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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高級嘉許
易瑞文	 深水埗東區區總監	 21.11.2022
郭柏威	 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產業）	 12.12.2022
劉禮源	 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行政及公關）	12.12.2022
馮志豪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12.12.2022

香港總監嘉許
鍾明浩	 歷史資料部總部總監（歷史檔案）	 22.09.2022
黎蕊萍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總監	 21.11.2022
	 （成員發展）	
李溢昇	 港島第十旅童軍副團長	 30.11.2022
梁文澧	 筲箕灣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12.12.2022
陳君儀	 屯門西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12.12.2022

長期服務三星獎章
吳雪貞	 大埔南第四旅旅務委員會顧問	 22.11.2022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
黎祺輝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教練員	 22.11.2022
歐湛森	 港島第十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22.11.2022
蘇冠安	 港島第四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李家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陳漢仁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蘇景強	 港島第四十八旅深資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李耀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梁志輝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
黃永祥	 九龍第一八二○旅童軍團長	 22.11.2022
陳淑莊	 新界第一六五四旅幼童軍團長	 22.11.2022
廖佩珊	 助理執行幹事（財務）	 22.11.2022
王慧芬	 行政署二級文員	 22.11.2022
嚴錦康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助理總部領袖	 05.12.2022
郭 宇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黃熾華	 璧峰第三十二旅幼童軍團長	 05.12.2022
郭凱欣	 大埔北第十八旅小童軍團長	 05.12.2022

長期服務獎章
黃麗賢	 港島第二二五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2
溫誠禮	 港島第十海童軍旅童軍團長	 22.11.2022
冼麗萍	 九龍第二十九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2
劉鳳儀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小童軍團長	 22.11.2022
劉敏儀	 九龍第一四九二旅幼童軍副團長	 22.11.2022
黃 彪	 十八鄉區助理區總監（童軍）	 22.11.2022
黃嘉榮	 大埔南區深資童軍區長	 22.11.2022
江奕謙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旅長	 22.11.2022
葉凱怡	 新界地域執行幹事	 22.11.2022
陳焯標	 發展及領袖資源委員會副主席	 05.12.2022
黎鍵耀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5.12.2022
梁潤豪	 發展及領袖資源署總部領袖	 05.12.2022
陳健笙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曾有仁	 港島地域領袖	 05.12.2022
許偉進	 港島第四十八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潘明珠	 筲箕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莫穎民	 筲箕灣區區總監	 05.12.2022
伍又宜	 九龍地域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05.12.2022
陳清發	 大埔北第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黃業發	 大埔北第十八旅旅務委員會委員	 05.12.2022
譚梓熙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副團長	 05.12.2022

總監委任書
總會總部
徐小龍	 副香港總監（管理）	 13.12.2022
容建文	 名譽總監	 13.12.2022

青少年活動署
林 煒	 助理總部總監（幼童軍）	 01.12.2022

香港訓練隊
陳偉明	 領袖訓練主任	 01.12.2022
黃偉安	 領袖訓練主任	 01.12.2022

港島地域
鍾偉志	 地域總部總監（設施及器材管理）	 01.12.2022
李　健	 地域總部總監（大潭童軍中心）	 01.12.2022

九龍地域
鄧佩鸞	 油尖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01.12.2022

東九龍地域
徐嘉苓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海上活動設施）	01.12.2022

新界地域
鄧洛軒	 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01.12.2022
鄧志輝	 元朗西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01.12.2022

新界東地域
雷智遜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01.12.2022

領袖委任書
Scouter Warrant
領袖訓練員
張宏剛	 香港訓練隊	 15.11.2022
黃錫祥	 香港訓練隊	 15.11.2022
張偉業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鄧偉強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徐小龍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蔡業康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費盛泉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黎卓輝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方栢麟	 香港訓練隊	 01.12.2022

總部領袖
陳萬傑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15.11.2022
甄志强	 總會公共關係署	 15.11.2022

