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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童軍運動創辦人紀念日獎勵　Founder's Day Awards 2022Founder's Day Awards 2022

優異服務獎章
龍家浚先生 青少年活動署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督導委員會委員
陳瑨洺先生 香港童軍總會田徑會會長
鄭子宏先生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麥煥琼女士 港島地域產業及營地發展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盧家亮先生 港島童軍章會會長
王柏豪博士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訓練行政）
鄭鴻基先生 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
陳伯昌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曾有仁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柯振邦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陳嘉華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張少聰先生 港島第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陳錦麟先生 港島第十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仇紹謙先生 港島第十旅童軍團長
李焌煒先生 港島第十六旅幼童軍副團長
郭鴻儀先生 港島第二四四旅幼童軍團長
張智洋先生 港島第一五二七旅幼童軍團長
呂凌鳴先生 筲箕灣區會長
莫穎民先生 筲箕灣區區總監
梁健聰先生 筲箕灣區童軍區長
何仲康先生 港島第二○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陳承義先生 港島第一旅童軍團長
梁偉雄先生 港島第十四旅幼童軍團長
冼晞穗先生 港島第六十旅深資童軍團長
李心福先生 港島第一八六旅童軍副團長
鍾偉志先生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旅長
朱均偉先生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傅偉宗先生 紅磡區副會長
黃子潔女士 紅磡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黎玉珍女士 紅磡區助理區總監（小童軍）
黎海國先生 何文田區司庫
吳麗蓮女士 何文田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何景全先生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馮靖怡女士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童軍副團長
陳志華先生 九龍第十五旅旅長
許晴薇女士 九龍第二一七旅小童軍團長
鄺萬鈞先生 深旺區名譽會長
何君雄先生 深旺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譚榮檜先生 深水埗東區秘書
劉凱琳女士 深水埗東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姚南華先生 深水埗西區會長
麥偉雄先生 深水埗西區幼童軍區長
林麗霞女士 九龍第一九四旅幼童軍團長
許文傑先生 油尖區主席
馬志堅先生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劉景暉先生 東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吳灝波先生 九龍灣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蔡知泉先生 東九龍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盧雪兒女士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童軍團長
郭宇程先生 新界地域領袖

勞卓鋒先生 新界地域領袖
高兆基先生 十八鄉第二十二旅旅長
陳志傑先生 南葵涌區副區總監
鄧瑞華先生 青衣區名譽會長
黃偉權先生 青衣第十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梁錦鴻先生 荃灣第五旅幼童軍團長
薛麗儀女士 荃灣第五旅童軍副團長
馮彥群女士 荃灣第八旅童軍副團長
唐嘉亮先生 荃灣第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曾樹和先生 元朗西區會長
鄧永昌先生 元朗西區主席  
林思銘先生 元朗西區幼童軍區長
陳容健先生 大嶼山區副區總監
陳玼珣女士 新界東地域演藝及活動委員會委員
羅恒威先生 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青年參與）
翁智恒先生 新界東地域領袖
謝盛業先生 璧峰區司庫
宋寶源先生 璧峰第七旅深資童軍團長
郭家豪先生 璧峰第七旅童軍副團長
黃宗萍女士 雙魚第五旅幼童軍團長
嚴龍峰先生 雙魚第二十旅幼童軍團長
羅信生先生 大埔南第十一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姚　鳳女士 大埔南第三十七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廖春華先生 大埔南第三十七旅旅長
袁艷霞女士 大埔南第三十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鄭樹芬先生 大埔南第四十八旅旅長
林彩慧女士 大埔北第十二旅旅長
譚建昕女士 大埔北第十八旅小童軍副團長
鄧炳榮先生 沙田西區法律顧問
黃潔芝女士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童軍團長
胡健輝先生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幼童軍副團長
朱文謙先生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幼童軍團長
陳小慧女士 童軍知友社公共關係及社會服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謝嘉燕女士 演藝單位總部領袖
區彩嫻女士 新界東地域執行幹事

優良服務獎章
鄧國偉先生 總會名譽法律顧問
黃漢森先生 財務委員會副主席
蘇俊龍博士 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屬會）
馮曉琳女士 青少年活動署總部領袖
黃嘉茵女士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邱誠武太平紳士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譚小蘭女士 國際署總部總監（活動 2）
何少平先生 內地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翁海穎博士 內地事務委員會委員
李啟禧先生 內地事務署助理總部總監（發展）
陳文鴻先生 港島地域副會長
鄭智誠先生 港島地域副會長
陳新發先生 港島地域副會長
趙崇基先生 港島地域訓練與發展小組委員會委員

