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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活動負責人 

致 ：參加者、參加者家長/監護人 

知會 ：活動職員/青衣區各職員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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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班日期： 2022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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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所有童軍成員必須填妥實體「健康申報表」並於報到時交予 

  行政組處理，如未有遞交「健康申報表」將不能進入學校場地 

  並將視作缺席處理。（健康申報表請參閱本通知書附件一）        

  2) 所有童軍成員及領袖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登   

  錄場地之二維碼，及符合現行「疫苗通行證」之要求，進入學 

  校場地時需讓場地職員檢查及驗證。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證」 

  要求的童軍成員及領袖將不能進入學校場地及參與專章考驗  

  日活動。     

  活動負責人 

龎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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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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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焯 青衣第 2旅 語言 (服務組) / 

2 譚鴻浚 青衣第 12旅 電腦 (技能組)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3 周子淳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4 梁鈞柏 青衣第 12旅 指引 (服務組) / 

5 黃清瑤 青衣第 12旅 語言 (服務組) / 

6 陳智軒 青衣第 12旅 指引 (服務組)  

7 陳柏熙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8 蕭梓峰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9 吳子軒 青衣第 12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0 黃愷生 青衣第 12旅 手藝 (技能組) / 

11 曾子軒 青衣第 12旅 電子 (技能組) / 

12 邱芊曈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 

13 周巧柔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4 張思穎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5 鄒梓淇 青衣第 20旅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16 曹偉彥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17 宋柏熹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18 胡逸康 青衣第 20旅 語言 (服務組) / 

19 唐曉穎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0 曾可嵐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1 黃怡婷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22 李永榮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3 朱坤譽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24 蘇迪兒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25 梁心悠 青衣第 20旅 語言 (服務組) / 

26 鄺銘沛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27 葉卓琳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28 鄭耀宗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29 卓楠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0 甘富城 青衣第 20旅 電腦 (技能組)  

31 陳鈞瑩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2 周淑錡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3 樊芷晴 青衣第 20旅 語言 (服務組) / 

34 賴冠軒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5 甘焯暉 青衣第 20旅 多媒體創作 (技能組) / 

(下頁續) 



 

36 周婧嵐 青衣第 20旅 體育 (技能組) / 

37 劉梓熙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8 李煥淩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39 潘櫟文 青衣第 2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40 蕭煒衡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 (技能組) 電腦 (技能組) 

41 陳子揚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 (技能組) 體育 (技能組) 

42 劉心平 新界第 1199旅 手藝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43 何國晞 屯門西第 33旅 電腦 (技能組) 語言 (服務組) 

44 何雋浠 九龍第 150旅 電子 (技能組) 電腦 (技能組) 

45 李晉賢 九龍第 150旅 電子 (技能組) 電腦 (技能組) 

46 張心穎 九龍第 150旅 電腦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7 陳雨陽 九龍第 150旅 手藝 (技能組) 電腦 (技能組) 

48 張炫濤 九龍第 150旅 電腦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49 劉向陽 九龍第 150旅 電腦 (技能組) 指引 (服務組) 

50 周彥宏 九龍第 150旅 指引 (服務組) 語言 (服務組) 

 

--- 取錄考生名單完 --- 



附件一 

 

青衣區 - 童軍專章考驗日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