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目程序 

 

2:30 pm 

主禮嘉賓進場 

奏國歌 

升女童軍會旗 

主禮嘉賓致辭  

覆誓 

 小女童軍組 (中文) 

 女童軍組  (英文) 

致送感謝狀予協助服務機構 

香港總監致謝辭 

2:45 pm 
檢閱隊伍巡遊 

樂隊表演 

3:10 pm 

頒獎儀式 

 總會獎勵 

 亞太區領袖成就獎 

 隊伍最高服務時數獎 

 優秀隊伍獎 

 榮譽小棕仙獎章  

 紫燕榮譽女童軍獎 

 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獎章 

 深資女童軍榮譽獎章 

3:30 pm 互動節目－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 「最大規模的武術課」 

4:10 pm 

武術表演 

公布結果 

大合照 

4:25 pm 降旗、散會歌 

4:30 pm 主禮嘉賓團離場、解散/宣布事項 

 

 

 



 

 

 

 

 

 

 

 

 

 

 

 

 

 

 

  

Promise 

I promise to do my best, 
to be true to myself, my God / faith*, 

and my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in which I live*. 

to help others, 
and to keep the Guide Law 

誓詞 

我誓將竭盡所能， 

真誠對自己、對我的神明／信仰*， 

對國家／對我所居住的地方*， 

與扶助他人，並遵守女童軍規律 



 

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最大規模的武術課」 
  

 本屆「周年大會操」的主題為「飛躍『 武 』動 101， 

創造『妳』想世界」，當中的「武」亦是活動其中一個重要

環節。為配合香港女童軍成立 101 年，大會為女童軍們設計

出一節長三十分鐘的武術課，於活動日教授 3101 名女童軍

會員。屆時將即場以「最大規模的武術課」為題一同創造健

力士世界紀錄。 

  

是次大會操更配合「武術」主題設計出一個獨有的紀念

布章。布章以中國剪紙效果繪畫的女孩，穿著與女童軍制服

相似的藍色上衣，舞動扇子，以表達是次學習武術共創紀錄

的事跡。 

  

 



 

 

 

  

紀念布章設計 

朱偉旗女士 Ms Vicky Chu 

天水圍西分區總監 

     

 

 

 

         紀念章設計意念主要圍繞本年活動主題 – 武術  

              

        紀念章形狀為扇形，希望能與紀念品 – 紙扇相配。布章當中有一位以中國剪紙 

效果繪畫的女孩，其服飾以女童軍制服的藍色為主，她正舞動扇子，以表達是次 

以學習武術共創世界紀錄的活動的內容。布章上另配是次活動的中英文名稱： 

「Hong Kong Girl Guides Annual Parade and Awards Presentation 香港女童軍 

周年大會操暨頒獎禮 2017 」及活動主題：「Break Through, Act Out 飛躍武動  

101」。當中「武」字以中國書法書寫，以突出活動的武術主題；另 101 的「 0 」 

是以香港女童軍徽號代表，代表香港女童軍成立 101 年。布章上亦將印上健力士 

世界紀錄的標誌，以紀念是次共創世界紀錄的活動。 

 

  



 

獲獎者名單 

 

總會獎項 

 

             金鳳獎章勳扣 
 

徐蔡慕慈女士 

 

             金鳳獎章 
 

佘徐瑞蘭女士 

 

             洋紫荊獎章 
 

梁省德女士 BBS MBE JP                 孫鍾小芬太平紳士 

戴胡美蓉博士 

 

鑽鋰獎章 
 

蕭曾鳳群女士 SBS MBE 

 

             金鋰獎章 
 

                  陳鄭詩韻女士                           李何芷韻女士 

           

             銀鋰獎章 
                

                  彭穎生先生 

 

             銅鋰獎章 
 

                  陳寧寧女士 BBS JP                      羅詠詩女士 JP 

                  文陳妙蘭女士 

 

             優異服務獎章 
 

                  陳明耀先生 

 

             八角星章 
 

                   梁王培芳女士 GBS OBE JP               孟顧廸安女士 BBS JP 

                   鄧鳳賢博士 

 



             

 

             功績榮譽獎章及 30 年長期服務獎 
 

 易黃麥嫦女士  

 

             功績榮譽獎章 
 

 鄒永昌先生 洪羽奇先生 

 關凱琳女士 莫敏樺女士 

 石天崙先生 譚美玉女士 

 黃衛民先生 黃淑霞女士 

 易瑞文先生  

 

