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2667 9100

傳真：2667 0298

網址：www.nter-hkscout.org

常務通告第 03/2018 號
更新日期：
更新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修訂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及特別嘉許童軍旅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及特別嘉許童軍旅獲獎名單
及特別嘉許童軍旅獲獎名單
2018 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的推薦工作已經完成，本年度除嘉許各優異旅團外，更設有連續 3
年、5 年或 10 年的獎項，以鼓勵童軍旅持續保持高水平的表現。2018 年優異旅團及特別嘉許童
軍旅名單公佈如下：
（一）2018 年優異旅團獲獎名單
雙魚區
雙魚第 4 旅小童軍團
雙魚第 4 旅童軍 A 團
雙魚第 4 旅樂行童軍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C 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F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A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D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G 團
雙魚第 9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18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20 旅小童軍 A 團
雙魚第 20 旅小童軍 D 團
雙魚第 20 旅幼童軍 C 團
雙魚第 20 旅樂行童軍團
雙魚第 24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28 旅幼童軍 A 團
雙魚第 37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24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B 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E 團

雙魚第 4 旅幼童軍 A 團
雙魚第 4 旅空童軍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A 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D 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G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B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E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H 團
雙魚第 12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19 旅童軍團
雙魚第 20 旅小童軍 B 團
雙魚第 20 旅幼童軍 A 團
雙魚第 20 旅童軍團
雙魚第 21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25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30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9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97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C 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F 團

雙魚第 4 旅幼童軍 B 團
雙魚第 4 旅深資童軍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B 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E 團
雙魚第 5 旅小童軍 H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C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F 團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I 團
雙魚第 17 旅童軍團
雙魚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雙魚第 20 旅小童軍 C 團
雙魚第 20 旅幼童軍 B 團
雙魚第 20 旅深資童軍團
雙魚第 21 旅童軍團
雙魚第 28 旅小童軍團
雙魚第 37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41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A 團
新界東第 1748 旅小童軍 D 團

璧峰區
璧峰第 3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6 旅童軍團
璧峰第 7 旅童軍團
璧峰第 14 旅小童軍團
璧峰第 16 旅幼童軍 A 團
璧峰第 3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8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3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95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1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99 旅小童軍團

璧峰第 6 旅小童軍團
璧峰第 6 旅深資童軍團
璧峰第 7 旅深資童軍團
璧峰第 14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31 旅童軍團
璧峰第 35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8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25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58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45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51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6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7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11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16 旅小童軍團
璧峰第 31 旅深資童軍團
璧峰第 35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8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25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68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1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2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80 旅小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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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北區
大埔北第 6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 9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10 旅童軍團
大埔北第 12 旅童軍團
大埔北第 13 旅小童軍 A 團
大埔北第 13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17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北第 18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北第 18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北第 22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北第 3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65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76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北第 6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10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 12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 12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北第 13 旅小童軍 B 團
大埔北第 17 旅小童軍 A 團
大埔北第 17 旅幼童軍 C 團
大埔北第 18 旅幼童軍 B 團
大埔北第 18 旅樂行童軍團
大埔北第 22 旅樂行童軍團
大埔北第 36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08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09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 6 旅童軍團
大埔北第 10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12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北第 12 旅樂行童軍團
大埔北第 13 旅小童軍 C 團
大埔北第 17 旅小童軍 B 團
大埔北第 18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第 18 旅童軍團
大埔北第 22 旅童軍團
大埔北第 25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36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76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17 旅小童軍團

大埔南區
大埔南第 3 旅幼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童軍團
大埔南第 11 旅童軍團
大埔南第 17 旅小童軍 A 團
大埔南第 17 旅幼童軍 B 團
大埔南第 21 旅幼童軍 B 團
大埔南第 24 旅幼童軍團
大埔南第 37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56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74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81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81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南第 7 旅小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南第 11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南第 17 旅小童軍 B 團
大埔南第 21 旅小童軍團
大埔南第 21 旅童軍團
大埔南第 37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56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74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92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81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69 旅小童軍團

大埔南第 7 旅幼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樂行童軍團
大埔南第 11 旅樂行童軍團
大埔南第 17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南第 21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南第 21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南第 37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56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74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92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81 旅童軍團

