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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揮領袖資源最大價值，領袖工作範圍並不局限於所屬支部。跨支部活動及運

作已是 229 旅童軍大家庭的文化。此外，為保證支部運作不會因該支部領袖資源短

缺而受影嚮，部份領袖會「暫時全職借調」。本年度之「暫時全職借調」安排如下： 

 黃傳輝先生(幼童軍副團長) 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擔任「署理童軍團團長」，並

於 2018 年 1 月正式轉任「童軍團副團長」；

 許舜莉女士(幼童軍副團長) 於 2013 年 9 月起分擔「童軍團副團長」工作至 2017 年 12
月，其後於 2018 年 1 月正式回歸幼童軍團；

 陳光耀先生(小童軍副團長) ) 於 2015 年 9 月起分擔「幼童軍團副團長」工作至 2017 年

10 月，並於 2017 年 11 月正式轉任「幼童軍團副團長」。



1.旅團組織/人力資源

1.1 青少年成員 (138 人)
小童軍支部： 28 人 
幼童軍支部： 38 人 
童軍支部： 37 人 
深資童軍支部： 21 人 
幼兒組： 14 人 

1.2 領袖/教練員 (20/10 人) 
小童軍支部：  6 位，團長：莫志明先生 
幼童軍支部： 11 位，團長：張淑雯女士 
童軍支部：  8 位，團長：王振强先生 
深資童軍支部: 2 位，團長：陳振炎先生 
幼兒組： 1 位，組長：周智雄先生 

各支部有負責領袖，進行指導、溝通及協調工作。

1.3 青少年成員名單 

深資童軍團 莊汶希 廖旨翹 彭尉晴 李明心 文智達

雷碩輝 鍾灝琳 葉朗澄 李穎婷 李子淳

陳奕廷 楊俊 黃知珩 郭志皓 鍾芷昕

楊礎彦 馮加欣 任泳山 袁晧晴 蘇國熙

黃燕婷

童軍團

獅 虎 狐 豹 鹿

隊長 蔣樂心 李俊輝 許恩湲 葉朗俊 莊汶欣

隊副 陳暉梠 葉浩然 林天晴 湯子萱 陳家儀

隊員 文丞熙 陳采旻 莫子元 方啟俊 陳啟熹

李俊傑 林映河 丘昊 柯睿兒 許恩瀠

鍾浚林 梁誌恩 楊凱澄 梁湛聰 陳弘嘉

吳加聿 鍾博文 黎卓堯 黎子穎 羅博謙

黃靖萱 沈鈺宜 林卓樂 殷桐 吳卓倫

張欣然 林振軒



幼童軍團

(紅) (橙) (黃) (綠) (藍) 
隊長> 莊汶韜 楊青霞 林彥臻 林天藍 李昕穎

隊副> 黃樂 喬思齊 黃凱琳 王鳴謙 周穎錡

馮加盈 楊濬丞 林欣彤 唐子晴 梁文峰

黎憲寧 劉鎧晴 黎穎童 梁誌博 李蔚業

王揮謙

莊子誼

張愷悠

劉祉為(註)

李蔚誠

林昕潼

羊曉辰

李俊翹

麥籽信

唐子朗

羊曉昕 

喬思衡

黄詠琳

余羲雯

馬卓𤋮 

麥竣庭

陳子儒

羅博茵

吳首希 
何祐星(註) 
梁誌博(註) 
周恩中(註) 

註: 劉祉為年中離港移民；何祐星、梁誌博年中離團、周恩中年中請假。 

小童軍團 幼兒組

小白兔 恐龍 老虎 貓 周穎妍 黎卓泓 
潘星宇 練樂澄 江瀛 陳知行 黃見之 黎卓渝 
梁澔鉦 黃亦熙 黃浩邦 區淳恩 黃進之 王勞謙

吳沛加 吳惇珩 潘建亘 潘亮丞 仇梓朗 張智傑 
劉蒑霖 陳穎怡 蔣仁 劉澤銳 潘見恩 陳駿熙

黃仲璞 蔣政 周見之 莊沛霖 練樂然 吳浩言

殷楠 周傲之 李旻諺 林道亨 周芍之 林曉兒

張柏燊 馮海峰 李天頌

馮曦樂



2. 領袖資歷

2.1 木章訓練 

21位領袖中 

- 已完成木章訓練課程共 11人，

- 已完成或進行高級木章在職訓練共 3人，

- 已完成，進行中或準備支部技能在職訓練共 5人。

2.1 木章訓練課程(已完成) 譚國文(1982)、郭銳華(2007)、賴友文

(2007)、陳振炎(2013)、張淑雯(2011 & 
2013) 、 
雷永昌(2016)、戴良星(2016) 、許舜莉

(2016)、 
陳丹霞(2017)、陳光耀(2017)、黃傳輝(2017) 