             功績金章 
 

 黃心怡女士  姚碧玲女士 

 

             功績銀章及 20 年長期服務獎 
 

 余淑美女士 

 

功績銀章 
 

 鄺顯慧女士  李思慧女士  

 李頴英女士  葉裕婷女士 

 

             功績銅章及 10 年長期服務獎 
 

   胡悅韻女士    

 

             功績銅章 
 

 詹詠珊女士  戴顯政女士 

 劉潔兒女士  黃詠雪女士  

 

             感謝章及 5 年長期服務獎 
 

 陳葛瑾女士 蘇國亮先生 

 

 

 



 

 

             感謝章 
 

 鄭詠欣女士   莊輝星先生 

 朱嘉盈女士 鍾永祥先生 

 劉秀芬女士 何曉昕女士 

 何馬美域女士 何鍶炘女士 

 許珮甄女士 鄺國光先生 

 劉有權先生 李錦榮先生 

 甯樹開先生 雷雄德博士 

 麥嘉恩女士 鮑詠欣女士 

 薛敏儀女士 杜文甄女士 

 黃浩茵女士 王海燕女士 

 黃泳詩女士 胡琇棓女士 

 楊紫晴女士  

    

四十年長期服務獎  

        林貝聿嘉博士 GBS OBE JP 張黃霖珍女士 

        吳潔薇女士  

  

三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羅淑卿女士 李鄧綺蓮女士 MH   

        鄭俊平太平紳士 李廣林先生 BBS MH   

        陳龍佩貞女士 容馬珊兒女士 

        汪陳月娥女士 丁毓珠女士 GBS JP 

        伍周美蓮太平紳士 梁玉蓮女士 

        何榮耀先生 莊慧嫻女士 

        蔡建貞女士  

  

三十年長期服務獎  

        林美寶女士 沈汝堅先生 

        梁玉琼女士 梁轉娣女士 

        陳淑英女士 林苑屏女士 

        李國賢先生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柯美珠女士 張麗珠女士 

      黃小瑤女士 吳錦燕女士 

      梁穎姬女士 張玉泉先生 

      方攀釗先生 呂東明先生 MH 

      陳湖清先生 MH 王國江先生 

      吳偉光先生 何大偉先生 MH 

      劉惠珍女士 葉麗蓮女士 

      楊慕虹女士 黃惠萍女士 

      陳少安女士 吳麗然女士 

      劉偉棠先生 孔美怡女士 

      劉慕妍女士  

  

二十年長期服務獎  

      梁淑儀女士 陳少萍女士 

      關韻雯女士 陳淑儀女士 

      周轉香女士 SBS MH JP 陳遠華先生 BBS 太平紳士 

      鄧國新先生 李漢光先生 

      冼良佳先生 鄒景芬女士 

      陳綺霞女士 郭笑芬女士 

      唐偉強先生 黃仲敏女士 

      蔡燕芳女士 鄭麗英女士 

      張淑儀女士 盧愛琴女士 

      陳美雅女士 吳敏儀女士 

      莫漢玉女士 郭建玲女士 

      嚴秀麗女士 何佩思女士 

      張桂華女士 江瑞心女士 

      倫月桂女士 梁文慧女士 

      鍾巧賢女士 梁智蕙女士 

      陳錦思女士 曾乃怡女士 

      周惠儀女士 陳燕雯女士 

      黃穎賢女士 黎淑娟女士 

      唐敏儀女士  

 

    

  



 

 

獲獎者名單 

 

 

女童軍配偶感謝獎、功績獎狀 

 

 

           女童軍配偶感謝鑽章 
 

布覺民先生   

 

    

           女童軍配偶感謝銀章 
 

陳天欣先生 湯永昌先生 

黃德聰先生  

     

 

           女童軍配偶感謝獎狀 
 

楊志恆先生  

 

 

           功績獎狀 
 

民眾安全服務 

嗇色園可立中學 

保良局觀塘幼稚園暨幼兒園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聖母玫瑰書院  

石湖墟公立學校 

聖雅各福群會 

東涌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獲獎者名單 

 

 

第 15 屆亞太區領袖成就獎 

 

 

 

            總監 : 
 

黃詠恒女士 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陳瑋琳女士 香港助理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郭美詩女士 元朗東分區總監 

 

 

            領袖 : 

 