助理總部領袖
張銘恒	 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01.11.2022

童軍區長
何明剛	 十八鄉區	 01.11.2022

幼童軍區長
洪嘉華	 黃大仙區	 15.12.2022

小童軍區長
李婉怡	 港島南區	 01.11.2022

區領袖
張子俊	 油尖區	 01.11.2022
黃偉雄	 青衣區	 15.11.2022

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鄺思敏	 港島第一四八二旅	 01.11.2022
黃傳輝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1.2022
胡孝鈺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黃志騰	 九龍第一二八旅	 01.11.2022
黃國啟	 南葵涌第二十二旅	 01.11.2022
區淑銦	 銀禧第一四二四旅	 01.11.2022
AU	Suk-yan	
	 1424th	Silver	Jubilee	Group	
蘇俊宏	 港島第一四九旅	 15.11.2022
梁麗琼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張淑芬	 新界東第一二四一旅	 01.12.2022

副旅長
徐智超	 新界東第一六七八旅	 01.12.2022

樂行童軍團長
劉謀法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01.11.2022
黃珮琪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龍文翰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吳國章	 沙田西第十九旅	 15.11.2022
區永豪	 雙魚第二十旅	 15.11.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霍偉明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陳振炎	 港島第二二九旅	 01.11.2022
呂君謙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黎家進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黃震顯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梁蔚沁	 沙田南第四十三旅	 01.12.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區蕙容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謝藹賢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15.11.2022

童軍團長
孫凱瑤	 九龍第三十一海童軍旅	 01.11.2022
蘇家樂	 九龍第七十五旅	 15.11.2022
黃聲縉	 新界第一一三○旅	 15.11.2022

童軍副團長
鄺志立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01.11.2022
曾卓醍	 九龍第二四九旅	 15.11.2022
方敏蔚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15.11.2022

幼童軍團長
梁嘉樂	 九龍第八十九旅	 01.11.2022
歐倩芬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鄧玉彩	 十八鄉第二旅	 01.11.2022
余詠然	 璧峰第十六旅	 01.11.2022
覃樹邦	 九龍第一三一四旅	 15.11.2022
呂兆基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15.11.2022
黃曉然	 十八鄉第九旅	 15.11.2022
伍淑文	 沙田東第八旅	 01.12.2022

幼童軍副團長
屈家諾	 九龍第二十一旅	 01.10.2022
馬慧娜	 港島第二一八旅	 01.11.2022
譚詠姍	 九龍第一六六七旅	 01.11.2022
張慧華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高永基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林冠雄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郭智豪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1.2022
鄭笑麗	 雙魚第二十旅	 01.11.2022
何瑞眉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15.11.2022
潘家鳳	 十八鄉第十六旅	 15.11.2022
劉兆泰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小童軍團長
文穎怡	 新界第一一七二旅	 01.11.2022
溫楚穎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15.11.2022

小童軍副團長
鍾靜雯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11.2022
鄭笑麗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葉穎詩	 東九龍第四十旅	 15.12.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總部領袖
吳冠達	 總會國際署	 01.11.2022

助理總部領袖
聶浩茗	 總會訓練署	 15.11.2022

助理地域領袖
陳詠欣	 九龍地域	 01.11.2022
王晉秋	 新界東地域	 15.11.2022
林震華	 新界東地域	 15.11.2022

區領袖
麥靄儀	 油尖區	 01.11.2022
關可欣	 青衣區	 01.11.2022
雷晴晴	 深水埗東區	 15.11.2022

助理區領袖
蔡娟琼	 何文田區	 01.11.2022

旅長
忻嘉樂	 港島第二五六旅	 01.11.2022
吳華彪	 九龍第一三○旅	 01.11.2022
高志敏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01.11.2022
傅潤偉	 東九龍第一一三九旅	 01.11.2022
黃正邦	 東九龍第五十五旅	 01.11.2022

梁慧珠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林惠玲	 新界第一五六四旅	 01.11.2022
盧震河	 元朗東第三十九旅	 01.11.2022
羅慧媚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邱美華	 東九龍第一八二旅	 15.11.2022
董健莉	 沙田北第五旅	 15.11.2022
莊達偉	 東九龍第一六九五旅	 01.12.2022
陳德安	 東九龍第七旅	 01.12.2022

副旅長
邱培鈞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樂行童軍團長
歐陽輝業	九龍第八十四旅	 01.11.2022
丁志恆	 港島第一四九旅	 15.11.2022
馮鈺湞	 九龍第四十七旅	 15.11.2022
	
