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K SCOUTING 459

20
總 部

告通

21
HK SCOUTING 459

香港總監嘉許
黎大恩 油尖區區總監 16.05.2022
刁永才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遠足及攀山） 30.05.2022

長期服務四星獎章
陳國偉 紅磡區顧問 23.05.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譚偉權 維多利亞城區名譽會長 23.05.2022
陳漢榮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葉國堅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盧志偉 港島第一六一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劉楚成 雙魚第二十旅副旅長 23.05.2022
湯偉明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3.05.2022
鍾振榮 灣仔區司庫 06.06.2022
佘穗全 港島第十四旅旅長 06.06.2022
李耀庭 港島第一七九旅童軍團長 06.06.2022
潘慧敏 港島第一八六旅旅務委員會秘書 06.06.2022
陳華敏 沙田北第十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阮惠敏 訓練署助理總部總監（質素保證） 23.05.2022
王國偉 維多利亞城區幼童軍區長 23.05.2022
鄧佩賢 港島第一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梁國衡 港島第二十一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謝惠虹 灣仔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陳國光 深旺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賴裕豐 雙魚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3.05.2022
梁嘉玲 大埔南第二旅小童軍團長 23.05.2022
周韻琴 大埔北第十旅旅長 23.05.2022
梅綺玲 九龍第六十二旅小童軍團長 25.05.2022
陳維斌 產業署大廈主任 25.05.2022
歐陽裕洲 港島第二十三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王世瑛 港島第十五旅樂行童軍團長 06.06.2022
蔡婉華 港島第十八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陳翠玲 港島第一八六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06.06.2022
吳慧娟 港島第二三一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熊秀雲 觀塘區會長 06.06.2022
李家瀚 觀塘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6.06.2022
姜錫洪 觀塘區童軍區長 06.06.2022
黃彩妹 觀塘區幼童軍區長 06.06.2022
文慧玲 東九龍第十五旅小童軍團長 06.06.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陳天倫 助理公共關係總監（童軍樂隊） 23.05.2022
羅錦培 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歐陽秀菁 維多利亞城區副區總監 23.05.2022
王章旗 港島第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黎嘉樂 港島第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李民超 港島第二旅旅長 23.05.2022
黎姵伶 港島第二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劉俊良 港島第二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周洛文 港島第二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李建德 港島第二十一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鄺栢倫 港島第二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郭溢樑 港島第二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張兆中 港島第六十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楊永娟 港島第九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辛祖勤 港島第九十九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劉端榮 紅磡區副主席 23.05.2022
李泳倫 紅磡區秘書 23.05.2022
何君雄 深旺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23.05.2022
蔡璋 九龍第六十五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鄭永鏗 九龍第二四九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朱兆輝 九龍第二五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23.05.2022
關綺華 九龍第一二三Ｏ旅小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陳少媚 九龍第一二三Ｏ旅小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馬蕙蘭 九龍第十九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3.05.2022
陳惠德 新界東地域領袖 23.05.2022
羅修力 雙魚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3.05.2022
吳玉麟 雙魚第四旅童軍團長 23.05.2022
張思敏 雙魚第五旅小童軍團長 23.05.2022
劉宇君 雙魚第二十旅童軍副團長 23.05.2022
戴柏霖 雙魚第二十九旅旅長 23.05.2022
黎智森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團長 23.05.2022
陳偉諾 區務文書支援組助理文員 25.05.2022
陳菁宏 童軍知友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助理文員 25.05.2022
馮柏彰 港島西區專章秘書 06.06.2022
紀建茵 港島第一三Ｏ二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梁偉雄 港島第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蔡嘉敏 港島第三十三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吳志權 港島第三十五旅樂行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黃城灝 港島第五十六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唐藹盈 港島第六十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莫志明 港島第二二九旅小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馮偉明 港島第二七四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吳珮思 港島第二七四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李偉珍 觀塘區副會長 06.06.2022
陳訓廷 離島區副主席 06.06.2022
李秋梅 離島第八旅小童軍團長 06.06.2022
倫子駿 屯門東區副主席 06.06.2022
羅浩雲 屯門東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鄧伯裕 屯門東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6.06.2022
李梓晴 屯門東第二十八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謝卓衡 屯門東第二十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馬子聰 屯門東第三十五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謝嘉麒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深資童軍團長 06.06.2022
鄧頴怡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幼童軍團長 06.06.2022
冼偉豪 新界第一一二Ｏ旅童軍副團長 06.06.2022
何嘉婉 新界第一二八六旅旅長 06.06.2022
鄧敏儀 新界第一五Ｏ九旅旅長 06.06.2022
徐帆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06.06.2022
張景珠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司庫 06.06.2022
譚笑卿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趙珠英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梁志光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黃南喬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6.06.2022
陳錦富 新界第一七六七旅旅長 06.06.2022