黃詠雪女士 東九龍第 52 小女童軍隊 

蔡建貞女士 西九龍第 78 小女童軍隊 

劉曉君女士 新界第 155 小女童軍隊 

陸佩泉女士 西九龍第 96C 小女童軍隊 /  

西九龍第 57 女童軍隊 /  

西九龍第 57 小女童軍隊 

          

 

            專項服務人士 : 

 

曾貴玲女士 興趣章秘書小組主席 

 

  



 

 

獲獎者名單 

 

 

隊伍最高服務時數獎 2016-2017 

 

 

 

隊伍 機構名稱 

新界第 115 女童軍隊 沙田蘇浙公學 

深資海女童軍海豹號 沙田蘇浙公學 

新界第 252 女童軍隊 香港女童軍總會 

西九龍第 113 女童軍隊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東九龍第 50 女童軍隊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獲獎者名單 

 

優秀隊伍獎 

 

 

優秀隊伍獎 – 金彩帶 

Outstanding Unit Award 2010-2017 

小女童軍組   

西九龍第 57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23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5 小女童軍隊 

   

女童軍組    

港島第 24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5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233 女童軍隊 新界第 28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02 女童軍隊 

   

深資女童軍組   

西九龍第 43 深資女童軍隊 深資海女童軍海豹號  

   

特殊女童軍組    

新界第 312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12 小女童軍隊  

   

 

 

優秀隊伍獎 

Outstanding Unit Award 2016-2017 

小女童軍組 

港島第 72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55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92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70B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62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81A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77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88B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43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0E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0B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3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39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55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3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8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6C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6D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6E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2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22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9B 小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26A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5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28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2A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8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87B 小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29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66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29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6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55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02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52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14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70B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66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33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43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43B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6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6B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6C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6E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66F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47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23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90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92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8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87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62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62B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62C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262D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89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89B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7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2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46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73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404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74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9 小女童軍隊 

新界第 354 小女童軍隊   

 

女童軍組 

港島第 16 女童軍隊 港島第 88A 女童軍隊 港島第 88B 女童軍隊 

港島第 6 女童軍隊 港島第 55 女童軍隊 港島第 85 女童軍隊 

港島第 72 女童軍隊 港島第 19 女童軍隊 港島第 92 女童軍隊 

港島第 13 女童軍隊 港島第 4 女童軍隊 港島第 66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2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8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6A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133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92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113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43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51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57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157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22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31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68 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70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5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50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40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36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26 女童軍隊 東九龍第 131 女童軍隊 新界第 228B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39 女童軍隊 新界第 408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1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96 女童軍隊 新界第 53 女童軍隊 新界第 276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4 女童軍隊 新界第 252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1 女童軍隊 

新界第 91A 女童軍隊 新界第 91B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41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8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38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33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88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74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8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30 女童軍隊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0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5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46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90 女童軍隊 

新界第 354 女童軍隊   

 



 

 

           

 

深資女童軍組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akota)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Anson) 港島第 13 深資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15 深資女童軍隊 西九龍第 113 深資女童軍隊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Convair)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Skymaster) 新界第 252 深資女童軍隊 新界第 145 深資女童軍隊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Britannia)   

 

 

特殊女童軍組   

東九龍第 137 女童軍隊   

 

 

  



 

 

獲獎者名單 

 

榮譽小棕仙獎章 

 

朱可人 Chu Ho Yan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陳倩珩 Chan Shin Hang Sarah 港島第 7D 小女童軍隊 

