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小女童軍名單

2A 樊海昕    李思穎   葉向晴
2B 陳若琳    霍紫琪     林莃純     李旻恩
2C 陳伊晴    趙梓晴     祝焱晴
2D 莊凱而    雷素甄
2E 周曉藍    黃貝瑤
3A 陳潁雪    蔡姝蓉     黎茜嘉 李穎欣
     伍錦洋
3B 朱家儀      陶羽       曾雪雯
3C 何嘉禧    阮煥恩
3D 劉芷淇    吳海藍
3E 林家寶    馬芷晴
4A 陳雅雯    楊穎澄
4B 黎茜瑜
4C 葉蕊琪    潘子韻
4D 賴佩琳    唐銳晴
5A 陳天穎    潘思羽
5B 何珮婷    梁瀾曦     王千嘉
5C 馬芷櫻
5D 潘欣婷    黃美華

備註：所有隊員將於２０２０年９月

獲派發集會日期及核實通知書



20-21 公益少年團名單

二義 許梵菲   甄樂浠

二禮 丘善羽   徐子敬    郭天佑

二信 張超越   陸梓熙    尹釨航

三仁 鍾羽晴

三禮 莫竣稀

三智 盧慧麗

三信 賴浩然   楊昊鑫    葉睿軒  余梓豪

四仁 周家瑜   黃振富

四義 陳建揚

四禮 彭勇杰

四信 廖銘淋

五仁 葉子業   曾振釗    甘永森

五義 吳心悠   蔡泓暉    夏梓桐  朱軒豪

五禮 孫智涵

五智 余韋呈

五信 林子熙

 備註:所有隊員將於2020年9月獲派發
集會日期及核實通知書



20-21 升旗隊名單
一仁 歐子健

一義 錢子晴      何思霖

二仁 金崎正希   劉耀陽

二義 王辰熙

二禮 曾凌霄

二信 屈家而

三仁 余晞彤      劉雅儀     劉芷澄

三義 吳梓軒

三禮 彭朗          王嘉銘     黃子桐

三信 譚家立

四義 何泓榗      莫欣妮     葉子揚

四禮 陳嘉恒      吳卓豪     楊浩明

五仁 許思珩

五義 張羽豐      黎晉銘     鄒梓鋒   許錦雄

傅榮坤      呂梓淇     鍾恩慈

五禮     朱欣怡

五智 余華哲

五信 王志銘
備註:所有隊員將於2020年9月獲派發

集會日期及核實通知書



20-21 幼童軍名單
一仁 梁芷悠 梁俊昊 伍泳詩 姚嘉慧 

一義 鄧宇蘭

一禮 余貝兒 

一智 何俊謙 伍嘉灝 

一信 陳韋嘉 李紫晴 梁焯軒 

二仁 陳聖坤 郭倚函 梁鈞皓 李卓謙
彭穎儀 潘梓穎 

二義 麥嘉濠 毛卓軒 黃政皓

二禮 李朗豪 

二智    鍾希瑜 

二信 陳逸熙 曹栩亮 溫舒棠 

三仁 馮逸軒 葉霖 雷家慧

三義     梁凱婷 

三禮 馮芷瑤 胡諾熙 

       鍾熙雅             巫       穎藍       



 

20-21 幼童軍名單 
三信 陳俊丞 徐蘊希 陸曉聰 

 

四義 蘇銘浠 
 

四禮 陳妍希 鄒先立 鄺栩澄 羅小瑩
丁晞嵐 楊穎姍 

 

四智 鄺栩瑩 
 

四信 李程欣 麥可灃 陳晉軒 方行健 
 

五仁 歐陽君丞 歐陽梓倫 麥鎮濠 曾灝曦 

五義 鄒梓鋒 韓苑茹 李樂軒 鄧文譽  

         鄺振昇 

五禮 黃凱為 王紫冰

五智 甘永樂 梁芷晴

五信 陳祺鏗 史樂然 

備註:所有隊員將於2020年9月獲派發
集會日期及核實通知書。 

陳于鍵 



20-21 基督小先鋒名單

二仁 陸頌劻    吳佩怡    潘皓瑩
           王文雅
二義 雷晓敏    吳惠恩    譚芯渘
           楊家寶
二禮 梁泳琳    李德燐    羅梓軒
           尹藹頤
二智 蔡曉琳    陳政仁    陳曉晴
           蔡秉成    王朗言    林紫錡
二信 許詠怡    李海瑤

三仁 陳毅恒    林楚希    劉穎芯
林偉奇    李梓嫣    雷庭鈞

           曾文澄    李穎妍    王君宇
           徐梓軒
三義 鄭喬丹    許葦航    謝子軒
           余旻昇    曾麗炫
三禮 鄭凱彤    郭津源    梁景晞

冼鈞濤    曾詠淇



20-21 基督小先鋒名單

四仁 黃珈穎
四義 劉城希    關鈺螢    薛惠琪
四禮 羅景曦    李嘉家    李明叡
           蘇瑋軒    王洛程    黃欣晴
           楊詩琪
四信 盧洛琳    潘欣欣    伍栢賢

五義 鄒梓誠    陸鴻佳
五信 曹家瑜

三信 鍾詠欣 李俊賢

備註:所有團員將於2020年9月獲派發集會日期及
核實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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