高級木章在職訓練(已完成) (幼童軍支部) 陳文浩

高級木章在職訓練(進行中) (深資童軍支部) 賀弘綺 
(小童軍支部) 莫志明

支部技能在職訓練(已完成) (幼童軍支部) 林瑞芳、鄭温文

(童軍支部)   王振強

支部技能在職訓練(進行中) (小童軍支部) 梁慧敏

支部技能訓練班(已完成) 幼童軍支部) 吳國銘

基本原則訓練班 (小童軍支部) 喬偉鋒

領袖初級訓練班 黎家儀、羅善賢、孫凱平、廖子悠、周智雄、

林炳玉、羅翠玲、謝卓賢、馮北偉 

註：張淑雯已完成「小童軍支部」及「幼童軍支部」之木章課程。

(註：領袖需完成「領袖初級訓練班」方可修讀「基本原則訓練班」，完成「支部技能訓練班」

後方可進行「支部技能在職訓練」，如此類推。完成有關支部之所有「木章訓練課程」後可

獲童軍總會頒發「木章」。) 



2.2 技能課程及工作坊 

** 小童軍支部： 

2017 年前完成： 
歌唱訓練班 陳丹霞

實用急救証書班

遊戲訓練班

第一階段野外定向訓練班

輕便炊事訓練班

決定與策劃訓練班

繩結訓練班

莫志明

陳光耀

莫志明

喬偉鋒 黎家儀 
喬偉鋒

喬偉鋒

** 幼童軍支部： 

2017 年前完成： 
幼童軍度假營/露營訓練班 陳振炎

繩結訓練班 陳振炎

遊戲訓練班

歌唱訓練班

張淑雯

雷永昌、張淑雯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技術課程 張淑雯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駐場教練課程 張淑雯

歷奇為本教育：理念與實踐訓練班暨

第 5 屆歷奇訓練導師培訓課程 
第 17 屆行動主導領導才訓練班 
第 10 屆決定與策劃訓練班 

張淑雯

張淑雯

張淑雯

營火領袖訓練班 雷永昌

先鋒工程訓練班 陳振炎

定向團隊賽技術研習班 陳振炎

第 40 屆常務基本訓練班 陳振炎

第 32 屆輕便炊事訓練班 張淑雯、陳丹霞、陳文浩

第 33 屆輕便炊事訓練班 張淑雯 陳丹霞

第 60 屆營藝訓練班 陳文浩

第 14 屆幼童軍遠足訓練班 陳文浩

第 60 屆遊戲訓練班 陳文浩

第 1 屆活動統籌訓練班 張淑雯

第 22 屆幼童軍團度假營及露營訓練班 張淑雯

第 63 屆地圖閱讀訓練班 林瑞芳



童軍總會先鋒工程安全工作 陳振炎

「領袖訓練員基本訓練班」（單元一、

二及三）

張淑雯

第 23 屆行動主導領導才訓練班 陳文浩

第 67 屆地圖閱讀訓練班 陳文浩

第 29 屆急救實務證書訓練班 林瑞芳、鄭温文

定向賽事技術人員訓練班 林瑞芳

遊戲訓練班 林瑞芳、陳丹霞、鄭温文

第三屆活動統籌訓練班 陳文浩

第 44 屆常務基本訓練班 
第一階段野外定向訓練班

張淑雯

陳丹霞、鄭温文、林瑞芳、陳文浩、張淑雯、

許舜莉

第 72 屆歌唱訓練班 
第 9 屆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課程及第 7

屆自動體外心臟去纖性顫動法證書課

程

輕便坎事訓練班

繩結訓練班

行動主導領導才訓練班

第 20 屆決定與策劃訓練班 
2016 / 2017 港島地域訓練人員訓練座

談會 

陳文浩

陳文浩

鄭温文、林瑞芳

鄭温文、林瑞芳、陳丹霞

鄭温文、林瑞芳、陳丹霞、羅翠玲

陳文浩

張淑雯

2017-2018 完成: 

