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名單 

（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 

Golden Bauhinia Award, Chief Scout’s Award, Dragon Scout Award and 

Baden-Powell Award List 

(September 2020－September 2021) 
 

茲公布完成上述各支部最高進度性獎章之童軍成員名錄如下： 

 

〈甲〉 金紫荊獎章： 

港島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劉卓軒 港島第一旅 吳苡翹 港島第二四二旅 

曾繁彰 港島第一旅 張㬢元 港島第二四二旅 

盧穎希 港島第一旅 杜嘉恆 港島第十七旅 

關梓朗 港島第一旅 陸津盛 港島第十七旅 

呂昊軒 港島第一旅 李博康 港島第十七旅 

曾紫駿 港島第一旅 莫灝鏞 港島第十七旅 

張卓楠 港島第一旅 李凱嵐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吳智元 港島第一旅 何燊悅 港島第一三六八旅 

麥誦恩 港島第一旅 陳彥舜 港島第二四二旅 

許鈞皓 港島第一旅 陳柏晞 港島第二四二旅 

張富翔 港島第二六三旅 陳柏軒 港島第二四二旅 

梁健一 港島第二十一旅 譚樂森 港島第二四二旅 

鄭凱謙 港島第二十一旅 余政諾 港島第二四二旅 

肖琪軒 港島第二十一旅 盧俊彥 港島第二六三旅 

郭瑋翰 港島第十四旅 周宇謙 港島第一三九旅 

陳亦宏 港島第十四旅 龐穎遙 港島第二四三旅 

戴嘉希 港島第十四旅 蔡紀賢 港島第二六三旅 

徐萬澄 港島第十四旅 趙柏朗 港島第九十九旅 

陳語翹 港島第十四旅 洪樂熙 港島第九十九旅 

徐琮琋 港島第十四旅 林穎聰 港島第九十九旅 

劉家睿 港島第十四旅 李晉鋒 港島第九十九旅 

林見熙 港島第十四旅 吳奕漮 港島第九十九旅 

林彥宏 港島第十四旅 鍾  寛 港島第九十九旅 

謝穎媛 港島第十四旅 楊文瑋 港島第九十九旅 

朱星羽 港島第十四旅 周卓瑶 港島第七旅 

吳嘉馨 港島第十四旅 鄭梓煕 港島第十六旅 

鄭林珏 港島第十四旅 余日新 港島第七旅 

林令森 港島第十四旅 樊哲昊 港島第七旅 

姚正樂 港島第十五旅 張念誠 港島第七旅 

歐陽雋謙 港島第十五旅 鄭禧洋 港島第七旅 

吳卓謙 港島第十五旅 賴詠琛 港島第七旅 

雷柏迪 港島第十五旅 莊亦閒 港島第一一八旅 

李泰然 港島第十五旅 莫誥軒 港島第七旅 

余信哲 港島第十五旅 梁建中 港島第六十六旅 

梁溥林 港島第十五旅 李傲嵐 港島第六十六旅 

李善皓 港島第十五旅 郭煒盈 港島第六十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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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禮 港島第十八旅 鄧家朗 港島第七旅 

林斯朗 港島第十八旅 曾晧鋒 港島第七旅 

柯卓希 港島第十八旅 林旻臻 港島第一七五旅 

何昭文 港島第六十一旅 符致朗 港島第一七五旅 

李俊滺 港島第六十一旅 許頤晉 港島第一七五旅 

樊以謙 港島第六十一旅 容浩軒 港島第一七五旅 

鍾敏言 港島第六十一旅 黃翠姍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謝皓丞 港島第六十一旅 郭衍汝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譚羽軒 港島第一八六旅 朱凱鋒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喬思衡 港島第二二九旅 袁卓穎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黃詠琳 港島第二二九旅 林昊謙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張愷悠 港島第二二九旅 蔡欣澄 港島第一七一五旅 