施浩能先生 港島童軍章會副會長
謨罕默德顧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葉子良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
鄭　嵐先生 港島第七旅童軍團長
鄺紫雋先生 港島第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朱浩銘先生 港島第一七五旅童軍團長
張鈞維先生 港島第一六一六旅幼童軍團長
鄺嘉俊先生 港島第十六旅童軍副團長
李漢輝先生 筲箕灣區副會長
楊頌賢先生 港島第二四二旅幼童軍團長
何嘉駿先生 港島第九十九旅童軍團長
葉敏儀女士 港島第十四旅小童軍副團長
鄺廸軒先生 港島第十五旅童軍團長
陳炎雄先生 港島第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郭豐霖先生 港島第三十五旅深資童軍團長
唐藹盈女士 港島第六十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雷永昌醫生 港島第二二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黎清儀女士 港島第六旅樂行童軍團長
利嘉倫先生 港島第二四三旅幼童軍副團長
周偉基先生 九龍地域副會長
黃　勁先生 九龍地域副會長
范啟鏞先生 九龍地域副主席
楊澄峰先生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文　傑先生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資源）
郭信亨先生 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野外巔峰）
楊庭威先生 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訓練支援）
廖雅媛女士 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支部支援）
麥翰龍先生 何文田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曾家駿先生 何文田區深資童軍區長
高海謙先生 九龍第六十七旅深資童軍團長
梁文傑先生 九龍第七十七旅旅長
鍾健樂先生 九龍第七十七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文家輝先生 九龍第二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楊詩韻女士 九龍第二海童軍旅幼童軍團長
蘇建霖博士 九龍塘區副會長
吳玉乾女士 九龍塘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梁華勝太平紳士 旺角區副會長
吳振瑋先生 旺角區童軍區長
謝天豪先生 九龍第六十旅旅長
陳志雄先生 九龍第七十五旅幼童軍團長
譚嘉文先生 九龍第七十五旅幼童軍團長
麥嘉順女士 九龍第七十五旅小童軍副團長
郭詠琳女士 九龍第二四九旅童軍副團長
劉淑儀女士 九龍第二四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歐倩芬女士 九龍第一二○一旅幼童軍副團長
關綺華女士 九龍第一二三○旅小童軍副團長
黃慧敏女士 九龍第一二三○旅小童軍副團長
鍾寶兒女士 深水埗東區副主席
梁栢忠先生 九龍第三旅旅務委員會主席
梁家倫先生 九龍第六十二旅童軍副團長
鍾文漢先生 深水埗西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劉笑屏女士 九龍第三十三旅小童軍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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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林家榮 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領袖訓練） 21.01.2022

香港總監嘉許
蔡煒樂 新界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24.01.2022

長期服務五星獎章
陳栢泉 總會名譽總監 21.01.2022

優良服務獎章（續）
夏蕙芬女士 九龍第九十旅幼童軍團長
黃巧明先生 九龍第九十旅小童軍團長
陳倩雯女士 九龍第九十旅幼童軍副團長
蘇詠嫺女士 九龍第二五七旅童軍副團長
魏麗霞女士 油尖區會長
施亞朗先生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羅耀樑先生 九龍第十九旅樂行童軍團長
鄭嘉莉女士 九龍第十九旅童軍副團長
黃思盛先生 九龍第一三○旅童軍副團長
鄧佩鸞女士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旅長
鄧世豪先生 東九龍地域副會長
戚建富先生 東九龍地域領袖
孫少偉先生 東九龍第四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黎添銘先生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許婉儀女士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童軍副團長
譚健業先生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劉寶玲女士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幼童軍副團長
彭幗馨女士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童軍團長
何民生先生 秀茂坪區區務委員會顧問
吳嘉琪女士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童軍團長
楊菁怡女士 東九龍第二十旅小童軍副團長
周兆基先生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副旅長
劉家樂先生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幼童軍團長
梁芷欣女士 東九龍第五旅幼童軍團長
林思雅女士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李翠娟女士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童軍副團長
鄧仕堅先生 新界地域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蔡晉賢先生 新界地域總部總監（深資童軍）
何銳雄先生 新界地域領袖
黃姚順先生 十八鄉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陳仕傑先生 十八鄉區區領袖
何明剛先生 十八鄉第十八旅旅長
曾偉權先生 南葵涌第八旅旅務委員會會長
許嘉誠先生 青衣第二十旅深資童軍團長
王志偉醫生 荃灣區名譽會長
邱君儀女士 荃灣第五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鄭建威先生 荃灣第八旅深資童軍團長
陳肇鋒先生 荃灣第八旅童軍副團長
繆健恆先生 荃灣第九旅童軍副團長
何智文先生 荃灣第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陳揮麟先生 荃灣第二十四旅深資童軍團長
許文曦女士 屯門東區深資童軍區長
陳柏堅先生 屯門東第十旅童軍副團長
鄧頴怡女士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幼童軍團長
彭偉豪先生 新界第一六六六旅深資童軍團長
鄭樹明太平紳士 屯門西區名譽會長
馮健成先生 屯門西第二十四旅深資童軍團長
李子明先生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幼童軍團長
沙慧宜女士 元朗東第十五旅童軍副團長
莫華科先生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柳思廷女士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幼童軍團長
陳卓男先生 元朗西第三十三旅童軍團長
梁嘉儀女士 新界第一一五八旅幼童軍團長
李思佩女士 大嶼山區司庫
陳耀昌先生 新界東地域副會長
張耀徽先生 新界東地域常務及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魏偉峰博士 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鍾敏華女士 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秘書
葉奕成先生 璧峰區會長
鄧嘉希先生 璧峰第六旅童軍團長
吳松青先生 雙魚第四旅幼童軍副團長
張瑞康先生 雙魚第二十旅童軍副團長
藍小慧女士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團長
黃麗媚女士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副團長
龐漢民先生 大埔北第十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李德貴先生 沙田東區副會長
黃艷芬女士 沙田東第六旅幼童軍團長
杜曉彤女士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副團長
劉存敬先生 沙田東第十八旅旅長
雷浩輝先生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旅長
黃永富先生 新界東第九海童軍旅童軍副團長
雷偉雄先生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旅長
關源榮先生 沙田西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謝凱恩女士 沙田西第十旅小童軍副團長
梁永賢先生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甄子賢先生 沙田西第二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鄭偉鳳女士 沙田西第二十七旅旅長
王嘉茵女士 沙田西第四十六旅童軍團長

