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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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18 日 
 

取錄通知書 

幼童軍維護自然世界章訓練班(A 班) 
(1,9/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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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 0930  

地點： 青衣商會小學(青衣長康邨青康路12號)     

    

 服裝： 整齊幼童軍制服  

攜帶用品： 書寫工具,水樽,幼童軍紀錄冊(黃簿),食具和器皿,剪刀, 

 漿糊筆,膠紙,廁紙筒,清潔紙包飲品盒,圓規,間尺                           

 

 

 

  班領導人 

劉永傑 

 

訓練班負責領袖聯絡方法： 
 
班領導人：劉永傑  電話：62992107   電郵︰adcc.ty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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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名單 
 中文姓名 旅團／單位 區會 地域 

01 曾繁錦 8 南葵涌 新界 

02 張文衍 8 南葵涌 新界 

03 林雅軒 8 南葵涌 新界 

04 張文洋 8 南葵涌 新界 

05 區昇諺 14 青衣 新界 

06 李詩穎 14 青衣 新界 

07 陳卓詩 21 油尖 九龍 

08 李可盈 28 荃灣 新界 

09 蕭浠桐 28 荃灣 新界 

10 林柏堯 75 深旺 九龍 

11 洪浚熙 75 深旺 九龍 

12 黎凱澄 1173 青衣 新界 

13 袁芷澄 1173 青衣 新界 

14 何勢潮 1173 青衣 新界 

15 張嘉峯 1199 青衣 新界 

16 羅子軒 1199 青衣 新界 

17 陳芷茵 1199 青衣 新界 

18 馮樂熹 1199 青衣 新界 

19 陳頴堯 1199 青衣 新界 

20 何敏豪 1199 青衣 新界 

21 朱浩揚 1237 青衣 新界 

22 雷子祈 1237 青衣 新界 

23 錢其君 1272 紅磡 九龍 

24 黃思妍 1272 紅磡 九龍 

25 麥芷茵 1272 紅磡 九龍 

26 陳鎧棋 1272 紅磡 九龍 

27 廖苑婷 1272 紅磡 九龍 

28 李家輝 1272 紅磡 九龍 

29 郭曉桐 1610 青衣 新界 

30 梁家興 1610 青衣 新界 

31 何灝程 1773 屯門西 新界 

32 王樂琦 1773 屯門西 新界 

33 區舜堯 1773 屯門西 新界 

34 陳思澄 1773 屯門西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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