林昕潼 港島第二二九旅 蘇靖謙 港島第二三六旅 

王揮謙 港島第二二九旅 羅浚霖 港島第七十旅 

唐子朗 港島第二二九旅 鍾建壹 港島第七十旅 

麥籽信 港島第二二九旅 楊渝陶 港島第六旅 

朱泓丞 港島第二六九旅 謝蔚瑜 港島第六旅 

陳國熙 港島第二六九旅 秦涎焌 港島第六旅 

關銘峰 港島第二六九旅 黃啟哲 港島第六旅 

陶崇灝 港島第二六九旅 林欣熹 港島第六旅 

黃奕霖 港島第二六九旅 謝家禧 港島第六旅 

何寶怡 港島第二六九旅 李晞朗 港島第六旅 

顧景竣 港島第二四五旅 唐千竣 港島第六旅 

伍施樂 港島第一九六旅 陳欣諾 港島第六旅 

梁  煒 港島第一九六旅 陳樂雩 港島第六旅 

石栢晧 港島第二四二旅 蔡樂希 港島第六旅 

梁珈昕 港島第二四二旅   

 

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鄭浚昀 九龍第一三七○旅 劉芷絢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謝卓熹 九龍第一三七○旅 劉芷晴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周靖堯 九龍第一三七○旅 簡見熙 九龍第十九旅 

賴紀然 九龍第一三七○旅 區日希 九龍第一二○旅 

沈芊瑩 九龍第二四九旅 櫻井亮 九龍第一二○旅 

鍾文喬 九龍第二四九旅 張福麟 九龍第一二○旅 

黃爾樂 九龍第二四九旅 陳楚淳 九龍第一二○旅 

柯縉霖 九龍第二四九旅 楊崇茵 九龍第一二○旅 

嚴  朗 九龍第二四九旅 李詩雅 九龍第一二○旅 

周嘉其 九龍第二四九旅 蕭泳橦 九龍第一二○旅 

鄭家晴 九龍第二四九旅 蕭泳喬 九龍第一二○旅 

董芷澄 九龍第二四九旅 朱梓萁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張逸朗 九龍第二四九旅 邱榆林 九龍第十一海童軍旅 

高尚禮 九龍第七十五旅 何嘉晉 九龍第十三旅 

劉卓盈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黃願臻 九龍第十三旅 

許殷寧 九龍第十九旅 許令喬 九龍第十三旅 

關雍慧 九龍第十九旅 黃家頤 九龍第十三旅 

雷傑名 九龍第十九旅 鄭樂晴 九龍第十三旅 

陳柏澔 九龍第一八八旅 劉栢熙 九龍第五十七旅 

楊弘信 九龍第七十五旅 劉施霈 九龍第五十七旅 

梁政科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焯廸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黃卓楓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黃楗程 九龍第五十七旅 

陳逸亨 九龍第七十五旅 張駿曦 九龍第五十七旅 

廖浚言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黃逸朗 九龍第五十七旅 

甘澤泓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卓琛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黃卓祐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愉旼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楊濼熙 九龍第七十五旅 湯日朗 九龍第六十一旅 

刁俊康 九龍第七十五旅 簡柔心 九龍第六十一旅 

李尚謙 九龍第七十五旅 吳天約 九龍第六十一旅 

趙尚哲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曉瑩 九龍第六十一旅 

廖崇一 九龍第七十五旅 趙芯言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肇言 九龍第七十五旅 黃靖嵐 九龍第六十一旅 

桂嘉雋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熹晴 九龍第六十一旅 

馬浚然 九龍第七十五旅 魏孝行 九龍第六十一旅 

羅日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方予辰 九龍第六十一旅 

傅正豐 九龍第七十五旅 蔡以恒 九龍第六十一旅 

毛焯納 九龍第七十五旅 江海澄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泓希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祉霖 九龍第六十一旅 

李宗衡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證朗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樂深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灝銘 九龍第六十一旅 

