷巧兒 行政人員 16.02.2022
巫家雄 行政人員 16.02.2022
吳矢勤 行政人員 15.03.2022
吳少琼 幼童軍 15.03.2022
陳紀君 童軍 15.03.2022
黃韻姬 幼童軍 15.03.2022
錢卓熙 童軍 21.03.2022
何志遠 童軍 22.03.2022

木章 Wood Badge

馮振輝 東九龍第一○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黃劍波 鯉魚門區名譽會長 20.04.2022
何倩恆 鯉魚門區小童軍區長 20.04.2022
馮穎然 東九龍第四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0.04.2022
何嘉文 新界第一二三七旅童軍副團長 20.04.2022
鍾子健 新界東地域領袖 20.04.2022
王美歡 產業署二級文員 20.04.2022
陳振炎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幼童軍） 10.05.2022
莊家然 何文田區樂行童軍區長 10.05.2022
謝麗苹 九龍第三十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徐敏儀 九龍第三十旅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何偉揚 九龍第七十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王文貞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郭嘉玲 九龍第二○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何煒鐽 九龍第二○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洪卓恩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幼童軍團長 10.05.2022
劉淑儀 旺角區司庫 10.05.2022
陳榮基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10.05.2022
林麗達 秀茂坪區主席 10.05.2022
吳嘉琪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黃敏琪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鄭天喜 東九龍第一二九旅旅長 10.05.2022
方栢麟 慈雲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10.05.2022
李添進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10.05.2022
郭豐耀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10.05.2022
葉永鋒 東九龍第二五三旅童軍團長 10.05.2022
郭耀雄 東九龍第二六四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黃詠琳 青衣第三十旅幼童軍副團長 10.05.2022
周詩韻 公共關係署助理總部領袖 12.05.2022

總監委任書
訓練署
鄭劍星 助理訓練總監（媒體與物資） 01.05.2022
王柏豪 助理訓練總監（專責） 01.05.2022
郭靈琳 總部總監（導引及靈性發展） 01.05.2022
李漢文 總部總監（童軍技能訓練與評核） 01.05.2022
游柏堅 總部總監（訓練行政與電子學習） 01.05.2022
梁子雲 總部總監（訓練支援與數碼管理） 01.05.2022
劉焯斌 助理總部總監（導引） 01.05.2022
陳惠欣 助理總部總監（技能發展 1） 01.05.2022
王灝鳴 助理總部總監（幹部支援） 01.05.2022

香港訓練隊
雷健泉 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房順堯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袁銘澤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01.05.2022

港島地域
楊國光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01.05.2022
關浩然 助理地域總監（支部訓練） 01.05.2022
黎栢輝 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05.2022

九龍地域
蘇家樂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營地管理） 01.05.2022

領袖訓練學院
李偉傑 總部總監（航空訓練） 01.05.2022

童軍知友社
張俊平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旅團及發展） 01.05.2022

總監委任書註銷
新界東地域
徐文輝 大埔北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6.04.2022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施亞朗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譚奕軒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蔡晉賢 香港訓練隊 15.04.2022
葉朗恩 香港訓練隊 01.05.2022

總部領袖
曾智豪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4.2022
趙健粦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4.2022
何志遠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5.2022

深資童軍區長
梁志輝 鯉魚門區 15.04.2022
馬婉兒 深水埗西區 01.05.2022

助理區領袖
曾婉兒 將軍澳區 01.03.2022
何俊傑 旺角區 01.04.2022
曹顯陽 將軍澳區 01.04.2022

旅長
陳國生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01.04.2022
黎玉珍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15.04.2022
趙崇基 東九龍第六十旅 15.04.2022
張巧欣 新界第一七七四旅 15.04.2022

副旅長
吳榮卓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4.2022
喬偉鋒 港島第二二九旅 15.04.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張子端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深資童軍團長
曾婉兒 東九龍第一旅 01.03.2022
姚志龍 港島第一八二八旅 01.04.2022
郭智豪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04.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梅靜雯 港島第一八二八旅 01.04.2022

童軍團長
馮錦菱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01.04.2022
李翠娟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01.05.2022
丘信強 荃灣第五旅 01.05.2022

童軍副團長
何俊傑 九龍第七十六旅 01.04.2022

幼童軍團長
陳毅敏 港島第二十一旅 13.02.2022

小童軍團長
何寶琴 九龍第十三旅 01.04.2022
彭梓茵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18.04.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李靄汶 總會國際署 15.04.2022
黃聲縉 總會國際署 01.05.2022

地域領袖
陳穎嫺 新界地域 01.05.2022

樂行童軍區長
謝藹賢 深水埗西區 01.05.2022

旅長
沈家輝 九龍第一二九二旅 01.05.2022
方楚君 東九龍第一一五二旅 01.05.2022

樂行童軍團長
周佩玲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5.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黃潔雯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童軍團長
梁英豪 港島第五旅 15.04.2022

童軍副團長
施曉曦 新界東第一七三一旅 15.04.2022
鍾慧慈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5.2022
杜嘉誠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5.2022
李穎豪 九龍第二十九旅 01.05.2022
黃曉晴 九龍第九十旅 01.05.2022
蘇頴揚 東九龍第四旅 01.05.2022
陳　輝 荃灣第二十九旅 01.05.2022

幼童軍團長
岑卓俊 港島第十五旅 15.04.2022

小童軍團長
黃海欣 東九龍第一一五二旅 01.05.2022
梁嘉軒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05.2022
邵秋瑜 新界第一三九○旅 01.05.2022

小童軍副團長
李美怡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岑欣穎 荃灣第二旅 01.05.2022

領袖委任書註銷
助理總部領袖
鄧佩珊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22.04.2022

幼童軍團長
黃堯卓 港島第十五旅 15.04.2022
郭敬韜 九龍第五十一旅 30.04.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劉德欣 東九龍第一二五四旅 05.05.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地域領袖
莫永業 港島地域 01.05.2022
張瑞昌 港島地域 01.05.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胡志恆 港島第十一海童軍旅 28.04.2022

童軍副團長
龔銳龍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20.04.2022
胡志恆 港島第二○六旅 28.04.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