李梓瑤 Li Tsz Yiu 港島第 10B 小女童軍隊 

蔡敏翹 Choi Man Kiu Winnie 港島第 39 小女童軍隊 

林貝兒 Lam Pui Yi 新界第 252 小女童軍隊 

葉可恩 Ip Ho Yan Stephanie 新界第 302 小女童軍隊 

尹敏諾 Wan Man Nok Charlotte 西九龍第 96D 小女童軍隊 

陳幸祺 Chan Hang Kei 港島第 7A 小女童軍隊 

徐慧雅 Tsui Wai Nga 港島第 81A 小女童軍隊 

徐慧婷 Tsui Wai Ting 港島第 81A 小女童軍隊 

葉泳希 Yip Wing Hei 東九龍第 112 小女童軍隊 

鄭凱桐 Cheng Hoi Tung 新界第 395 小女童軍隊 

陳詩洛 Chan Si Log 新界第 398 小女童軍隊 

李顏宜 Lee Ngan Yee Daphne 新界第 397 小女童軍隊 

李宛芯 Li Yuen Sum Winsome 新界第 87A 小女童軍隊 

徐海晴 Tsue Hoi Ching 港島第 143 小女童軍隊 

李樂頤 Li Lok Yee Zoe 西九龍第 57 小女童軍隊 

楊希媛 Yeung Hei Wun Hedia 西九龍第 57 小女童軍隊 

陳曼怡 Chan Man Yi 新界第 66A 小女童軍隊 

鄧凱雯 Tang Hoi Man 新界第 66A 小女童軍隊 

嚴雅思 Yim Nga See 新界第 66B 小女童軍隊 

歐陽瑞嬉 Ou Yang Rui Xi 新界第 66C 小女童軍隊 

余紹婷 Yu Siu Ting 新界第 66C 小女童軍隊 

曹禕蕊 Cao Yi Rui 新界第 66D 小女童軍隊 

楊可汶 Yang Ho Man 新界第 66F 小女童軍隊 



 

 

  

丘欣如 Eilte Yau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葉佩琦 Yip Pui Kei 新界第 255A 小女童軍隊 

杜穎琛 To Wing Sum 新界第 255C 小女童軍隊 

羅曉昕 Law Hiu Yan 港島第 72 小女童軍隊 

彭凱頌 Pang Hoi Chung 新界第 355B 小女童軍隊 

李嘉倩 Lee Ka Sin 新界第 155 小女童軍隊 

陳德蔚 Chen Tak Wai 東九龍第 12A 小女童軍隊 

廖紫樂 Liu Tsz Lok 東九龍第 12A 小女童軍隊 

賴曉柔 Lai Hiu Yau 港島第 143 小女童軍隊 

梁琛渝 Leung Sum Yu 港島第 143 小女童軍隊 

陳奕心 Chan Yik Sum Anrita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蔡卓林 Choy Cheuk Lam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朱琬荻 Chu Yuen Tik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蕭昤希 Siu Ling Hei Shayna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黃頌婷 Wong Chung Ting Sophie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黃蔚錡 Wong Wai Ki Vicky 新界第 228 小女童軍隊 

李凱琳 Lee Hoi Lam Phoebe 西九龍第 96E 小女童軍隊 

陳羨樺 Chan Cine Wah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關卓林 Kwan Cheuk Lam Tiffany 港島第 55 小女童軍隊 

謝燕欣 Tse Yin Yan 新界第 229 小女童軍隊 

陳姵岐 Chan Pei Ki 港島第 88B 小女童軍隊 

陳沛慧 Chan Pui Wai Cheryl 港島第 88B 小女童軍隊 

黃靖媛 Wong Ching Wun 港島第 88B 小女童軍隊 

陳欣希 Chan Yan Hei Joyce 港島第 55 小女童軍隊 

黃溢蕎 Wong Yat Kiu 新界第 90A 小女童軍隊 

林焯翹 Lam Cheuk Kiu 西九龍第 96A 小女童軍隊 

林殷慇 Lam Yan Yan Anson 西九龍第 96A 小女童軍隊 

蕭澔甄 Siaw Ho Yan 西九龍第 96A 小女童軍隊 



   

蘇殷平 So Yan Ping 西九龍第 96A 小女童軍隊 

黃羨桐 Wong Katy Sin Tung 西九龍第 96A 小女童軍隊 

黎卓琳 Lai Cheuk Lam 西九龍第 96C 小女童軍隊 

楊子欣 Yeung Tsz Yan Crystal 西九龍第 96C 小女童軍隊 

莊子瑤 Mavis Chong 港島第 39 小女童軍隊 

程敬婷 Ching Benice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方淑瑤 Fong Shuk Yiu Vicky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劉穎霖 Lau Wing Lam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盧晞桐 Lo Hei Tung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尹苑盈 Wan Yuen Ying 新界第 184A 小女童軍隊 

何梓澄 Ho Tsz Ching Cherry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王欣桐 Wong Yan Tung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葉芷韻 Yip Tsz Wan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余旻羲 Yue Man Hei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馮善兒 Fung Sin Yi 新界第 133 小女童軍隊 