許雋珞 九龍第七十五旅 陳晉賢 九龍第六十一旅 

何凱翹 九龍第七十五旅 甘煒健 九龍第六十一旅 

劉子喬 九龍第七十五旅 林柏曦 九龍第六十一旅 

蕭  堯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楊博文 九龍第六十一旅 

陳良君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黃靄嵐 九龍第六十一旅 

劉君瑜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鍾冠賢 九龍第一三八旅 

劉思瑜 九龍第一六六八旅 梅子揚 九龍第六十二旅 

徐浩銘 九龍第七十五旅 鄭晞彤 九龍第六十二旅 

張哲維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彥彤 九龍第六十二旅 

鍾承希 九龍第七十五旅 李啓立 九龍第六十二旅 

梁天朗 九龍第七十五旅 葉子業 九龍第六十二旅 

胡銘喆 九龍第七十五旅 周琰華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許鈱匯 九龍第七十五旅 雷千誠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林嘉穎 九龍第七十五旅 簡韻旂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梁亦晞 九龍第七十五旅 邵蔚嵐 九龍第三十三旅 

陳澍楠 九龍第七十五旅 邵雪嵐 九龍第三十三旅 

陳浩銘 九龍第七十五旅 周芷澄 九龍第九十旅 

鄺展鋒 九龍第七十九旅 羅聲朗 九龍第九十旅 

關煦熒 九龍第七十九旅 李承瀚 九龍第九十旅 

陳頌恩 九龍第七十九旅 羅柏喬 九龍第九十旅 

蔡睿言 九龍第七十九旅 李浚鏗 九龍第九十旅 

梁峻豪 九龍第七十九旅 林澤耀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煦朗 九龍第七十九旅 鍾家熙 九龍第一三六旅 