譚天樂教授 沙田北區副會長
曾傲嫣女士 沙田北區核數師
張肇漢先生 童軍知友社助理總部總監（旅團及發展）
何永泰先生 童軍演藝委員會顧問
鍾明浩先生 歷史資料部總部總監（歷史檔案）
沈慧雯女士 發展及領袖資源執行幹事
陳卓欣女士 營主任（白沙灣）
林寶玉女士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感謝狀
張麥芫橦女士 訓練署助理總部總監（訓練教具製作）
 　張嘉政先生之夫人
楊謝麗娥女士 訓練署總部領袖楊佳先生之夫人
江卓美琪女士 訓練署總部領袖江偉漢先生之夫人
鄭李嘉琪女士 訓練署助理總部領袖鄭灝東先生之夫人
鍾廖兆雲女士 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鍾震宇先生之夫人
劉鄭盈盈女士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資訊科技）
 　劉海濤先生之夫人
陳陳曉冬女士 港島地域總部總監（總部及營地發展）
 　陳國權先生之夫人
歐陽進菁先生 港島地域領袖李婉怡女士之丈夫
葉李曉慧女士 港島第一○一旅童軍副團長
 　葉國濤先生之夫人
鄭文泰先生 灣仔區區總監伍頴珊女士之丈夫
孔姚綺雯女士 深水埗西區區總監孔維釗先生之夫人
樊周雪梅女士 東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
 　樊煉豪先生之夫人
郭鄭美玲女士 東九龍地域領袖郭偉雄先生之夫人
邱劉作為女士 東九龍地域領袖邱霖業先生之夫人
李啟明先生 前任十八鄉區副區總監李惠芳女士之父親
史振宇先生 十八鄉第十八旅童軍副團長曾慧明女士之丈夫
李周惠玲女士 十八鄉第十九旅童軍團長李家龍先生之夫人
張何舒女士 青衣區區領袖張志謙先生之夫人
池黃小萍女士 元朗西區樂行童軍區長池國輝先生之夫人
謝雲英女士 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媒體製作）
 　趙佩詩女士之母親
郭關殷萍女士 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行政）
 　郭嘉謙先生之夫人
孫鄭錫文女士 大埔北區區總監孫慶輝先生之夫人
周李儀莉女士 沙田西第十九旅旅長周堅旋先生之夫人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朱景玄 大埔北區名譽會長 18.01.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陳惠蓮 秀茂坪區區領袖 28.01.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許昭齡 港島第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8.01.2022
劉永安 港島第一八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8.01.2022