梁海晴 Leung Hoi Ching 港島第 13 小女童軍隊 

呂珮妍 Lui Pui Yin Sophia 港島第 13 小女童軍隊 

莊曦雯 Chong Hei Man 新界第 89A 小女童軍隊 

方諾言 Fong Lok Yin 新界第 89A 小女童軍隊 

梁詠恩 Leung Wing Yan 新界第 89A 小女童軍隊 

麥子晴 Mak Tsz Ching 新界第 89A 小女童軍隊 

林逸懿 Lam Yat Yee 港島第 13 小女童軍隊 

傅卓瑤 Fu Cheuk Yiu Tiffany 新界第 302 小女童軍隊 

曹康穎 Cho Hong Wing 西九龍第 44B 小女童軍隊 

倪逸晴 Ngai Yat Ching Joelle 港島第 3 小女童軍隊 

吳綺澄 Ng Yi Ching 港島第 81A 小女童軍隊 

 

  



 

 

獲獎者名單 

 

紫燕榮譽女童軍獎章 

 
 

鄭盈曦 Cheng Ying Hei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馮穎文 Fung Wing Man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林樂融 Lam Lok Yu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林芯誼 Lam Sum Yi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彭婉婷 Pang Angela Yuen Ti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黃麗盈 Wong Lai Yi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楊詩慧 Yeung Sze Wai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陸紀雪 Luk Kei Suet Angela 西九龍第 2 女童軍隊  

葉存恩 Yip Chuen Yan 西九龍第 2 女童軍隊 

謝汶儒 Chieh Man Yu 港島第 92 女童軍隊 

羅彩樺 Law Choi Wa 港島第 92 女童軍隊 

郭芷君 Kwok Tsz Kwan Samantha 新界第 94 女童軍隊 

梁婉童 Leong Yuen Tung 新界第 138 女童軍隊 

梁施淇 Leung Sze Kei Kimberley 東九龍第 131 女童軍隊 

王寶琦 Wong Po Kei Colbie 東九龍第 131 女童軍隊 

彭雅希 Pang Masaki 港島第 55 女童軍隊 

梁可盈 Leung Ho Ying 港島第 16 女童軍隊 

朱海寧 Chu Hoi Ling 新界第 148 女童軍隊 

陳子晴 Chan Tsz Ching 新界第 196 女童軍隊 

黎子穎 Lai Tsz Wing 新界第 196 女童軍隊 

吳倩妤 Ng Sin Ue 東九龍第 55 女童軍隊 

蘇詠琳 So Wing Lam 港島第 115 女童軍隊 

 



 

 

獲獎者名單 

 

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獎章 

 
 

黃諾澄 Wong Nok Ching 港島第 4 女童軍隊 

鄭盈曦 Cheng Ying Hei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馮穎文 Fung Wing Man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林樂融 Lam Lok Yu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林芯誼 Lam Sum Yi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彭婉婷 Pang Angela Yuen Ti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黃麗盈 Wong Lai Ying 新界第 145 女童軍隊 

凌錦盈 Ling Kam Ying 新界第 138 女童軍隊 

黃若男 Wong Yeuk Nam 新界第 138 女童軍隊 

梁希彤 Leung Hei Tung 新界第 228B 女童軍隊 

彭羨霖 Pang Sin Lam 新界第 228B 女童軍隊 

劉穎盈 Liu Angela 西九龍第 43 女童軍隊  

彭雅希 Pang Masaki 港島第 55 女童軍隊  

   

 

獲獎者名單 

 

深資女童軍榮譽獎章 

 
 

程家淇 Ching Ka Ki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Anson)  

梁采然 Leung Tsoi Yin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ouglas)  

周慧怡 Chow Wai Yi 港島第 13 深資女童軍隊 

 

  



 

 

鳴    謝 
 

 
 

香港國術總會 
 

香港輔助警察風笛隊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聖公會主愛小學 
 

旺角大球場 
 

紀念章設計－朱偉旗女士 

 

 

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 

 

 

 

 

 

 

 

 

 

 

 

 

 

 

見證人 
 

龐愛蘭女士 BBS 太平紳士 
 

周紹榮律師 

 

 

監督員 
 

香港少年領袖團 
 

香港交通安全會 
 

Peoplebank Hong Kong 

 

 

 
 

總司令員 

張美燕女士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akota) 

 

 

副司令員 

朱皚穎女士   港島第 55 小女童軍隊 

 

 

旗隊司令員 

莊碧蓉女士   新界第 91B 女童軍隊 

 

 

升旗隊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ouglas) 

 

 

檢閱旗隊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Anson) 

 

 

各組別檢閱旗隊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港島第 115 女童軍隊 

港島第 66 女童軍隊 

港島第 13 深資女童軍隊 

 
 