鄧晉麒 九龍第七十九旅 柳顯哲 九龍第一三六旅 

陳臻臻 九龍第七十九旅 王頌灝 九龍第一三六旅 

張正叡 九龍第二○五旅 鍾  晉 九龍第一三六旅 

何烯榣 九龍第二○五旅 劉汶峰 九龍第一三六旅 

黃海峰 九龍第二○五旅 李承啟 九龍第一三六旅 

鄭文謙 九龍第一五○旅 陳汝穎 九龍第一三六旅 

張炫濤 九龍第一五○旅 羅紫悠 九龍第一三六旅 

周彥宏 九龍第一五○旅 張竣予 九龍第十七旅 

張繼元 九龍第一五○旅 易恩瑜 九龍第十七旅 

陳雨陽 九龍第一五○旅 陳洺謙 九龍第十七旅 

劉向陽 九龍第一五○旅 陳建非 九龍第十七旅 

陳梓豪 九龍第一五○旅 曾立信 九龍第十七旅 

何茵沂 九龍第四十二旅 楊奕康 九龍第十七旅 

杜子晴 九龍第四十二旅 婁長治 九龍第十七旅 

劉倩妍 九龍第四十二旅 張翹雋 九龍第十七旅 

雷泓迪 九龍第四十二旅 易可卓 九龍第十七旅 

王梓暄 九龍第四十二旅 陳卓謙 九龍第十七旅 



陳偉樂 九龍第四十二旅 謝允謙 九龍第十七旅 

林曉楠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盧柏希 九龍第十七旅 

羅森蕊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蔣思晞 九龍第十七旅 

陳宇翹        九龍第一二八八旅 梁誠謙 九龍第十七旅 

陳芷晴 九龍第一二○一旅 區朗軒 九龍第十七旅 

陳穎妍 九龍第一二○一旅 劉宗澔 九龍第十七旅 

何希晴 九龍第一二○一旅 曹樂添 九龍第十七旅 

賴立庭 九龍第一二○一旅 鍾柏熙 九龍第十七旅 

莊泳希 九龍第一二○一旅 張汶軒 九龍第十七旅 

蘇雋皓 九龍第一二○一旅 周筠傑 九龍第十七旅 

鄭宇芊 九龍第一二○一旅 莫秉澔 九龍第十七旅 

溫曉澄 九龍第一二○一旅 洪飛逸 九龍第十七旅 

劉信廷 九龍第一三八旅 伍銘希 九龍第十七旅 

陳晞雯 九龍第一三八旅 余  日 九龍第十七旅 

袁沚奷 九龍第一三八旅 黎蕙妤 九龍第四十一旅 

何羿言 九龍第一三八旅 梁詩琪 九龍第四十一旅 

呂宗熹 九龍第一三八旅 譚梓傑 九龍第四十一旅 

黃仕崑 九龍第一三八旅 章嘉晴 九龍第四十一旅 

陳峻嘉 九龍第一三八旅 朱梓瑩 九龍第四十一旅 

唐孟銓 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立謙 九龍第五十三旅 

吳依璇 九龍第一三八旅 劉鎧瑄 九龍第五十三旅 

黃珈悠 九龍第一三八旅 林皓朗 九龍第五十三旅 

潘衍而 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宏豐 九龍第五十三旅 

李翰珽 九龍第一三八旅 劉家睿 九龍第一六一旅 

麥紫瀅 九龍第一三八旅 謝鼎軒 九龍第一六一旅 

陳漮妮 九龍第一○○旅 鄭頌雯 九龍第一六一旅 

黎梓妤 九龍第一○○旅 俞佩霖 九龍第一六一旅 

黎浠桐 九龍第一○○旅 區杰倫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黎子津 九龍第十旅 林雅川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黃卓霖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林正禧 九龍第一三三五旅 

張昊允 九龍第一七八七旅 譚亦廷 九龍第三旅 

李建臻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黃進俙 九龍第三旅 

龍皓然 九龍第一四六八旅 盧智仁 九龍第三旅 

    

東九龍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周明欣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李兆璁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陳永康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盧可晴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羅浩綱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李芷瑤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陳俊熹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吳韋鋒 東九龍第四十旅 

郭澤森 東九龍第四十九旅 郭家賢 東九龍第四十旅 

徐洭翹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余凱文 東九龍第四十旅 

萬佳卓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何蕊蕎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萬佳琁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丁郗彥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郭浩熙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黃考儀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陸  海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鄭穎孜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陳月加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姚暻潣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王柏晴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林恩好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葉靜婷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周彥彤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廖天樂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吳承熹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彭凱亭 東九龍第九十三旅 許瑞琳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王若晞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吳梓灝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徐浩賢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楊驖嵐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梁恩熙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潘城熙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關穎錚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劉卓銘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謝昊然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王卓賢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溫淑婷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王梓諾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謝景翔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阮柏鈞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鄭芷穎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馮皜日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丘薈琳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黃俊熙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陳思悅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朱嘉銘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莊建豪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張逸意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謝愷權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王智彥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庾潔怡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蘇志豐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游心喆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劉芯樂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盧健華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黃紀正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游言喆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萬心韻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黃虹雅 東九龍第一二○二旅 周芷萱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郭靖楠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許露勻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連家恩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徐紫鏇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林靖皓 東九龍第一二七○旅 丘佩澄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黃寶雯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瀚丹 東九龍第一二二一旅 

陳欣琪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郭汶軒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董欣婷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胡展彰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潘頌陽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嘉泓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鄭子杰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昊聰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翁琬嵐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溫家雯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李澄茵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子朗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姚銘浠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張柏倫 東九龍第一七五七旅 

梁穎欣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吳晞瑜 東九龍第五旅 

陳宥丞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何嘉盈 東九龍第五旅 

葉展圖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曾柏熙 東九龍第五旅 

陳培德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黎逸沂 東九龍第五旅 

白文偉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芍君 東九龍第五旅 

萬舜翔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王筠煣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杜天右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趙  維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簡懷昭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賴沛晴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麥梓淇 東九龍第一三八旅 陳啓匡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龔柏而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蘇晧智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黃衍孜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李思毅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楊德賢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余是樺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盧柏溍 東九龍第一五九旅 胡毅朗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新界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何兆浚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頌儒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卓梓軒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馮彥綾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曾晞嵐 荃灣第十四旅 林卓朗 元朗西第二十四旅 