長期服務獎章
楊澄峰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產業） 18.01.2022
黃冠麟 新界東第一Ｏ九二旅深資童軍團長 18.01.2022
羅滿輝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幼童軍團長 18.01.2022
李超華 總監俱樂部法律顧問 18.01.2022
胡嘉健 港島第二十一旅童軍副團長 28.01.2022
溫志豪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幼童軍副團長 28.01.2022
方鳳儀 東九龍第一二九旅幼童軍副團長 28.01.2022
廖志文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28.01.2022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林域聰 大潭童軍中心幹事 28.01.2022

總監委任書
東九龍地域
林迅嶢 九龍灣區副區總監 01.02.2022
張樹勳 鯉魚門區副區總監 01.02.2022
鄧志豪 鯉魚門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2.2022

新界東地域
魏長凱 助理地域總監（產業） 01.02.2022
邱雅怡 地域總部總監（樂行童軍） 01.02.2022
周堅旋 沙田西區副區總監 01.02.2022
李嘉輝 璧峰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01.02.2022

領袖委任書
領袖訓練員
黃輝良 香港訓練隊 15.01.2022

總部領袖
徐子恩 總會訓練署 01.01.2022
馬國樑 總會訓練署 15.01.2022
招顯利 領袖訓練學院 15.01.2022
彭景輝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01.2022
王振文 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15.01.2022

地域領袖
張　霑 新界東地域 15.01.2022

區領袖
鄭鏗信 西貢區 15.01.2022

旅長
鄭惠賢 東九龍第十旅 17.01.2022

樂行童軍團長
黎清儀 港島第六旅 15.01.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施俊驊 港島第四十八旅 15.01.2022

童軍團長
鄭鏗信 東九龍第一一三九旅 15.01.2022

童軍副團長
郭力維 九龍第十九旅 15.01.2022
黎鈞豪 東九龍第一一三九旅 15.01.2022

幼童軍團長
黎富根 新界第一六三九旅 15.01.2022
李嘉鳳 東九龍第十旅 17.01.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陳藹怡 九龍第一○九○旅 15.01.2022

小童軍團長
沈麗妹 元朗西第十五旅 15.01.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總部領袖
黃俊偉 領袖訓練學院 15.01.2022

助理總部領袖
丁鎮鴻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01.2022

助理區領袖
黎汶洛 鯉魚門區 15.0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陳麗妍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15.01.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辛寶儀 九龍第五十旅 15.01.2022

童軍副團長
李可楓 九龍第五十旅 15.01.2022
賴慧珊 東九龍第三十五旅 15.01.2022
鍾　進 新界第一五九一旅 15.01.2022
陳偉諾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15.01.2022

幼童軍團長
馮庭政 新界第一二○七旅 15.01.2022
趙敏嘉 屯門西第十二旅 15.01.2022
葉漢傑 沙田西第六十二旅 15.01.2022

幼童軍副團長
黃琪藹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1.2022
丘凱瓊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1.2022
楊佩珊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15.01.2022
何志輝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15.01.2022
談美玉 港島第十二海童軍旅 15.01.2022
許樂兒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1.2022
余大維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1.2022
劉敏怡 九龍第一三一四旅 15.01.2022
陳潁釗 新界第一六三九旅 15.01.2022
尹顥揚 沙田西第十一旅 15.01.2022

小童軍團長
蘇愛敏 九龍第一二五○旅 15.01.2022
羅倩婷 新界第一一九七旅 15.01.2022
尹珮儀 新界第一三一八旅 15.01.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陳偉盛 九龍第十七旅 15.01.2022
宗鎮江 九龍第十七旅 15.01.2022
蘇文傑 九龍第十七旅 15.01.2022
鄧樹昌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1.2022
黃文麗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01.2022

吳媛琳 新界第一一九七旅 15.01.2022

領袖委任書註銷
地域領袖
郭淑儀 港島地域 03.02.2022

童軍區長
郭淑儀 維多利亞城區 03.02.2022

旅長
梁玉蘭 新界東第一三四六旅 01.01.2022
蔡文惠 荃灣第九旅 22.01.2022

童軍副團長
布幸妤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01.01.2022
郭淑儀 港島第一二五旅 03.02.2022

幼童軍團長
黃文凌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2.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旅長
潘凱斯 港島第八十二旅 11.01.2022

童軍副團長
黃容勝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01.01.2022
蔡維華 九龍第一二○一旅 10.01.2022

幼童軍團長 Cub Scout Leader
Anna Catherine THEODOSIS 16.08.2021
 銀禧第二十六旅
 26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副團長
林嘉輝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09.2021
譚佩琼 九龍第一二○一旅 10.01.2022
柴頌銘 九龍第一二○一旅 10.01.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郭立儀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08.08.2021
張海妮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01.01.2022

旅團註銷
新界東第一三四六旅 01.01.2022
（宣道會沙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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