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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活動負責人 

致 ：參加者及參加者家長 

知會 ：活動職員／青衣區各職員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取錄通知書 

童軍專章考驗日 

 

 

閣下申請上述活動已被接納，敬希留意下列事項及準時出席為荷。 

 活動日期： 202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 08:45  

 地點：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地址：青衣長青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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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所有出席人士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並於報到時交予報到處，  

  未有遞交者將保留其考生資格或未能進入考核場地。     

  （健康申報表請參閱本通知書附件一）                    

 

 

  活動負責人 

龎穎邦 

 

 

 

活動負責領袖聯絡方法: 

負責領袖：龎穎邦  電話：6225 4136   電郵︰adcs.tyd@gmail.com 



取錄考生名單 

（如資料有錯誤，請於 2021年 10月 19日前聯絡考驗日負責人更正） 

序號 姓名 旅團 專章考核 (1) 專章考核 (2) 

1 葉煒斌 青衣第 2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 劉浩賢 青衣第 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3 何嘉鴻 青衣第 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 楊揚 青衣第 2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5 林煒竣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6 李家富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7 陳汶頌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8 祁曉林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9 林煜燕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0 葉晧霖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1 翁梓皓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2 梁樂瑤 青衣第 11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3 黃溢朗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4 梁志業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15 鄭蘇恒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16 李韋賢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7 陳澤熙 青衣第 12旅 體育 (技能組) / 

18 侯俊銘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9 吳卓軒 青衣第 12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20 廖國良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1 鄺文浩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22 陳俊傑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23 黃清瑤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24 譚鴻浚 青衣第 12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5 李承溱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26 梁鈞柏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7 蕭梓峰 青衣第 12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28 梁宥希 青衣第 12旅 體育 (技能組) / 

29 吳子軒 青衣第 12旅 語言 (服務組) / 

30 陳智軒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31 楊承熙 青衣第 20旅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 

32 郭子朗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33 賴冠軒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34 周淑錡 青衣第 20旅 手藝 (技能組) / 

35 樊芷晴 青衣第 20旅 手藝 (技能組) / 

(下頁續) 



 

36 葉卓琳 青衣第 20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37 李嘉威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38 胡根臻 青衣第 20旅 手藝 (技能組) / 

39 鄭卓賢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40 陳籽譽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41 萬宏志 青衣第 20旅 手藝 (技能組) / 

42 周婧嵐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 

43 何國晞 屯門西第 33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4 司徒雋桸 屯門西第 33旅 手藝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5 賴卓盈 屯門西第 33旅 指引 (服務組) / 

46 司徒欣侗 屯門西第 33旅 電子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7 王語嫣 屯門西第 33旅 電子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8 楊逸心 屯門西第 33旅 電子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9 何灝程 屯門西第 33旅 電子 (技能組) / 

50 林晉燁 九龍第 126旅 電子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51 盧樂恩 九龍第 126旅 電子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52 蕭海桓 九龍第 126旅 手藝 (技能組) 電子 (技能組) 

53 黎頌妍 九龍第 126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54 林秀芬 九龍第 126旅 手藝 (技能組) 電子 (技能組) 

55 陳天穎 九龍第 126旅 手藝 (技能組) / 

56 麥鎮濠 九龍第 126旅 體育 (技能組) / 

 

--- 取錄考生名單完 ---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