鍾尚恩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凱濬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莫加瀧 大嶼山第十三旅 陳凱澄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白晞晴 大嶼山第十三旅 施哲朗 元朗西第十四旅 

黎思悅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高  舜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陶泆希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王鉑言 元朗西第十四旅 

陳綽文 屯門東第五十七旅 王焯滔 元朗西第十四旅 

林紫渟 新界第一二三六旅 鍾昊霖 元朗西第十四旅 

許雋樂 新界第一一七三旅 高  弘 元朗西第十四旅 

杜誌軒 荃灣第九旅 梁裕烽 元朗西第十四旅 

李仲諾 荃灣第九旅 許家銘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何希彤 荃灣第九旅 陳朗曦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吳政妍 荃灣第九旅 盧耀智 新界第一七四二旅 



陳泳嘉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張桓欣 元朗西第十五旅 

何國晞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許庭耀 元朗西第十五旅 

劉樂希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李浩鈞 元朗西第十五旅 

黃亭甄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張曉桐 元朗西第十五旅 

冼皓陽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郭程傑 十八鄉第十一旅 

司徒雋桸 屯門西第三十三旅 許城烽 十八鄉第十一旅 

李均昊 北葵涌第六旅 李舜哲 十八鄉第十一旅 

黃業程 北葵涌第六旅 梁靜儀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陳柏賢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廖倬穎 大嶼山第十三旅 

蘇雋峯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蔣先蕊 大嶼山第十三旅 

劉心平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黃子芊 大嶼山第十三旅 

譚彥希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廖詠琪 大嶼山第十三旅 

區展昊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盈峯 大嶼山第十三旅 

葉梓灝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凱琪 新界第一三二七旅 

陳子揚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梁文俊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梁晉謙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王晉霆 新界第一五三八旅 

黎宛滎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范梓悠 屯門東第四十一旅 

楊承禮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蔡卓詠 離島第十八旅 

陳綺彤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朱瑞希 離島第十八旅 

蕭煒衡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李亦桁 離島第十八旅 

張啟樺 荃灣第十二旅 布婉兒 離島第十八旅 

丁守軒 荃灣第十二旅 陳睿霖 離島第十八旅 

陳卓伽 荃灣第十二旅 盧樂謙 離島第十八旅 

關弘毅 荃灣第十二旅 冼可峰 離島第十八旅 

陳晉毅 荃灣第十二旅 陳子晴 離島第十八旅 

關逸峰 荃灣第五旅 馮傲仁 離島第十八旅 

陳智浩 荃灣第五旅 劉詠甄 北葵涌第六旅 

蘇見亨 荃灣第五旅 鄭柏濠 北葵涌第六旅 

劉潤龍 荃灣第五旅 彭子悠 北葵涌第六旅 

劉俊熙 荃灣第五旅 黃楚翹 北葵涌第六旅 

    

新界東地域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廖  燦 雙魚第五旅 阮子柔 新界東第一三四六旅 

陳汝豪 雙魚第五旅 陳  灝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文嘉朗 雙魚第五旅 梁卓洛 沙田東第三十六旅 

