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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專章考驗日負責人 

致 ：參加者及參加者之家長 

知會 ：專章考驗日職員/青衣區各職員 

日期 ：2015 年 10 月 19 日 

取錄通知書 

童軍專章考驗日 

(更新版: 19-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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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 08:45  

 地點：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地址：青衣長康邨)  

 服裝： 整齊制服 (短袖恤衫、帽、長褲/短褲/裙褲、旅巾)           

 攜帶用品： 書寫工具、童軍紀錄冊及考驗項目所需要之物品            

 

  專章考驗日負責人 

龎穎邦 

 

考驗日負責領袖聯絡方法: 

 

負責領袖：龎穎邦  電話：6225 4136   電郵︰tomy_pong@yahoo.com.hk 



取錄考生名單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 (1) 專章考核 (2) 

1 劉卓然 青衣第 11旅 語言 (服務組) / 

2 陳靖曦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3 陳景裕 青衣第 12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4 張樂晞 青衣第 12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5 何嘉鑫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6 李寇駿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7 林啟芃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8 蕭浚偉 青衣第 12旅 觀察 (技能組) 樹木護理 (技能組) 

9 王湋淘 青衣第 12旅 語言 (服務組) / 

10 王昱程 青衣第 12旅 樹木護理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1 黃耀成 青衣第 12旅 語言 (服務組) / 

12 余以諾 青衣第 12旅 語言 (服務組) / 

13 張瑋行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 

14 關可欣 新界第 1237旅 觀察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5 黎凱晴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觀察 (技能組) 

16 黎凱鋒 新界第 1237旅 電子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7 林棹昕 新界第 1237旅 觀察 (技能組) 樹木護理 (技能組) 

18 林棹然 新界第 1237旅 指引 (服務組) / 

19 李鎧充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 

20 李嘉暉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 

21 崔皓然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 

22 溫凱鈴 新界第 1237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23 王津兒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24 黃泳潼 新界第 1237旅 手藝 (技能組) 樹木護理 (技能組) 

25 葉枋泓 新界第 1237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6 陳柏明 北葵涌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27 周虹研 北葵涌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8 鄧蔚淇 北葵涌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9 黃俊燁 北葵涌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30 張証浩 南葵涌第 47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1 張敬昊 南葵涌第 47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32 張文曦 南葵涌第 47旅 體育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33 林恒弘 南葵涌第 47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 如上表資料有錯誤，請盡早聯絡考驗日負責領袖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