沙田北區
沙田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團
沙田北第 10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22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7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39 旅小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小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39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92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1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3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5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北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北第 4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9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12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9 旅小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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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區
沙田東第 4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6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8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第 14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25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3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7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46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6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9海童軍旅深資海童軍團

沙田東第 6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第 6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東第 8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東第 30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35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37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5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9 海童軍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6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7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9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18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20 旅童軍團
沙田東第 33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第 36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3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44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9 海童軍旅海童軍團

沙田西區
沙田西第 5 旅童軍團
沙田西第 10 旅童軍團
沙田西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西第 20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西第 24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第 28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第 37 旅小童軍 A 團
沙田西第 37 旅幼童軍 B 團
沙田西第 62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0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94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08 旅小童軍團

沙田西第 10 旅小童軍團
沙田西第 17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第 19 旅樂行童軍團
沙田西第 20 旅樂行童軍團
沙田西第 24 旅童軍團
沙田西第 28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西第 37 旅小童軍 B 團
沙田西第 37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97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94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52 旅小童軍團

沙田西第 10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第 19 旅童軍團
沙田西第 20 旅童軍團
沙田西第 24 旅小童軍團
沙田西第 24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西第 34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第 37 旅幼童軍 A 團
沙田西第 46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110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94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98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區
沙田南第 1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1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30 旅小童軍團
沙田南第 3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44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1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56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9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385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542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78 旅小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78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79 旅海童軍團

沙田南第 2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23 旅小童軍 A 團
沙田南第 30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38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44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54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9 旅小童軍團
沙田南第 59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60 旅幼童軍 A 團
新界東第 1542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78 旅幼童軍 A 團
新界東第 1696 旅樂行海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79 旅樂行海童軍團

沙田南第 2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南第 23 旅小童軍 B 團
沙田南第 30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43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50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5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9 旅幼童軍團
沙田南第 59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60 旅幼童軍 B 團
新界東第 1657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78 旅幼童軍 B 團
新界東第 1727 旅小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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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續 10 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璧峰區
璧峰第 31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29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區
沙田東區
沙田東第 8 旅小童軍團
沙田南區
沙田南第 23 旅小童軍 A 團

（三）連續 5 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璧峰區
新界東第 1495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51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區
大埔北區
大埔北第 12 旅樂行童軍團

新界東第 1476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北區
新界東第 1749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區
沙田東第 6 旅小童軍團
沙田東第 25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第 6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46 旅小童軍團

沙田西區
沙田西第 19 旅深資童軍團

沙田西第 20 旅樂行童軍團

沙田南區
沙田南區
沙田南第 36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727 旅小童軍團

沙田南第 44 旅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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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東第 9 旅童軍團

沙田南第 55 旅幼童軍團

（四）連續 3 年獲取優異旅團獎勵之童軍旅
雙魚區
雙魚區
雙魚第 5 旅幼童軍 I 團

雙魚第 21 旅幼童軍團

雙魚第 37 旅深資童軍團

璧峰區
璧峰第 6 旅幼童軍團

璧峰第 6 旅童軍團

璧峰第 32 旅幼童軍團

大埔北第 13 旅小童軍 C 團

大埔北第 22 旅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童軍團
大埔南第 37 旅小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深資童軍團
新界東第 1056 旅小童軍團

沙田北第 40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小童軍團

大埔北區
大埔北第 13 旅小童軍 B 團
大埔北第 22 旅深資童軍團
大埔南區
大埔南第 3 旅幼童軍團
大埔南第 8 旅樂行童軍團
沙田北區
沙田北第 5 旅童軍團
新界東第 1209 旅幼童軍團
沙田東區
沙田東區
沙田東第 14 旅幼童軍團
沙田西區
沙田西第 10 旅童軍團
沙田南區
沙田南區
沙田南第 38 旅幼童軍團

新界東第 1696 旅樂行海童軍團

本年度所有優異旅團皆獲邀派出 1 名代表出席 2018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香港童軍大會
操中接受檢閱，有關詳情將另函通知各獲獎單位。

副地域總監（常務及行政）
黃 燁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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