彭繼榮 雙魚第五旅 梁凱淳 沙田東第八旅 

張俊樂 雙魚第五旅 劉立摯 沙田東第八旅 

羅崇藝 雙魚第五旅 鄧皓禮 沙田東第八旅 

張浚堃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林絡僖 沙田東第八旅 

劉衍晴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潘曉澄 沙田東第八旅 

林  翱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黃欣翹 沙田東第八旅 

黃德政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林栢烺 沙田東第八旅 

楊梓鴻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卓昕琳 璧峰第十六旅 

鄧永熙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朱浚鋒 璧峰第十六旅 

盧睿韜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王  芷 璧峰第十六旅 

黃樂正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陳思錡 璧峰第十六旅 

李康泓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李俊恒 大埔北第十八旅 

羅暐傑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羅祉希 大埔北第十八旅 

郭哲仁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劉梓樺 大埔北第十八旅 

謝易辰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梁晧培 大埔北第十八旅 

張釨渝 沙田北第五旅 梁浚樂 大埔北第十八旅 

梁巧欣 沙田北第五旅 張澤霖 大埔北第十八旅 

王梓軒 沙田北第五旅 梁栢濠 大埔北第十八旅 

陳保言 沙田北第五旅 梁懷憫 大埔北第十八旅 



余紫嫣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文雅賢 大埔北第十八旅 

賴潁心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郭穎樂 大埔北第十八旅 

邱恩泳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曾天德 大埔北第十八旅 

蔡柏霖 新界東第一一一○旅 陳天賜 大埔北第十旅 

李書莜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楊竣皓 大埔北第十旅 

楊昌穎 新界東第一四九四旅 李鏡鴻 大埔北第十旅 

梁志楠 雙魚第十二旅 黎康翹 大埔北第五十四旅 

劉兆星 雙魚第十二旅 劉溢熙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黃梓揚 雙魚第十二旅 唐卓楠 沙田南第五十四旅 

蕭汶君 雙魚第十二旅 黃華迪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陳錦鍇 雙魚第十二旅 陸懷悦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張凱晴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何忠祐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高梓然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李亮言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盧皓廷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李活樟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簡珈晴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李逸謙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李昊栩 新界東第一四六○旅 林博志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陳泊滔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林  晉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吳泳澄 沙田東第四十三旅 葉康琳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銀禧區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Maggie KISH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TSUI Ho-yan ALEXEI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Patrick KISH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WONG Lok-him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Theo Hoifung NGAO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Jacob BEECROFT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Matilda HARVEY-JON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Jasper TY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WONG Hau-kit Adam 九龍第一九二旅 ZHANG Yun-x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nessa Jennifer 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MOK Hau-y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Hok-lam Jafar 九龍第一九二旅 TAN Jo En 銀禧第二十六旅 

Daniel WO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LEONG Zheng-yi 銀禧第二十六旅 

BROOK Louis Baudinet 港島第三十六旅 Takaki CHAN 銀禧第二十六旅 

Jaden Alexander SEE 港島第三十六旅 Bernice A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Oliver Ethan VINSON 港島第三十六旅 Felice CH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Darin Justin Meng Wei 

WANG 

港島第三十六旅 Hailey LE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YIM Man-yu Sophia 港島第三十六旅 LAU Chun-hei Joshua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CHOY Lok-yee Jasmin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uke CHE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EUNG Ho-ti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Chiu-kai 

Ambros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LUI Sum-y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Tsz-kiu Tanya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Ryan QI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YEUNG Po-kw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WONG Hei-nam Matthew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Keshav THODGE 銀禧第二十八旅 

CHAN Tai-yuen Gabriel 銀禧第一八○○旅 YIP Claudia Alyssa 銀禧第二十八旅 

CHENG Choi-man 銀禧第一八○○旅 Joshua CHAN Sze-chun 銀禧第二十八旅 

CHENG Shun-kiu 銀禧第一八○○旅 Sasha ROBERTSON 銀禧第二十八旅 

KWON Isabelle Minseo 銀禧第一八○○旅 Brian Mau Cheong LAM 銀禧第二十八旅 

SHIH Charles 銀禧第一八○○旅 CHAN Chin-yeu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Kate CHILDS 銀禧第二十八旅 CHAN Wang-to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lex FISHER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FAN Hiu-long Aidan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Jeremy HOBSON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LAM Ho-chi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Martha HARVEY JONES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TONG Hay Sheryl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manda Ramielle CHU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Antonia SUN 銀禧第二十八旅 

