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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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月 18日 

 

取錄通知書 

童軍地圖閱讀訓練班 

(班期：2020年 2月 1、2及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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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日期： 2020年 2月 1日 (星期六)    

 報到時間： 上午 8時 45分    

地點：  青衣長康邨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參閱附件一) 

 服裝： 整齊童軍制服 (短袖恤衫、帽、長褲/短褲/裙褲、旅巾)   

攜帶用品： 書寫工具 (包括 30cm間尺一把)、童軍紀錄冊、水樽      

  A4書寫板 (CLIP BOARD)、西維氏式指南針 (參閱附件二)  

 

 

 

  班領導人 

龎穎邦 (青衣區童軍區長) 

 

 

訓練班聯絡方法： 

班領導人：龎穎邦先生        電郵︰tomy_pong@yahoo.com.hk 



青衣區 – 童軍地圖閱讀訓練班 

學員取錄名單 (共 42人) 

(如學員資料有誤，請盡快電郵班領導人以便更正) 

 中文姓名 旅團／單位 區會 地域 

01 陳汶頌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2 林煒竣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3 林煜燕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4 李家富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5 巫俊皓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6 吳鎮煒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7 葉晧霖 青衣第 11旅 青衣 新界 

08 陳俊傑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09 鄭蘇恒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0 鄺文浩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1 梁志業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2 廖國良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3 羅瑛淇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4 黃溢朗 青衣第 12旅 青衣 新界 

15 陳玟熹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16 朱潔霖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17 洪天樂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18 林樂婷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19 劉梓熙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20 伍碧芝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21 潘櫟文 青衣第 20旅 青衣 新界 

22 屈憫熙 新界第 1237旅 青衣 新界 

23 任睿溱 新界第 1237旅 青衣 新界 

24 陳暐濤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25 何灝程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26 姜家樂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27 黎恩同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28 梁焯宇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29 司徒欣侗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30 衛睿琳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31 楊逸心 屯門西第 33旅 屯門西 新界 

32 劉樂知 荃灣第 5旅 荃灣 新界 

下頁續 



 

33 黃浩茗 荃灣第 5旅 荃灣 新界 

34 周子鑫 荃灣第 9旅 荃灣 新界 

35 周映彤 元朗東第 52旅 元朗東 新界 

36 陳耀森 東九龍第 200旅 九龍灣 東九龍 

37 竇卓峰 港島第 236旅 港島南 港島 

38 楊綽謙 新界東第 9海童軍旅 沙田東 新界東 

39 呂偉彬 沙田南第 26旅 沙田南 新界東 

40 譚添發 沙田南第 26旅 沙田南 新界東 

41 甄子聰 沙田南第 26旅 沙田南 新界東 

42 戴卓謙 雙魚第 19旅 雙魚 新界東 

--- 學員取錄名單完 --- 

 



附件一： 

 

 
 

由 青衣區會 前往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步行約五分鐘) 

由青衣區會出發，於 長康邨(第二期) 平台經過康美樓、康順樓、行人天橋 (右方為熟食亭)、康

祥樓、康豐樓後，經青盛苑旁樓梯到地面 (左方為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繞過青盛苑及球

場後，沿消防通道前行即達。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車站名稱：青盛苑 

常規全日服務路線 

路線編號 路線 路線編號 路線 

A32 葵涌邨 - 機場 43M 葵芳站  -  長青 (循環線) 

41 長青 - 九龍城碼頭 243M 美景花園 - 愉景新城 

42 長康 - 順利 249M 青衣站 - 美景花園 (循環線) 

42A 長亨 - 西九龍站 249X 青衣站 - 博康 

43 長康 - 荃灣西站 88A (小巴) 担杆山路 - 美景花園 

43A 長宏 - 石籬 88D (小巴) 宏福花園 - 新都會廣場 

43B 長康 - 荃灣西站 88F (小巴) 青衣站 - 藍澄灣 

 



附件二： 

西維氏式指南針 (Silva Type Compass) 

  

學員只需帶備 相近款式 之指南針出席訓練班即可。 

 

請勿帶備稜鏡式 (Prismatic Compass)、透鏡式 (Lensatic Compass)、姆指式 (Thumb Compass)   

等款式的指南針出席本訓練班。 

   

稜鏡式 透鏡式 姆指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