第十七屆旗操及棍操訓練班

第三屆童軍歌曲帶動唱研習班

野外定向教練研習坊
第 128 屆繩結訓練班 
如何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參與童

軍活動講座

第 77 屆歌唱訓練班急救證書課） 
香港青年獎勵計畫執行處支部組長座

談會
第 63 屆火營火領袖訓練班 
基本步操訓練工作坊

第 31 屆行動主導領導才訓練班

第 3 屆領導才證書訓練班(QF Level 

3)

鄭温文

陳文浩

陳文浩

陳文浩

陳文浩

陳文浩

陳文浩

陳文浩

張淑雯

張淑雯、許舜莉、陳丹霞、鄭温文、

林瑞芳、陳文浩、陳光耀、吳國銘、

馮北偉

吳國銘
吳國銘

陳文浩



** 深資及童軍支部： 

2017 年前完成： 
童軍總會視聽訓練教材製作訓練課程

(單元一數碼器村基本認識及操作技巧) 
戴良星

聖約翰急救証書 羅善賢

消防安全大使 羅善賢

22 屆人際關係訓練班 賀弘綺

24 屆急救實務證活書訓練班 賀弘綺

69 屆歌唱訓練班 賀弘綺

第 42 屆輕便坎事訓練班 王振強

第 30 屆急救實務證活書訓練班 王振強

2017-2018 完成: 
第 72 屆營藝訓練班 王振強



3. 青少年成員活動及訓練目的

各支部貫徹童軍運動精神，在正規教育以外，採用有紀律的訓練模式，讓童軍在歡愉的環境

發掘潛能及學習與人相處。

小童軍支部訓練目的：讓小童軍們從趣味性的活動中增廣見聞，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建立積

極進取的人生觀，今年強調：1) 愛神愛人愛國家、2)日行一善、3) 向前進 

幼兒組是一個由 3 歲半至 5 歲半的小朋友組成的小組, 今年我們有 14 名幼兒童軍.每次集會

都會由當值家長負責想出各種不同類形的活動和幼兒童軍一起做, 當中包括集體遊戲, 生活

常識, 運動, 手工藝, 從而訓練小朋友們的團結精神, 增進日常生活常識, 以及鍛鍊他們的體

格. 

幼童軍支部訓練目的：旨在提供身心健康、全人發展的成長園地；培養幼童軍樂於學習和創

新；善於溝通和與人相處；勇於接受挑戰和承擔責任，為人服務。其主旨在促進幼童軍年齡

之少年身心及精神之陶冶與啟發，乃貫徹整個童軍運動年限的連續性訓練計劃的一部份。

童軍支部訓練目的：透過親子童軍活動，協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個人價值觀、自信心、社交

能力及領導才，成爲良好公民，有助於社會。

深資童軍支部訓練目的：貫徹童軍運動精神，延續小童軍、幼童軍及童軍 3 個支部所施行之

遞進式訓練，在正規教育以外，採用有紀律的訓練模式，並在各方面給予深資童軍們鼓勵及

機會，教導在成長中的 15 至 21 歲青少年自我學習和啟發，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培訓他們

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



4. 青少年成員活動及訓練方法

本旅以《小童軍活動指引》、《幼童軍訓練綱要》、《童軍訓練綱要》及 (深資童軍訓練綱

要) 為本，在家長領袖帶領下，引用童軍誓詞及規律的倫理、社交和道德觀念，協助青少年

建立個人價值觀。

小童軍支部訓練方法：由家長輪流設計及主持, 當值領袖協助， 進行各項遊戲，户外活動及

社區服務等。活動範圍廣泛及內容包羅萬有，生動有趣。

幼兒組訓練方法：由家長負責提出活動內容及主持有關活動. 領袖從旁協助及觀察小朋友的表

現.  活動內容豐富以及能夠訓練小朋友的合作精神。 

幼童軍支部訓練方法：幼童軍活動編排以配合幼童軍的課程進度及興趣專章的考核為主，充

實而多元化。每月儘量安排一次戶外或特別團活動。如情况許可，亦參與總會、地域或區會

之活動。

童軍支部訓練方法：透過歡愉的親子童軍活動，為青少年提供有進度性及挑戰性的活動及訓

練。

深資童軍支部訓練方法：以《深資童軍訓練綱要》及自治和自務的原則為本，輔以一個有進

度性之獎章計劃，在家長領袖帶領下，引用深資童軍誓詞及規律的倫理、社交和道德觀念，

協助青少年建立個人價值觀，促進親子關係。

有別於童軍支部的小隊制度，深資童軍支部推行執行小組委員會制。團內日常事務及活動由

團執行小組委員會處理。2016 至 2017 年度執行小組委員會成員如下 : 