樂行童軍副團長
譚保家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梁詠豪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01.11.2022
曾彼得	 雙魚第二十旅	 15.11.2022

深資童軍團長
區夢妮	 北葵涌第十二旅	 01.11.2022
鄭頌恒	 沙田西第十九旅	 15.11.2022
梁詠芯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深資童軍副團長
劉嘉韻	 港島第八十二旅	 01.11.2022
陳嘉豪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謝敏珊	 九龍第一三六旅	 01.11.2022
區文軒	 東九龍第二○○旅	 01.11.2022
邱雋暉	 東九龍第二十旅	 01.12.2022

童軍團長
盧冠棟	 九龍第一二二旅	 01.11.2022
林穎芯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01.11.2022
葉瑞恩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李嘉峻	 沙田北第五旅	 01.11.2022
王俊强	 港島第二五六旅	 15.11.2022
關庭光	 九龍第一二八旅	 15.11.2022
梁家浩	 東九龍第一○七八旅	 15.11.2022
葉榮翀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15.11.2022
梁澤仁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羅梓駿	 東九龍第二二三旅	 15.12.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王巧瑜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01.11.2022
陳泳君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邱棉華	 九龍第一二一旅	 01.11.2022
陳梓軒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01.11.2022
蔡嘉濠	 東九龍第四海童軍旅	 01.11.2022
湯逸朗	 北葵涌第二旅	 01.11.2022
黃泳雯	 新界第一三八八旅	 01.11.2022
黃 雯	 南葵涌第十七旅	 01.11.2022
湯桂德	 南葵涌第十七旅	 01.11.2022
黃佩兒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何焯鏗	 荃灣第十一旅	 01.11.2022
利文峰	 青衣第二十旅	 01.11.2022
楊絡然	 沙田西第十旅	 01.11.2022
梁寶珠	 沙田北第五旅	 01.11.2022
陳奕熙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黃力恆	 港島第一八二旅	 15.11.2022
劉思樂	 港島第四海童軍旅	 15.11.2022
鄭善因	 港島第二五五旅	 15.11.2022
薛旻軒	 九龍第五十七旅	 15.11.2022
何善衡	 九龍第一三八旅	 15.11.2022
王耀光	 九龍第十三海童軍旅	 01.12.2022
江韻琪	 東九龍第一六五旅	 01.12.2022
龔卓希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陳伊玲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01.12.2022
Namhyeop	KWON	 01.12.2022
	 銀禧第一八○○旅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Yenni	MUCHSIN	 01.12.2022
	 銀禧第一八○○旅
	 1800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張凱翔	 東九龍第二二三旅	 15.12.2022

幼童軍團長
梁仲倫	 港島第一四八二旅	 01.11.2022
黃家珮	 港島第二一八旅	 01.11.2022
陳臻杰	 九龍第五十六旅	 01.11.2022