覆誓小女童軍/女童軍 
 

張殷婷      西九龍第 96E 小女童軍隊 
 

沈卓男      西九龍第 96C 小女童軍隊 
 

陳樂妍      西九龍第 4 女童軍隊 
 

陳可晴      西九龍第 31 女童軍隊 

 
 

 

武術指導 
 

王佩兒師傅 

溫鑑良實用詠春拳國際總會 
 

總會資深教練暨國際聯絡人 

 

陳詩樂師傅    

溫鑑良實用詠春拳國際總會 
 

總會資深教練 



 

 

 

 

 

 

 

 

香港女童軍總會風笛隊 
 

張凱雅     港島第 92 女童軍隊(領袖) 
 

蕭寶琪     西九龍第 96D 女童軍隊(領袖) 
 

謝倩蘭     深資海女童軍隊(海豹號) 

 

 

小記者統籌 
 

吳淑霞女士 香港助理總監(公共關係) 

 

 
 

小記者 

黃希楠     西九龍第 96A 女童軍隊 
 

陳珮嘉     西九龍第 96A 女童軍隊 
 

林靜雯     新界第 308 女童軍隊 
 

吳秋婷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Electra) 
 

 

 

大會義務攝影師 
 

蘇國亮先生 
 

陳維德先生         
 

邱君儀女士 
 

陳柳琼女士 

 

 

各服務女童軍、領袖、總監 

 

 

 

 
 

 
 

 

 

 

 

 

 

大會司儀統籌 
 

吳慧妍女士 香港助理總監(活動) 
 

關凱琳女士 西九龍第 70 女童軍隊(領袖) 
 

關曉恩女士 東九龍第 2 女童軍隊(領袖) 
 

周琳女士   新界第 168 女童軍隊(領袖) 

 

 
 

司儀 
 

陳樂妍     西九龍第 4 女童軍隊 
 

陳可晴     西九龍第 31 女童軍隊 
 

廖昕蕎     西九龍第 96B 小女童軍隊 
 

吳子欣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Betsy) 
 

楊希媛     西九龍第 57 小女童軍隊 
 

陳僖彤     新界第 109 女童軍隊 
 

林念童     港島第 88A 女童軍隊 
 

蔡曉晴     港島第 85 女童軍隊 
 

葉子萱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ouglas) 
 

馮佩娟     港島第 143 小女童軍隊(領袖) 
 

梁倩彤     深資航空女童軍隊(Douglas) 
 

李佩珈     新界第 202 女童軍隊 
 

李珈而     西九龍第 157 女童軍隊 

 

 

 

 

 

 

 

*排名不分先後* 

各服務女童軍、領袖、總監 

 

*排名不分先後* 

鳴    謝 
 

 



 

籌委會成員 
 

主席   梁慧敏女士 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 

行政及宣傳組 區芷晴女士* 沙田北分區助理 

朱偉旗女士 天水圍西分區總監 

邱仲欣女士  九龍灣分區總監 
  

典禮組 廖慧詩女士* 深水埗區總監 

 丁曉彤女士 荃灣南分區總監 

 
  

檢閱步操組 劉子琪女士* 港島東助理區總監 

 陳穎瑜女士 大角咀分區助理 

 黃惠儀女士 步操與儀式指導員統籌人 

   

節目組 歐陽鳳盈女士* 香港國術總會 

 張美蒨女士 九龍仔分區總監 

 廖詠怡女士 香港仔分區總監 

 吳曼怡女士 新界北區總監 

   

總務組 譚惠興女士* 離島區總監 

 高佩藝女士 新蒲崗分區總監 

 李若蘭女士 屯門區總監 

 

 周曹麗智女士 總幹事 

 
蘇羽文女士 

梁劉景美女士  

副總幹事 

高級幹事 

 潘小鳳女士 對外事務聯絡幹事 

 曾淑芬女士 訓練幹事 

 黃宇文先生 助理高級主任(地域行政) 

 趙茵琳女士 會員拓展主任 

 呂潔婷女士 程序主任 

 沈家良先生 康樂及產業部主任 

 馮秀芬女士 對外事務聯絡主任 

 周杏瑤女士 項目主任 

 黃穎茵女士 項目主任 

 麥藹盈女士 訓練主任 

 黃顯楓先生 助理主任(資訊科技處) 

 黃泳詩女士 助理主任(程序部) 

 鍾兆軒先生 對外事務聯絡助理 

 余遠豪先生 對外事務聯絡助理 

          *小組召集人 

總會協調職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