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色 = 舊普查員

普查隊編號

ST-1 歐華基* 曾愛明 盧德敏 周梅葉 張婉宜 王鎮培

ST-2 李永達* 潘惠玲 施雅琳 張欣璇 Jason Lau

ST-3 袁卓華* 梁志權 鄭穎宜
Lai Wing

Cheung

Chow Ka

Lai

ST-4 張彩珍* 陳頌怡 甄榮光 黃宇晴

ST-5 梁庭銓* 郭安妮 袁家穎 梁柏晞 楊皓怡

ST-6 何偉光* 黃巧荍 葉華 葉烽

ST-7 譚妙嫦* 蔡玉燕 鄞偉生 李慧明 謝寶紅 許少華 黎肖然

普查隊編號

LK-1 葉婉明* 陳靄鈴 陳文灝 陳穎君 凌悅丰 麥昭琳

LK-2 葉其翰* 容天宜 李嘉怡 尹輝健 劉倩彤 陳碧玉 黎華金 余顯璧 雷詩雅

張偉成* 羅錦成 朱卓妍 李宗晉 李海誠 何嘉盛 陳嘉瑩 鄭嘉兒 鄧瑋姍

蔡綺祺 陳雪欣 鍾家麒

LK-4 焦震洋* 林叠翠 陳偉傑

LK-5 陳德深* 溫少耀 陳家偉 彭灼坤 張麗芳

LK-6 陸如茵* 孔祥發 葉凱琪 高金蘭 陳敬章

普查隊編號

WKT-1 李敬華* 凌悅嫣 鄭建熙 麥婉玲 林鈊沂

WKT-2 陳志文* 謝文婷 陳雅怡 申寶恩 張彩鳳 陳慧珊

WKT-3 莫天瑋* 梁尉廉 李明洋

WKT-4 林嘉倩* 禤家麗 黃恩儀 陳佩琪 黃惠嫦

WKT-5 張影嫦* 陳錫榮 徐淑儀 李國基 唐展鴻 何若閒

WKT-6 陳素雯* 李子軒 吳芷欣

WKT-7 潘信* 田智華 余君岳 朱國忠

普查隊編號

YTH-1 朱小敏* 黃允聰 黃逸堯 黃逸舜

YTH-2 劉政耀* 李詠琴 盧綺霞 張鈺怡

YTH-3 潘潔瑩* 黃宏燈 羅英祈 李進翹

YTH-4 李寶華* 張子瑛 袁俊華

劉永基* 張穎琳 俞焯謙 朱耀彬 朱天佑

林梓熺 馬梓浩 黃熙浚 蘇樂瑤 黃寶鈿

普查隊編號

SC-1 吳金燕* 林巧瑜 黃美華 李敏儀

SC-2 余秋雲* 馬德鳳 黃詠衡 許家麗

SC-3 劉美恩* 蘇子津 朱珮晴 鄭朗希 戴慧姍 洪伯鑫

SC-4 羅康枏* 陳景棠 陳汶捷 施家偉

SC-5 葉泳茵* 黃衍婷 嚴家葆 李俊樺

SC-6 溫子正* 張可怡 蕭柏忠 楊彬莉

SC-7 吳昀哲* 周卓媛 林齊桂 藍燕兒

2019年 蝴蝶普查員入圍及分組名單 (更新版本)

* = 隊長

東涌䃟頭

鹿頸

LK-3

大埔烏蛟騰

大埔元墩下

YTH-5

西貢深涌及榕樹澳



普查隊編號

STK-1 梁美儀* 何慕賢 鍾玉清 鄧麗嫦 何燕葵 陳愛琍 楊靜敏 鍾樹光

STK-2 鄭偉強* 何瑞章 陳思敏 伍家亮

STK-3 陳頌鳴* 胡明川 孫敏瓊

STK-4 鄺筠慧* 張智宏 黃卓華 楊若蘭 李敏怡

STK-5 林進賢* 林陳加研 吳鵬健 陳丹鳳

STK-6 余曉茵* 江秀梅 何少珍 梁翰滔 蔡鍵楓 何婉儀 何俊鋒

STK-7 劉潤錕* 陳浩誠 黃家慧 利子聰 馮苑柔 陳艷瑶 袁穎丹

普查隊編號

PSO-1 黃虎* 黃翊 謝正祖 謝芷晴 鄭家聲

PSO-2 楊敏儀* 余明高 余明天 黃海儀 廖柏騫 廖裕騫

PSO-3 劉美寶* 江柏嵐 王詩玲 陳志豪 鍾曉華

PSO-4 麥麗芬* 李欣浠 文鳳儀 葉詠如 吳曼詩

PSO-5 鄭兆智* 謝廣智 陳洛堯 馮瑞怡 陳芷敏

普查隊編號

MW-1 賴卓蕙芬* 賴文立 賴偉明 鍾雅芠 陳曉晴

MW-2 朱永光* 郭家輝 盧凱茵 陳宜端

MW-3 紀慧儀* 翁美婷 簡健浩 陳耀宗

MW-4 葉其翰* 麥耀明 麥慧儀 徐凊儀 黃智敏 朱艷玲 胡桂嬋 李琬琳

MW-5 葉金堯* 葉舜衡 李嘉汶 鄒國斌 楊晞宖 林靜汶

MW-6 鄭穎瑜* 呂淑芳 楊曉菲 龐宇靈 蔡穎琪 趙尹皚

普查隊編號

TL-1 李穎悠* 李國新 黄潤仙 李穎思

TL-2 梁美美* 林明忠 林莃晉 華嘉昌 蘇綺玲 葉少媚

TL-3 梁遠邦* 馬傑華 朱喜薇

TL-4 滕偉忠* 劉曜彰 王可欣 雪雪 榮

TL-5 畢玉樺* 譚路明 孔泯凱 黃卓彥 鄭嘉民 馮凱瑩 梁汝軒

普查隊編號

LKT-1 馬牧蓉* 趙偉林 馮詠恩 鄭展恒 梁頴儀 朱嘉麗 陳德賢

LKT-2 謝樂欣* 李永紅 梁寶婷 周平煒 邵葆琪 唐嘉佑

LKT-3 余國強* 黃靄儀 張志芳 林詩敏 黃倩琳

LKT-4 潘雅青* 曾梅珍 孔德蘭 李欣珮

LKT-5 任潔冰* 李欣兒 林錦欣 曾淑芳 黃永堅 黎亭希 黎頌基 梁綺雲

LKT-6 劉觀富* 關雄輝 陳秀珍 林惠枝 余健強

LKT-7 王綺珊* 朱少冰 李少雲 何惠珊

普查隊編號

NEW-1 李永安* 楊適瑜 徐允明 江少萍 杜桂英 張立基

NEW-2 莊慧珍* 吳思安 譚英梅

NEW-3 許鎮東* 梁家輝 梁鈞荇 潘妙芝

NEW-4 羅舜文* 李天虹 高兆昌 唐艷紅 鄭志偉

NEW-5 黃詠思* 蘇柏妍 王婷瑤 梁鎧珆 蔡思樂

高家浩* 馮俊揚 危煒杰 余潔麗 鄭愛琳 鍾欣樺 陳詠絲

周婉雯 黎金鳳 李曉瑩 布綽嵐 何浚賢 廖兆熙 徐慧思

更新日期：2019年4月24日

白沙澳及荔枝莊

沙頭角

梅窩

大欖郊野公園(錦田)

屯門龍鼓灘

新增地點 (待定)

NEW-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