王席雄	 九龍第二四三旅	 01.11.2022
鄧煒青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蘇蟬恩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鍾浩輝	 九龍第二十二旅	 01.11.2022
謝麗偵	 東九龍第二○○旅	 01.11.2022
司徒家盈	東九龍第一六七○旅	 01.11.2022
吳家文	 離島第十旅	 01.11.2022
戴早儀	 屯門西第二十六旅	 01.11.2022
郭佩嫻	 新界第一八二一旅	 01.11.2022
方毅成	 沙田北第三十九旅	 01.11.2022
李岳城	 屯門西第二十五旅	 15.11.2022
李澤富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11.2022
鄧皓恩	 東九龍第五十二旅	 01.12.2022
曾思敏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2.2022
梁東昇	 東九龍第一三五○旅	 15.12.2022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蕭雅姿	 港島第二七四旅	 01.11.2022
葉麗華	 九龍第八十九旅	 01.11.2022
鍾慧星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林佩思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劉志安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李 鏗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李展鵬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譚志剛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唐國威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陳樂年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梁璟怡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楊心如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余穎佳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翁漢誠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何安騏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黎妙玲	 九龍第一八三○旅	 01.11.2022
林可然	 九龍第二九○旅	 01.11.2022
蕭慧怡	 九龍第二九○旅	 01.11.2022
劉楷皓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01.11.2022
黎耀強	 離島第十旅	 01.11.2022
潘凱旋	 南葵涌第四十旅	 01.11.2022
梁家鈺	 十八鄉第九旅	 01.11.2022
何子健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01.11.2022
陳志成	 沙田東第七旅	 01.11.2022
楊詠羑	 沙田東第七旅	 01.11.2022
楊詠然	 沙田西第十旅	 01.11.2022
梁嘉俊	 港島第一一二七旅	 15.11.2022
陳樂宜	 九龍第四十八旅	 15.11.2022
唐仲恆	 東九龍第一八九旅	 15.11.2022
劉桂強	 屯門西第二十五旅	 15.11.2022
葉秀玲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15.11.2022
鄒宏政	 新界第一六一二旅	 15.11.2022
劉鵬樂	 元朗西第七旅	 15.11.2022
林康婷	 元朗西第七旅	 15.11.2022
劉穎詩	 雙魚第二十九旅	 15.11.2022
李卓童	 東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2.2022
Carolyn	K	Mark	ELLIS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任 蕙	 銀禧第二十九旅	 01.12.2022
REN	Hui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Evan	Maximillian	THORPE	 01.12.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顧 晨	 銀禧第二十九旅	 01.12.2022
GU	Chen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黃震綸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15.12.2022
劉偉開	 東九龍第一三五○旅	 15.12.2022

小童軍團長
林美兒	 港島第一五五六旅	 01.11.2022
馮凱嘉	 九龍第一二○旅	 01.11.2022
梁翠婷	 東九龍第一七二二旅	 01.11.2022
戴嘉雯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吳沅浵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王藝利	 九龍第一七一三旅	 15.11.2022
許雪茵	 屯門西第四十六旅	 15.11.2022
馬嘉怡	 新界東第一○八四旅	 15.11.2022
黎香梅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01.12.2022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高冉馨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馬栩怡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黃家豪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孔維達	 九龍第二四九旅	 01.11.2022
黃綺鳳	 九龍第七十九旅	 01.11.2022
周寶誼	 九龍第七十五旅	 01.11.2022
陳雅詩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廖春茹	 新界第一一九○旅	 01.11.2022
朱珮旗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王樂童	 新界東第一八三一旅	 01.11.2022
黃珮凌	 港島第二四三旅	 15.11.2022
王安妮	 港島第一三四三旅	 15.11.2022
陳淑儀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李文瑩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麥寶恩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吳翠霞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白文瑜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陳祉澄	 港島第一五四四旅	 15.11.2022
何雅穎	 港島第一一二八旅	 15.11.2022
劉穎殷	 港島第一七一四旅	 15.11.2022
池鳳翎	 東九龍第一四五○旅	 15.11.2022
張少棱	 屯門西第四十一旅	 15.11.2022
尹康宜	 屯門西第四十六旅	 15.11.2022
馮秀媚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2
閻 玉	 新界第一三三一旅	 15.11.2022
周慧娥	 港島第一一五七旅	 01.12.2022
胡佩雯	 東九龍第四十旅	 01.12.2022
Rhena	BOWIE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梁家怡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01.12.2022
LEUNG	Ka-yee	Andrew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陸韻芝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01.12.2022
LUK	Wan-chi	Vincci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Helen	Donna	OTTEN	 01.12.2022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 銀禧區 )
	 299th	East	Kowloon	Group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蔡慶菁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林 倩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顏家莉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15.12.2022

領袖暫許委任書註銷
Cancellation of 
Provisional Scouter Warrant
旅長
陳烈輝	 新界第一五九二旅	 01.03.2022
廖安麗	 東九龍第一四五一旅	 15.08.2022

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Scout Leader
Dmytro	NADTOCHII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Nataliia	NADTOCHII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幼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Cub Scout Leader
James	Michael	Edward	GRAY	 01.12.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團長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韋輝廉	 銀禧第二十九旅	 28.11.2022
Philip	WYATT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小童軍副團長 Assistant Grasshopper Scout Leader
Nicole	Haruko	TAKANO	 28.11.2022
	 銀禧第二十九旅
	 29th	Silver	Jubilee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