主席 : 莊汶希

內務副主席 : 袁晧晴

外務副主席 : 李穎婷

財政 : 馮加欣

秘書 : 任泳山

物資管理員 : 蘇國熙



5. 成績及活動要略

(1) 豐盛成果

 全旅：

港島地域童軍旅服務獎 2017 - 季軍

2018 港島大潭三塘跑

男子高級組5000米 莫志明(季軍) 
戚浩明會長盃女子公開組3000米 梁慧敏（冠軍）

林天晴 (亞軍) 
莊汶欣 (季軍) 

幼童軍女子組2000米 林昕潼（冠軍）唐子晴（季軍）

幼童軍男子組2000米 林彥臻（亞軍） 

 領袖: “區總監嘉許狀" -- 陳瑞娟女士 (2015)

 小童軍支部:

2018 灣仔區”世界知多少比賽”:亞軍 229B 隊 蔣政 黃仲璞 馮海峰 陳穎怡 

 幼童軍支部:

2018年香港總監挑戰盾全港比賽(亞軍) 
莊汶韜、黃樂、楊青霞、李昕穎、林天藍、王鳴謙、唐子晴、喬思齊、黃凱琳

2018年香港總監挑戰盾港島地域選拔賽(季軍) 
柯睿兒、莊汶韜、黃樂、楊青霞、李昕穎、林天藍、

王鳴謙、唐子晴、林彥臻、周穎錡

2018年香港總監挑戰盾區選拔賽(優異獎) 
柯睿兒、莊汶韜、黃樂、楊青霞、李昕穎、林天藍、

王鳴謙、唐子晴、林彥臻、周穎錡



(2) 總會、地域及區會比賽及活動

2017-2018 深資童軍議會 - 成員 雷碩輝 
2017-2018 港島地域深資童軍議會聯聯團集會籌備委員會 - 

成員 袁晧晴,李穎婷 
17 年 4 月 2 日 深資樂行鬥智鬥力大比拼 2016 -季軍: 雷碩輝 

廖旨翹 彭尉晴 (8 小時) 
17年 9月 24日 2018 年香港總監挑戰盾區選拔賽 

參與領袖: 黃傳輝, 張淑雯、鄭温文 (10 幼
童軍 - 8 小時) 

17 年 10 月 1-2 日 全港深資童軍錦標賽 2017(團隊策劃) 
港島第 229 旅 A 隊 
成員 廖旨翹/彭尉晴/雷碩輝/文智達 
港島第 229 旅 B 隊 
成員 葉朗晴/楊俊/鍾芷昕/李明心 
(8 小時) 

17 年 10 月 8 日 總會『山嶺童行』活動

參與領袖: 張淑雯、陳丹霞、鄭温文、陳文浩、 
吳國銘、陳光耀、林瑞芳、許舜莉

(20童軍  24幼童軍 - 5小時) 
17年 11月 18日 2018 年香港總監挑戰盾地域選拔賽 

參與領袖: 黃傳輝、張淑雯、鄭温文、 
吳國銘

(10幼童軍 - 8小時) 
17年 12月 3日 灣仔區幼童軍遠足體驗日

參與領袖: 鄭温文 
(15幼童軍 - 7小時) 

18 年 1 月 27 日 灣仔區童軍會【嚐樂“滋”旅】 
領袖: 喬偉鋒 梁慧敏 莫志明 林炳玉 陳丹霞 
19 小童軍 1.5 小時 

18 年 2 月 4 日 2018 港島大潭三塘跑 
領袖:莫志明 林炳玉 梁慧敏 陳丹霞 林瑞芳 
王振強 鄭溫文陳光耀 陳文浩

13 幼童軍 6 童軍 1 深資童軍 7 家長 3 小時 
18年 3月 18日 2018 年香港總監挑戰盾全港比賽 

參與領袖: 黃傳輝、張淑雯、鄭温文、 
吳國銘

(9幼童軍 - 8小時) 