LAM Pak-ching Petra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乙〉 總領袖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TAN Yi 港島第三十六旅 許以諾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Ryan Lian ESSER 九龍第一九二旅 李彥璋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Ryan ORR Wai-chi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梁懿劻 新界東第一五一二旅 

LAI Tin-yui Gordon 九龍第一九二旅 葉穎瑜 九龍第七十七旅 

MO Jaeden Kah-hym 九龍第一九二旅 鄭海岐 九龍第九十旅 

LAU Hei-chit 九龍第一九二旅 翁梓峻 九龍第九十旅 

Adrian Leone WO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麥卓熙 九龍第二○五旅 

Douglas WO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譚逸聲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TOUCHEBOEUF Sven  

Jules Marie 

港島第一五○旅 馮采盈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HATTON Zachary Bate 東九龍第二九九旅 蘇悅兒 東九龍第一一七旅 

潘日朗 港島第五旅 張熙良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鍾澄壹 港島第七十旅 侯家謙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楊善如 九龍第七十七旅 林彥祖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馮逸馨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梁偉恒 東九龍第一八四旅 

曾佩珊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鄭君耀 東九龍第一五一八旅 

蕭卓文 九龍第二○五旅 馬啟晉 九龍第二○五旅 

黃泓諺 九龍第二○五旅 劉嘉興 九龍第二一三旅 

Alexander MUELLER 港島第三十六旅 屈綽嵐 沙田西第二十旅 

FINNEMORE CAPON 

DIAZ, Nicholas Joseph 

港島第一五○旅 賴穎思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LAI Hiu-tung Cheryl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洪愷晴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鮑栩心 九龍第九十三旅 郭冠行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殷卓熙 九龍第九十三旅 劉卓驊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陳  雋 九龍第九十三旅 馬瑨庭 東九龍第一五八五旅 

胡綽芝 九龍第九十三旅 鍾穎欣 大埔南第十一旅 

傅珈穎 九龍第一二六旅 麥天恩 大埔南第十一旅 

黃安琪 九龍第一二六旅 黎春宇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黎家禧 九龍第十八旅 方僑浚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孔健行 北葵涌第六旅 雷樂熙 新界東第一○七四旅 

蘇曉泳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陳柏霑 新界東第一六八一旅 

譚琬靖 港島第八十二旅 陳珈晞 沙田東第十八旅 

Joshua TSANG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余東浩 沙田東第十八旅 

TROY Lionel Matteo Vigniel 九龍第一五○旅 Aidan TSANG 銀禧第二十九旅 

陳俊熹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Emma Patricia BARTON 銀禧第二十九旅 

林靜桐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Ho Lam FUNG 銀禧第二十九旅 

梁倩兒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LAI Carson 銀禧第二十九旅 

李敏儀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Tianhe LI 銀禧第二十九旅 

鄧皜竑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Lianne KWAN Ching 港島第三十六旅 

CHAN Po-yiu Bowie 九龍第一九二旅 CHAN Amaris Zachari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Ginger WO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YEUNG Lok-lam Trinity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Hin-yeung CHEUNG 九龍第一九二旅 FINNEMORE CAPON 

DIAZ, Sofia Catherine 

港島第一五○旅 

Oliver RANDALL 九龍第一九二旅 陳相宇 北葵涌第十三旅 

Xin-heng LEE 銀禧第一六九四旅 姚廷謙 北葵涌第十三旅 

莊恭奮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林宇希 荃灣第二十七旅 

黃頌淘 港島第三十五旅 梁昊清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劉殷廷 港島第二四三旅 黃文謙 元朗東第五十二旅 

