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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班領導人 
致 ：參加者及參加者之家長 
知會 ：班職員／青衣區各職員 
日期 ：2015 年 6 月 22 日 

 

取錄通知書 

幼童軍世界童軍環境教育章訓練班 

(4,12/07/2015) 
 

閣下申請上述訓練班已被接納，敬希留意下列事項及準時出席為荷。 

 

訓練班日期： 2015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 0900  

      地點： 荃灣商會學校(青衣村第一期)       

    

 服裝： 整齊幼童軍制服  

 攜帶用品： 書寫工具,水樽及幼童軍紀錄冊(黃簿)  

    

 

 

 

  班領導人 

朱健全 

 

訓練班負責領袖聯絡方法： 

 

班領導人：劉永傑  電話：62992107   電郵︰lauwk2107@gmail.com 



學員名單 

第十九屆         第二十二屆 

 中文姓名 旅團／單位 區會 地域 

01 李俊謙 11 荃灣 新界 

02 黃梓詠 11 荃灣 新界 

03 張可人 14 青衣 新界 

04 歐顥耕 14 青衣 新界 

05 洪凱琳 14 青衣 新界 

06 丘鋕超 30 青衣 新界 

07 張佳良 30 青衣 新界 

08 梁皓庭 30 青衣 新界 

09 葉嘉興 30 青衣 新界 

10 鍾佳霖 30 青衣 新界 

11 何柏言 75 深旺 九龍 

12 劉俊希 75 深旺 九龍 

13 何沛悠 1199 青衣 新界 

14 余穎琳 1199 青衣 新界 

15 劉家平 1199 青衣 新界 

16 戴子津 1199 青衣 新界 

17 蔡常軒 1199 青衣 新界 

18 蘇曉泳 1199 青衣 新界 

19 邱宇軒 1199 青衣 新界 

20 鄭恩信 1199 青衣 新界 

21 鄭恩霖 1199 青衣 新界 

22 陳愷宜 1199 青衣 新界 

23 崔雅堯 1237 青衣 新界 

24 曾希程 1237 青衣 新界 

25 杜洛汶 1237 青衣 新界 

 中文姓名 旅團／單位 區會 地域 

01 周振財 8 南葵涌 新界 

02 文富荣 8 南葵涌 新界 

03 李世杰 8 南葵涌 新界 

04 李昊軒 8 南葵涌 新界 

05 李詠姍 8 南葵涌 新界 

06 熊華旭 8 南葵涌 新界 

07 羅嘉欣 8 南葵涌 新界 

08 鄭淇軒 8 南葵涌 新界 

09 黃嘉欣 8 南葵涌 新界 

10 曹民超 1112 南葵涌 新界 

11 李泓熙 1112 南葵涌 新界 

12 楊穎 1112 南葵涌 新界 

13 余心蕙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4 劉懿潁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5 張博堯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6 徐珮瑜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7 曾啓晉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8 李睿言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19 林子喬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0 浮怡帆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1 王梓儒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2 蔡昉呈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3 黃兆楠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4 黃梓豪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25 黃頌喬 1594 將軍澳 東九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