18年 3月 25日 港島地域感謝祭

參與領袖: 鄭温文、張淑雯、梁慧敏  
(3幼兒童軍、7小童軍、24幼童軍、9童軍 - 8
小時) 

18 年 3 月 25 日 灣仔區童軍會 [世界知多少] 比賽 
領袖: 喬偉鋒 
8 小童軍 2 小時 

18 年 4 月 14 日 港島地域深資童軍議會聯團集會 - 莊汶希出席 
(3 小時)  

18 年 4 月 15 日 灣仔區童軍歴奇挑戰賽2018 – 李俊輝，許恩湲，

柯睿兒 (8小時) 

(3) 旅跨支部活動

17 年 5 月 27 日 週年會員大會及旅慶表演

17 年 7 月 8/15 日 全旅招生日 (HKUGA Office) 
17 年 8 月 18-20 日  全旅親子夏令營 救世軍長洲白普理營

參與領袖: 黃韻姬 喬偉鋒 梁慧敏 莫志明 
黎家儀 林炳玉 王振強 陳文浩

鄭溫文 吳國銘 林瑞芳 張淑雯

(4 深資童軍 15 童軍 17 幼童軍 12 小童軍 
6WeeWee  23 家長) 
(新界區第 1112 旅及港島區第 168 旅的小童軍/
領袖及家長共 39 人參加第二天的日營) 

17 年 9 月 2 日 晉團

17年 12月 23-25日 馬草壟童軍團暨幼童軍團聖誕營

參與領袖: 黃傳輝、王振強、謝卓賢、張淑雯、 
陳丹霞

(15 童軍  16 幼童軍 - 3日 2夜) 
18年 2月 10日 原野烹飪  (深水灣海灘燒烤場) 

參與領袖: 王振強、黃傳輝、張淑雯、林瑞芳、 
謝卓賢、莫志明、陳丹霞、鄭温文、

羅翠玲、黃韻姬

(13 童軍  28 幼童軍 - 4 小時) 



(4) 關顧別人及社會 - 服務及環保活動

17 年 10 月 21 日 『童』服務齊做到—地域清潔海灘運動 
參與領袖: 張淑雯、鄭温文、陳文浩、吳國銘、 

許舜莉、王振強、黃傳輝、莫志明、

梁慧敏、周智雄、黃韻姬

(13幼兒童軍、15小童軍、24幼童軍、16童軍、
36家長 - 9小時)  

17年 11月 4日 根德公爵夫人醫院賣物會

參與領袖: 陳振炎、陳丹霞、喬偉鋒、林炳玉、 
莫志明、梁慧敏、林瑞芳、張淑雯

(1深資童軍   25童軍 30幼童軍 - 6小時) 
18 年 3 月 11 日 港島毅行 -服務主任(聯絡) 雷碩輝 

18年 4月 14日 科學與大自然

參與領袖: 張淑雯、許舜莉、陳丹霞、鄭温文、 
林瑞芳、陳文浩、雷永昌、陳光耀、

吳國銘、馮北偉

(31幼童軍 - 2.5小時) 