總監委任書
青少年活動署
梁卓姸 總部總監（幼童軍） 01.06.2022
阮敬豪 助理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01.06.2022

訓練署
江奕謙 總部總監（幹部支援） 01.06.2022
馬域祺 助理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1） 01.06.2022
曾國樑 助理總部總監（童軍技能訓練與評核） 01.06.2022
楊芷維 助理總部總監（技能發展 2） 01.06.2022
余永健 助理總部總監（靈性發展） 01.06.2022

香港訓練隊
雷智遜 領袖訓練主任 01.06.2022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余顯宜 總部總監（旅團支援） 01.06.2022

港島地域
崔文豪 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01.06.2022
梁文澧 筲箕灣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2

九龍地域
何偉文 地域總部總監（屬會） 01.06.2022
吳嘉雯 九龍塘區副區總監 01.06.2022
林凱傑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01.06.2022
翁國輝 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06.2022
施亞朗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領袖訓練） 01.06.2022

童軍知友社
陳立基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常務及社會服務） 01.06.2022
馮志豪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01.06.2022
張俊平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常務） 01.06.2022
陳國權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策劃及拓展） 01.06.2022
梁淑英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社會服務及內部協調） 01.06.2022
邱祖耀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社會服務及外部協調） 01.06.2022
劉仲誠 總部總監（旅團協調） 01.06.2022
唐日星 總部總監（會員發展及教育） 01.06.2022
游柏華 總部總監（社會服務及內部協調） 01.06.2022
林子競 助理總部總監（傳訊及夥伴協作） 01.06.2022
何國龍 助理總部總監（旅團協調） 01.06.2022
張肇漢 助理總部總監（可持續發展） 01.06.2022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陳景禧 助理貝登堡聯誼會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01.06.2022
陳兆斌 助理貝登堡聯誼會總監（常務及會所管理） 01.06.2022
林泳彤 總部總監（拓展及社區服務） 01.06.2022
陳偉雄 助理總部總監（常務） 01.06.2022

總監委任書註銷
童軍知友社
林旭傑 總部總監（傳訊及夥伴協作） 01.06.2022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黃文靜 香港訓練隊 01.06.2022

總部領袖
陳浩怡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01.05.2022
梁盛林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01.05.2022
莫俊雄 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 01.05.2022
何朗群 童軍知友社 01.05.2022
梁鐵魂 童軍知友社 15.05.2022
黃聲縉 總會國際署 15.05.2022
練達之 領袖訓練學院 01.06.2022

地域領袖
王嘉豪 港島地域 01.05.2022
羅添駿 港島地域 15.05.2022

深資童軍區長
周禮文 北葵涌區 15.06.2022

區領袖
李寶志 港島西區 01.05.2022
鍾俊傑 大埔北區 15.05.2022
梁樂謙 筲箕灣區 01.06.2022
姚文艷 屯門西區 15.06.2022

旅長
繆永康 港島第一旅 28.04.2022
何嘉樂 新界東第一七三一旅 15.05.2022
禤錦浩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6.2022
陳浩樂 荃灣第九旅 15.06.2022

樂行童軍團長
葉愷傑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團長
吳國樑 南葵涌第八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簡懷恩 九龍第一五○旅 01.06.2022
江振華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童軍團長
李嘉輝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童軍副團長
盧志偉 港島第一六一旅 01.06.2022
黃聲縉 九龍第六十一旅 01.06.2022
李穎豪 九龍第一七一旅 01.06.2022

幼童軍團長
鍾兆生 港島第七旅 01.06.2022
勞銳聰 九龍第二○五旅 01.06.2022
鄭綿欣 港島第一六一旅 15.06.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黃麗珊 九龍第一六四三旅 01.06.2022
張少萍 九龍第二○五旅 01.06.2022
廖堃源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06.2022
朱雅冰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06.2022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陳頌祺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01.05.2022
CHAN Chung-ki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吳紹璋 九龍第十九旅 15.05.2022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吳紹璋 九龍第十九旅 15.05.2022
 169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劉淑華 童軍知友社 15.05.2022

助理總部領袖
黃竣暉 領袖訓練學院 01.06.2022

地域領袖
鍾啟智 港島地域 15.05.2022
林婉雯 新界地域 15.05.2022

助理區領袖
陳家朗 筲箕灣區 01.05.2022
鍾宇軒 筲箕灣區 01.06.2022

旅長
勞佩珊 港島第八十旅 15.05.2022
李德衡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 15.05.2022
關詠堃 大嶼山第十三旅 15.05.2022
黃可琪 新界第一七○○旅 15.05.2022

