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Tsing Yi District 
香港青衣長康邨康美樓 C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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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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月 13日 

 

取錄通知書 

童軍專章考驗日 

 

閣下申請上述考驗已被接納，敬希留意下列事項及準時出席為荷。 

 

訓練班日期： 2016年 10月 22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 0900  

 地點：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青衣巿中心清心街 7號)  

 服裝： 整齊制服(短袖恤衫、長褲/短褲/裙褲、旅巾)  

 攜帶用品： 書寫工具、童軍紀錄冊 及 應考項目所需之物品  

      備註︰  成員如當日未能出示有效童軍紀錄冊，應考資格將被取消                                         

 

 

 

  專章考驗負責人 

何健楓 

 

負責領袖聯絡方法： 

 

班領導人：何健楓   電話：61776870   電郵︰frankyho1215@gmail.com 



取錄考生名單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1) 專章考核(2) 

1 符文卓 青衣第 11旅 手藝章(技能組) / 

2 江庭霖 青衣第 11旅 手藝章(技能組) / 

3 李翠華 青衣第 11旅 手藝章(技能組) / 

4 朱進耀 青衣第 11旅 手藝章(技能組) / 

5 陳靖曦 青衣第 12旅 電子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6 王昱程 青衣第 12旅 電腦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7 何嘉鑫 青衣第 12旅 電子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8 林啓芃 青衣第 12旅 電子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9 羅宏瑞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10 李寇駿 青衣第 12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11 李俊廷 青衣第 12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12 何芷欣 青衣第 12旅 手藝章(技能組) / 

13 謝卓航 青衣第 12旅 電腦章(技能組) / 

14 黃采芹 青衣第 12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15 羅瑛皓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16 蕭浚偉 青衣第 12旅 電腦章(技能組) / 

17 陳景裕 青衣第 12旅 電腦章(技能組) 手藝章(技能組) 

18 曾琛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 

19 黃智軒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取錄考生名單(續…)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1) 專章考核(2) 

20 何慶麟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21 陳星曉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22 李永健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23 胡晉逸 青衣第 12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24 任子淳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25 曾佩珊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章(技能組) 體育章(技能組) 

26 郭汶晉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章(技能組) 體育章(技能組) 

27 鄺晞榆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章(技能組) 電子章(技能組) 

28 陳映彤 新界第 1199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29 袁家略 新界第 1199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30 楊逸朗 新界第 1218旅 體育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31 羅心怡 新界第 1218旅 觀察章(技能組) / 

32 梁詩敏 新界第 1218旅 手藝章(技能組) / 

33 何蔚藍 新界第 1218旅 手藝章(技能組) / 

34 陳禮贊 新界第 1218旅 手藝章(技能組) / 

35 林棹昕 新界第 1237旅 指引章(服務組) / 

36 關可欣 新界第 1237旅 語言章(服務組) / 

37 許俊健 新界第 1237旅 電腦章(技能組) 手藝章(技能組) 

38 梁璟朗 新界第 1237旅 技擊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取錄考生名單(續…)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1) 專章考核(2) 

39 崔皓然 新界第 1237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40 陳嘉曦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41 陳懷靖 南葵涌第 15旅 電腦章(技能組) 體育章(技能組) 

42 許樂 南葵涌第 15旅 電腦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43 黃啟賢 南葵涌第 15旅 觀察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44 李俊晞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 

45 吳啟正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46 江博洋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47 朱能禧 南葵涌第 15旅 觀察章(技能組) 指引章(服務組) 

48 余嘉麒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49 黃澤昕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50 梁浚軒 南葵涌第 15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51 劉卓明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52 周俊穎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53 吳天渝 南葵涌第 15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54 石卓謙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 

55 陳俊曦 南葵涌第 15旅 語言章(服務組) / 

56 王誌匡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57 徐玄星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取錄考生名單(續…)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1) 專章考核(2) 

58 徐旻祺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59 連顯樂 南葵涌第 15旅 語言章(服務組) / 

60 林鉦凱 南葵涌第 15旅 電腦章(技能組) 技擊章(技能組) 

61 李錦棣 南葵涌第 15旅 電腦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62 陳一夫 南葵涌第 15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63 饒焯輝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64 陳煒弦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65 曾梓翹 南葵涌第 15旅 語言章(服務組) / 

66 鄭曉洋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67 陸璟樑 南葵涌第 15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68 陳穎霖 南葵涌第 15旅 體育章(技能組) / 

69 盧杰朗 沙田東第 9旅 指引章(服務組) 語言章(服務組) 

70 陳彥如 九龍第 33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71 楊焮如 九龍第 33旅 體育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72 劉展鴻 東九龍第 40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73 溫栢榮 東九龍第 40旅 手藝章(技能組) 語言章(服務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