(5) 支部活動/訓練

爲了培養深資童軍為日後擔任領袖工作更加得心應手及為童軍支部增添人手，自2016年9
月10日起 深資童軍支部於每週集會派出至少兩位深資童軍協助童軍支部運作。

**小童軍及幼兒組： 
17 年 11 月 25 日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領袖: 莫志明 黃韻姬  
1Wee Wee 19 小童軍 17 家長 2 小時 

17 年 12 月 2 日 遊戲及跑步比賽(小童軍及幼兒組) 
領袖: 黃韻姬 喬偉鋒 梁慧敏 莫志明  林炳玉 
16小童軍 22家長 1.5小時 

18 年 1 月 13 日 香港今昔- 漫遊中環 
領袖: 黃韻姬 喬偉鋒 梁慧敏 莫志明  林炳玉 
1Wee Wee 21小童軍 30家長 1.5小時 

18 年 4 月 7 日 參觀立法會大樓

領袖: 黃韻姬 林珮麗 梁慧敏 
22小童軍 19家長 1.5小時 



**幼童軍： 
17年 9月 23-24日 迎新營– 西貢戶外訓練營 (大網仔) 

參與領袖: 鄭温文、張淑雯、陳丹霞、陳文浩、 
吳國銘、羅翠玲

(30 幼童軍  - 2日 1夜) 
17年 12月 2日 認識社區 - 薄扶林村 

參與領袖: 許舜莉、張淑雯、陳丹霞、鄭温文、 
林瑞芳、陳文浩、吳國銘、羅翠玲

(30 幼童軍  - 2.5小時) 
18年 1月 13日 春季遠足– 沙田獅子山 

參與領袖: 陳文浩、陳丹霞、陳光耀、羅翠玲、 
馮北偉

(20 幼童軍  - 4.5小時) 
18年 2月 3日 探訪消防局

參與領袖: 羅翠玲、陳文浩、陳丹霞、陳光耀、 
馮北偉、張淑雯、鄭温文、林瑞芳 

(22 幼童軍  - 2.5小時) 

**深資童軍/童軍： 
2017 年 9 月 16 日 認識童軍, 國, 區旗 

參與領袖: 王振強 
(2 深資童軍 29 童軍) 

2017 年 9 月 23 日 營藝 : 裝備 & 郊野守則 
參與領袖: 陳振炎、黃傳輝 
(2 深資童軍 32 童軍) 

2017 年 9 月 30 日 戶外團集會
參與領袖: 黃傳輝 
(2 深資童軍 34 童軍) 

2017 年 10 月 14-15 日 迎新營 
參與領袖: 王振強、黃傳輝、 陳振炎、張淑雯、 

許舜莉

(5 深資童軍 18 童軍) 
2017 年 11 月 11 日 步操訓練

參與領袖: 許舜莉、黃銘堅 
(2 深資童軍 30 童軍  - 2 小時) 

2017 年 11 月 18 日 薄扶林村文化導賞團
參與領袖: 許舜莉 
(2 深資童軍 20 童軍  - 3 小時) 

2017 年 12 月 2 日 火、爐、工具、原野烹飪介紹



參與領袖: 陳振炎、許舜莉 
(2 深資童軍 25 童軍  - 3 小時) 

2017 年 12 月 16 日 介紹進度性獎章及専科徽章考核方法
參與領袖: 王振強 
(2 深資童軍 28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1 月 6 日 急救
參與領袖: 賀弘綺 
(22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1 月 13 日 遠足  粉嶺鶴藪

參與領袖: 黃傳輝 
(15 童軍  - 3 小時) 

2018 年 1 月 20 日 先鋒工程 (1) 
參與領袖: 賴友文，王振強 
(2 深資童軍 23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1 月 27 日 先鋒工程 (2) 
參與領袖: 賴友文，王振強 
(25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3 月 3 日 嘉爾頓錦標賽體驗 (1) – 營地建設 
參與領袖: 王振強，謝卓賢 
(2 深資童軍 21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3 月 10 日 嘉爾頓錦標賽體驗 (2) – 分站比賽 
參與領袖: 王振強，謝卓賢，許舜莉 
(2 深資童軍 18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3 月 17 日 嘉爾頓錦標賽體驗 (3) – 紀念品製作 
參與領袖: 謝卓賢 
(20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3 月 24 日 步操及先鋒工程
參與領袖: 謝卓賢，黃銘堅 
(18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4 月 07 日 低碳之旅
參與領袖: 黃傳輝，陳振炎，張淑雯 
(3 深資童軍   22 童軍  - 3.5 小時) 

2018 年 4 月 14 日 進度性獎章考核
參與領袖: 謝卓賢 
(2 深資童軍   20 童軍  - 2 小時) 

2018 年 4 月 21 日 氣象探索，專章考核
參與領袖: 王振強, 謝卓賢 
(1 深資童軍 8 童軍 - 2 小時) 