鄭匡喬 港島第十旅 張惠雅 元朗西第十五旅 

甘恩喬 九龍第一三六一旅 蔡嘉怡 十八鄉第二旅 

劉俊熙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黎曉晴 十八鄉第二旅 

趙灝景 荃灣第二十四旅 林玨熲 十八鄉第二旅 

周籽言 荃灣第二十四旅 王嘉祿 十八鄉第二旅 

林必達 荃灣第二十四旅 江智瑜 新界第一三七一旅 



李嘉淇 荃灣第二十四旅 陳耀輝 新界第一五一四旅 

馮靖雯 十八鄉第十八旅 李政浩 港島第十六旅 

吳宇軒 十八鄉第十八旅 羅泳霖 港島第十六旅 

鄧振桁 十八鄉第十八旅 李志堅 港島第八十一旅 

楊振澤 十八鄉第十八旅 賴舜熺 港島第九十九旅 

黃偉成 北葵涌第六旅 歐麗儀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陳慧敏 北葵涌第十三旅 陳卓姿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陳汶聰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林芷彤 港島第一二五七旅 

李曜晴 東九龍第一八○五旅 廖穎芝 九龍第三旅 

陳正珩 九龍第五十七旅 黃朗灝 九龍第十七旅 

曾懷玄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黃朗雲 九龍第十七旅 

邱浩賢 港島第三十五旅 王俊彥 九龍第二○五旅 

劉雲飛 港島第十六旅 林保欣 九龍第二一三旅 

楊凱瑩 港島第四十八旅 鄧明琛 東九龍第一一七八旅 

劉  好 港島第四十八旅 葉泯祈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劉志洐 港島第一旅 梁恩蕎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黃雅彤 北葵涌第十三旅 周海寧 東九龍第一一一三旅 

張卓鈞 北葵涌第十三旅 王梓朗 屯門西第二十一旅 

馮嘉禧 北葵涌第十三旅 經孝嚴 新界第一一二○旅 

呂崇節 北葵涌第十三旅 廖靜誼 新界第一一二○旅 

王雋樂 北葵涌第十三旅 羅博謙 港島第二二九旅 

譚詠遥 新界第一○五九旅   

    

〈丙〉榮譽童軍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王芝寧 青衣第二十旅 陳姍娜 港島第一三九旅 

鍾宇軒 港島第八十一旅 胡凱雯 港島第八十二旅 

劉嘉韻 港島第一海童軍旅 陳嘉暐 新界東第一二○九旅 

陳致宏 港島第八十二旅 謝文昕 新界第一一九九旅 

殷祉晴 東九龍第一三七旅 杜碧芬 九龍第二一八旅 

蘇俊熹 東九龍第一九五旅 鄧皓駿 九龍第十八旅 

陳振禧 荃灣第二十九旅 黎家浩 九龍第十八旅 

梁富東 荃灣第二十九旅 温竣仁 九龍第二四九旅 

馮寳茹 九龍第六十七旅 李嘉浚 荃灣第十四旅 

李巧璇 新界第一四二七旅 潘柏高 九龍第二四九旅 

羅樺謙 新界東第一四七六旅 余霈銚 九龍第一六六一旅 

余瑾瑽 港島第十五旅 雷潤鏗 九龍第十一旅 

周偉怡 沙田南第五十九旅 黃乾恩 九龍第一六九八旅 

    
〈丁〉貝登堡獎章： 
姓  名 旅   別 姓  名 旅   別 

林雋逸 港島第二四二旅 江佩樺 九龍第十九旅 

許  俊 東九龍第一八三旅 黎  東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 

簡懷恩 九龍第一五三二旅 曾鈺茵 九龍第十九旅 

周智健 九龍第三海童軍旅 袁承諾 青衣第三十旅 

袁煦宜 東九龍第六十三旅 王頴瑤 東九龍第一旅 

 

    上述各支部之最高進度性獎章全年均接受申請，有關「金紫荊奬章及證書申請表」必須於2022年

8月31日前交到所屬地域辦事處作最後審批；而總領袖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申請表連同
所需證明文件副本須於2022年9月15日前送達青少年活動署，經審批後，獲獎成員方可在2022年香港
童軍大會操接受嘉許。 

 

 

                                                   青少年活動總監   

        羅紹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