林綺文 九龍第一三五七旅 01.06.2022
蔡建偉 南葵涌第八旅 01.06.2022

副旅長
簡煜球 東九龍第一三九八旅 01.06.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劉顯順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6.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王立曦 荃灣第二旅 15.05.2022
梁富東 荃灣第二十九旅 15.05.2022
劉皓晴 青衣第二十旅 01.06.2022

童軍團長
李維聰 沙田西第四十旅 15.05.2022

童軍副團長
陳家麒 九龍第九十旅 01.05.2022
王健斌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15.05.2022
楊朗廷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 15.05.2022
翁武鍵 九龍第一二六旅 15.05.2022
鄧凱珊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5.2022
何欣蔚 東九龍第十旅 15.05.2022
馬嘉駿 東九龍第十旅 15.05.2022
馬鳴亮 荃灣第二十二旅 15.05.2022
鄧詠琪 港島第二一五旅 01.06.2022
周漢樑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06.2022
林日灃 九龍第一二○旅 01.06.2022
江展毅 九龍第十九旅 01.06.2022
姚凱宜 東九龍第一一一旅 01.06.2022

幼童軍團長
龍梓維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吳雨璁 港島第十五旅 15.05.2022
邱培鈞 九龍第一二○一旅 15.05.2022
鍾志勇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15.05.2022
譚富堯 璧峰第七旅 15.05.2022
曾文意 港島第七旅 01.06.2022
黎可欣 東九龍第二四八旅 01.06.2022
黎傑珍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魯向光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蕭欣嫦 南葵涌第七旅 15.06.2022

小童軍團長
何灼盈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郭小娟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小童軍副團長
譚詠儀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15.05.2022
張倩茹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蔡幸琳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黎苡婷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劉樂兒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葉浩然 十八鄉第二十一旅 01.06.2022

林芷蕎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梁希彤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廖綺婷 新界第一八○三旅 01.06.2022
麥志祥 荃灣第九旅 01.06.2022

領袖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曾昭淇 新界東第一七○六旅 01.06.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童軍團長
沙卓盈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28.05.2022

童軍副團長
方美香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張利君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陳秀玉 南葵涌第八旅 26.04.2022

新童軍旅註冊
九龍第一八三Ｏ旅 15.05.2022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旅團註銷
新界第一四六六旅 17.05.2022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龍門居）） 
港島第一五六旅 01.06.2022
（港島南區區務委員會） 
港島第一二四九旅 01.06.2022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九龍第一八Ｏ旅 01.06.2022
（公開旅） 
九龍第一三六二旅 01.06.2022
（深水埗東區區務委員會） 
東九龍第三十四旅 01.06.2022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東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01.06.2022
（秀茂坪區區務委員會） 
新界第一一七九旅 01.06.2022
（香港聖公會聖尼哥拉幼兒學校） 
新界第一二Ｏ五旅 01.06.2022
（深井青龍頭居民聯會） 
新界第一四Ｏ九旅 01.06.2022
（荃灣青年會） 
青衣第二十二旅 01.06.2022
（青泰苑業主立案法團） 
新界東第一六八四旅 01.06.2022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新界東第一七Ｏ六旅 01.06.2022
（沙田東區區務委員會） 
大埔南第三十一旅 01.06.2022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蘇穎姸 童軍 14/4/2022
林澤延 行政人員 14/4/2022
陳少佳 童軍 20/4/2022
區綽雄 童軍 20/4/2022
楊曉彤 童軍 20/4/2022
邵文偉 行政人員 20/4/2022
蔡偉民 幼童軍 3/5/2022
佘添順 幼童軍 18/5/2022
雷偉雄 幼童軍 18/5/2022
關偉文 童軍 18/5/2022

袁志亮 行政人員 18/5/2022
周偉基 行政人員 18/5/2022
葉穎思 幼童軍 18/5/2022
馮建強 童軍 18/5/2022
陳麗貞 行政人員 18/5/2022
郭笑霞 行政人員 18/5/2022
譚偉然 行政人員 18/5/2022
馮博亮 童軍 18/5/2022
吳俊豐 童軍 19/5/2022
陳晶 樂行童軍 24/5/2022

李佳傑 童軍 1/6/2022
劉至正 童軍 17/6/2022
張文龍 深資童軍 17/6/2022
陳卓然 幼童軍 17/6/2022
練樹珍 行政人員 17/6/2022
姚文艷 小童軍 4/7/2022
梁恒泰 幼童軍 4/7/2022
雷浩輝 旅長／總監 20/7/2022
譚瑋衡 童軍 20/7/2022

木章 Wood Ba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