6. 各支部考獲之徽章、獎章及進度性獎章

(1) 深資童軍支部

香港青年奬勵計劃

徽章級别 獲章深資童軍 人數 
銅章

(已完成) 
彭尉晴 1 

銅章

(本年度報考中) 
莊汶希；袁晧晴；鍾芷昕；馮加欣 4 

(2) 童軍支部

2.1 香港青年奬勵計劃

徽章級别 獲章童軍 人數 
銅章

(本年度報考中) 
許恩湲；李俊輝 2 

2.2 進度性獎章 

進度性獎章 獲章童軍 人數

總領袖獎章 莊汶希 蔣樂心 2 
童軍高級標準獎章 蔣樂心 1 
童軍標準獎章 莊汶欣 許恩瀠 2 

童軍探索獎章 鍾浚林 陳啟熹  陳弘嘉  柯睿兒 

張欣然 殷桐  梁湛聰  羅博謙 

吳加聿 鍾浚林  方啟俊  葉浩然 

12 



2.3 專科徽章 (興趣組) 

專科徽章 獲章童軍 人數

愛䕶動物 柯睿兒 1 

藝術 柯睿兒 吳加聿  殷桐 3 

運動 蔣樂心 李俊傑 鍾浚林 楊凱澄

柯睿兒 梁湛聰 黎子穎 殷桐 

莊汶欣 陳弘嘉 羅博謙 吳卓倫

12 

營地烹飪 蔣樂心 李俊輝 莊汶欣 鍾浚林  

張欣然 葉浩然  方啟俊 柯睿兒 

梁湛聰 陳弘嘉 

10 

獨木舟 莊汶欣 方啟俊 2 

搜集 吳加聿 張欣然  方啟俊 許恩湲 4 

圖書管理 張欣然 1 
自然 李俊輝 許恩湲 2 

公園定向 柯睿兒 陳弘嘉  許恩瀠 3 

攝影 吳加聿 葉浩然 羅博謙 
葉浩然

4 

單車 李俊輝 許恩瀠 2 

氣象 許恩湲 1 
風帆 羅博謙 1 

2.4 專科徽章(技能組) 
專科徽章 獲章童軍 人數

露營 莊汶欣 1 

樹木護理 莊汶欣 1 

先鋒工程 蔣樂心 1 
中式烹飪 李俊輝 1 

探險 許恩湲 1 
地圖閱讀 許恩湲 1 
射擊 許恩湲 1 



2.5 專科徽章((服務組) 
專科徽章 獲章童軍 人數

消防 莊汶欣  李俊輝 2 

2.6 專科徽章 (教導組) 
專科徽章 獲章童軍 人數

䕶養 蔣樂心 1 
烹飪 許恩湲 1 
急救 許恩湲 1 

2.7 航空活動徽章 

2.8 服務獎章 / 領導才服務獎章 
獎章 獲章童軍 人數

領導才服務獎章 蔣樂心  許恩湲 2 
服務奬章 蔣樂心  許恩湲 2 

活動徽章 獲章童軍 人數

中級航空 莊汶欣 1 



(3) 幼童軍支部

3.1  進度性徽章 

進度性徽章

名稱

完成徽章之幼童軍 人數

完成金紫荊

章

陳樂怡、陳弘嘉、林映河、楊凱澄、柯睿兒、

梁誌恩

6 

金紫荊章

(本年度報考

中) 

