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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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維護自然世界章訓練班 
(1,9,16/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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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地點： 青衣商會小學(青衣長康邨青康路12號)     

    

 服裝： 整齊童軍制服  

攜帶用品：書寫工具,水樽,童軍紀錄冊(綠簿),食具和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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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熹 5 荃灣 新界 

02 何卓恩 5 荃灣 新界 

03 林穎言 5 荃灣 新界 

04 黃俊康 5 荃灣 新界 

05 劉均銘 5 荃灣 新界 

06 何嘉鑫 12 青衣 新界 

07 李俊廷 12 青衣 新界 

08 洪胤臻 12 青衣 新界 

09 胡晉逸 12 青衣 新界 

10 梁明希 12 青衣 新界 

11 陳星曉 12 青衣 新界 

12 黃采芹 12 青衣 新界 

13 王皓泓 18 油尖 九龍 

14 黃嘉欣 19 油尖 九龍 

15 李堯錂 20 青衣 新界 

16 唐曉霖 20 青衣 新界 

17 麥可沂 20 青衣 新界 

18 鄧安宜 20 青衣 新界 

19 王祉力 35 灣仔 港島 

20 黃國懿 35 灣仔 港島 

21 蔡淋明 35 灣仔 港島 

22 何冠燃 43 南葵涌 新界 

23 洪嘉駿 43 南葵涌 新界 

24 顧庭宇 47 荃灣 新界 

25 吳綺雯 67 黃大仙 東九龍 

26 張曼詩 67 黃大仙 東九龍 

27 葉雅雯 67 黃大仙 東九龍 

28 吳嘉俊 126 深旺 九龍 

29 楊婧 126 深旺 九龍 

30 謝柏宇 126 深旺 九龍 

31 陳澤卓 223 九龍灣 東九龍 

32 梁凱嵐 245 灣仔 港島 

33 陳綽晞 245 灣仔 港島 

34 卓知 1236 青衣 新界 

35 張凱傑 1236 青衣 新界 

36 陳婧怡 1236 青衣 新界 

37 楊凱桐 1236 青衣 新界 

38 葉倩瑜 1236 青衣 新界 

39 黎卓瑜 1236 青衣 新界 

40 鍾曉桐 1236 青衣 新界 

41 林棹昕 1237 青衣 新界 

42 崔皓然 1237 青衣 新界 

43 梁璟朗 1237 青衣 新界 

44 許俊健 1237 青衣 新界 

45 黃泳潼 1237 青衣 新界 

46 黎凱晴 1237 青衣 新界 

47 葉瑋縉 1456 將軍澳 東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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