楊青霞、李昕穎、莊汶韜、林彥臻、林天藍、

黃樂、黃凱琳、喬思齊、唐子晴、王鳴謙

10 

高級歷奇章 黃樂、黃凱琳、周穎錡、喬思齊、楊濬丞、

唐子晴、王鳴謙

7 

歷奇章 劉鎧晴、陳子儒、李蔚業、麥竣庭、林欣彤、

李蔚誠、馮加盈、黎穎童、黎憲寧

9 

幼童軍獎章 李俊翹、林昕潼、吳首希、羅博茵、唐子朗、

王揮謙、余羲雯、喬思衡、莊子誼、黄詠琳、

麥籽信、羊曉辰、羊曉昕

13 

會員章 李俊翹、林昕潼、吳首希、羅博茵、唐子朗、

王揮謙、余羲雯、喬思衡、莊子誼、黄詠琳、

麥籽信、羊曉辰、羊曉昕、張愷悠、馬卓𤋮 

15 



3.2. 活動徽章考驗 

徽章名稱

(共 38 類) 
考獲徽章之幼童軍

(共考獲 161 徽章) 
人數

天象章 黃凱琳 1 

水手章 林彥臻 莊汶韜 2 

共融章 喬思衡 1 

自然章 黃樂 楊濬丞 黎憲寧 王揮謙 4 

宗教章 王揮謙 李俊翹 莊汶韜 3 

科學章 林彥臻 黃凱琳 2 

音樂章 羊曉辰 羊曉昕 林欣彤 唐子朗 張愷悠 5 

娛樂章 王鳴謙 喬思齊 2 

家務章 王鳴謙 余羲雯 李昕穎 林昕潼 唐子晴

莊子誼 陳子儒 麥竣庭 羅博茵 麥籽信

10 

氣象章 林彥臻 黃凱琳 2 

烹飪章 羊曉辰 羊曉昕 唐子朗 麥竣庭 喬思齊

黃樂 黎憲寧

7 

勞作章 馮加盈 羅博茵 林彥臻 林昕潼 莊汶韜 5 

單車章 喬思齊 唐子晴 麥竣庭 羅博茵 林彥臻

黃凱琳 黎穎童 林天藍 王鳴謙 楊青霞

10 

園藝章 王揮謙 林昕潼 麥竣庭 馮加盈 黃詠琳 5 

搜集章 王揮謙 王鳴謙 李俊翹 林昕潼 喬思衡

馮加盈 羅博茵

7 



運動章 王揮謙 李俊翹 李蔚業 李蔚誠 莊汶韜

陳子儒 喬思衡 黃詠琳 羅博茵

9 

電腦章 王鳴謙 唐子晴 馮加盈 黃凱琳 黃樂 5 

語言章 羊曉辰 羊曉昕 李蔚業 李蔚誠 林昕潼

林欣彤 唐子朗 陳子儒 黃詠琳 羅博茵

10 

寫作章 陳子儒 麥竣庭 喬思齊 黃凱琳 4 

閱讀章 余羲雯 林欣彤 唐子晴 張愷悠 莊子誼

陳子儒 喬思衡 馮加盈 黃詠琳 羅博茵

10 

寵物章 李俊翹 林昕潼 馮加盈 黃詠琳 4 

繩結章 王鳴謙 李昕穎 林天藍 喬思齊 黃樂 5 

藝術章 林昕潼 林欣彤 唐子朗 喬思齊 黎穎童 5 

攝影章 羊曉辰 李昕穎 林彥臻 莊汶韜 黃凱琳

黃樂 楊濬丞

7 

香港歷史章 唐子晴 麥竣庭 2 

愛護動物章 李俊翹 李蔚誠 張愷悠 喬思衡 黃詠琳

黎穎童 麥籽信

7 

道路安全章 王揮謙 余羲雯 李俊翹 李蔚業 李蔚誠

林欣彤 唐子晴 莊汶韜

8 

維護世界自然章 莊汶韜 林彥臻 2 

體適能章（初級） 羊曉昕 林欣彤 馮加盈 羅博茵 4 

體操章（初級） 張愷悠 1 

田徑章（初級） 羅博茵 林天藍 唐子晴 3 

游泳章（初級） 林昕潼 陳子儒 2 



游泳章 (中級) 王鳴謙 莊汶韜 2 

游泳章 (高級) 王鳴謙 林彥臻 2 

獨木舟章 (初級) 王鳴謙 1 

獨木舟章 (中級) 王鳴謙 1 

射箭章 (初級) 馮加盈 1 

射箭章 (中級) 馮加盈 1 

露營章 

公園定向章 (初級) 喬思齊

吳首希 1 

1 



(4) 小童軍支部 -進步獎

*** 完 ** 

名稱 考獲之小童軍 人數

第一步: 蔣政 蔣仁 李旻諺 區淳恩 陳穎怡 林道亨 黃仲璞    
潘亮丞 潘建亘 黃亦熙 劉蒑霖 梁澔鉦 馮海峰 周傲之

吳惇珩 吳沛加 莊沛霖 張柏燊 殷楠 李天頌 馮曦樂

21 

第二步:  蔣政 蔣仁 李旻諺 區淳恩 陳穎怡 林道亨 黃仲璞    
潘亮丞 潘建亘 黃亦熙 劉蒑霖 梁澔鉦 馮海峰 周傲之

吳惇珩 吳沛加 莊沛霖 張柏燊 殷楠 李天頌

20 

第三步: 練樂澄 潘星宇 陳知行 劉澤銳 周見之 5 
第四步: 江瀛 練樂澄 潘星宇 陳知行 劉澤銳 周見之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