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資料由參選人提供，並授權香港基督少年軍向各基本會員發放，作投票參考之用。                      附件: 參選人資歷（2017） 

姓名 職業 性

別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經驗 

參選異象 

1.陳建榮 傳道人 男 第12分隊副隊長(1983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1992-1994, 1996-1999)、 

訓練委員會(1989-1995, 2004至今)、 

青年領袖發展小組召集人(2015至今)、 

訓練課程工作小組組員(1999-2000)、 

獎勵制度建議小組組員(2010-2011)、 

步操小組主席(1992-1994)、 

獎章小組主席(1990-1992)、 

獎章小組組員(1986-1990)、 

馬灣籌備委員會工程及 

技術支援工作小組組員(2004-2008)、 

55週年國際營籌委會顧問(2013-2014)、 

40週年運動日籌委會委員(1999-2000)、 

40週年千禧大露營籌委會委員(09/1999-12/1999)、 

35週年紀念國際營籌委會主席暨國際營營長 

(1992-1994)、 

30週年紀念國際營籌委會委員(1988-1989) 

基督教宣道會

華貴堂 

基督教宣道會

華貴堂 

1.教會選任義務職員； 

2.團契職員； 

3.教會傳道人 

曾任業主立案法團副

主席及現任司庫 

秉持基督信仰核心價值，實

踐誠實、公正、無私捨身的

服務精神；訓練發展以隊員

為先(First For boys)，放緩非

制服團隊服務的澎漲，鼓勵

更多分隊及導師投入及支持

總部的制服團隊服務，特別

在人力和經費的需要上。  

2.馮聖華 理財及 

保險顧問 

男 第82分隊副隊牧(2008至今)、 

第82分隊隊長(2002-2008)、 

儀仗隊副隊長(2010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0至2016)、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2010-2011)、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委員(2007-2010, 2011至今)、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2016-2017)、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召集人(2014-2016)、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09-2013)、 

分區化發展小組組員(2009-2013)、 

學校策進小組組員(2005-2006)、 

新界東北區區指揮官(2009-2012)、 

新界東北試辦區區指揮官(2007-2009)、 

聯區小組新東北區召集人(2004-2007)、 

儀仗隊籌委會委員(2008-2010)、 

步操比賽籌委會主席(2007-2015)、 

50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2006-2009)、 

深圳基督少年團執行委員會顧問(2017至今)、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2010至今)、 

步操教練(2006至今)  

沙田 

平安福音堂 

沙田 

平安福音堂 

1.曾任兒童主日學老師； 

2.團契導師； 

3.香港聖樂學院合唱團男

高音(1980-1990)； 

4.現任教會執事(相交及

總務部)(1988至今) 

消防安全大使導師 以謙卑委身精神在基督少年

軍執行委員會裡，與各委員

同心同工服侍，積極關懷分

隊，聯合不同組別和部門，

發揮協同效應，推動及發展

基督少年軍運動，為今日教

會兒童及青少年牧養需要，

提供優質及多元化的支援。

與眾導師們一同靠著上帝恩

典，肩負擴展基督的國度，

建立隊員基督化人格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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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業 性

別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經驗 

參選異象 

3.何景亮 保險 男 第273分隊隊長(2017至今)、 

第273分隊副隊長(2009-2017)、 

第33分隊副隊長(1984-1987)、 

第7分隊副隊長/輔助導師(1977-1983)、 

執行委員會委員(1985-1987)、 

訓練委員會主席(1986-1987)、 

訓練委員會委員(1982-1985)、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2016至今)、 

獎章委員會委員(1984-1986)、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書記(2016至今)、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司庫(1998-1999) 

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 

馬鞍山堂 

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 

馬鞍山堂 

1.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卸

任校監； 

2.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天

水圍循道衛理中、小學及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校董； 

3.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教育

部委員； 

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徒

三年神學委員會委員； 

5.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海外

宣教委員會及澳門宣教

委員會委員； 

6.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

山堂區議會委員及宣教

佈道部部長； 

7.循道衛理佈道團核心委

員； 

8.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重建

國際禮拜堂及總議會大

樓計劃籌款委員會委員； 

9.循道衛理田灣幼稚園/

幼兒園校董； 

10.香港恩雨之聲董事會

司庫； 

11.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執行委員會委員
(2013-2016) 

1.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海上旅程顧問小組委

員； 

2.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大型青年活動木筏小

組顧問； 

3.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會長(1982-83)

及永久會員； 

4.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2016年港澳獨

木舟慈善遠征籌委會

主席； 

5.香港恒愛會董事會

主席； 

6.聯合那打素社康聯

合情緒健康中心管理

委員會委員； 

7.香港教育大學「燃亮

專業---香港教育大學

啟導計劃之導師」 

香港基督少年軍需要一群合

乎上帝心意的屬靈領袖來帶

領，去完成衪的託付和使

命。基督帶領我遵行祂的

道，基督少年軍培育我的

路。事奉上帝是我當行的道

路。在過往數十年的事奉

中，我領受上帝的託付及使

命特別是對青少年人及基督

少年軍的事工。期盼我能夠

貢獻我的智慧、能力、時間

及資源給香港基督少年軍。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

錨，又堅固，又牢靠。  

(希伯來書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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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業 性

別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經驗 

參選異象 

4.金錫泰 牧師 男 第292分隊副隊牧(2017至今)、 

第210分隊副隊長(2007-2015)、 

第210分隊輔助導師(2005-2007)、 

第102分隊隊牧(2006至今)、 

第102分隊輔助導師(2002-2006)、 

第108分隊輔助導師(2002-2006)、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0-2016)、 

財務委員會委員(2016-2017)、 

財務委員會主席(2015-2016)、 

常務委員會委員(2014-2016)、 

執行委員會辦事處聯絡員(2014至2015)、 

訓練委員會主席(2013-2014)、 

訓練委員會委員(2012-2013)、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10-2012)、 

賣旗籌款委員會顧問(2016-2017)、 

賣旗籌款委員會主席(2010-2012)、 

賣旗籌款委員會委員(2006-2007, 2009-2010)、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2013-2016)、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司庫(2009-2014)、 

新界西暨九龍西試辦區區司庫(2007-2009) 

路德會 

救恩堂 

路德會 

救恩堂 

1.主日學導師/青少年團

契導師(1975至2002)； 

2.執事/文書/主席

(1989-97)； 

3.主任長老(1998-2015)； 

4.香港路德會總會佈道委

員會委員(2009-2015)； 

5.路德會協同神學院特約

講師(2015-2016)； 

6.教士(2015-2016)； 

7.牧師(2016至今) 

1.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校董(2001至今)； 

2.路德會增城兆霖學

校校董(2016至今)； 

3.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主席(1994-2017)； 

4.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野外鍛鍊科銀章導師

(2005至今)； 

5.民政事務署荃灣西

分區委員會委員
(1996-2006, 
2012-2017) 

我要以感謝的聲音向你獻

祭。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

救恩出於耶和華。 

(約拿書2:9) 

 

5.江俊華 教師 女 第88分隊隊牧/隊長(2002至今)、 

第32分隊輔助導師/副隊長/隊長(1983-2002)、 

執行委員會委員 

(1989-1993, 1999-2005, 2008-2013, 2014-2017)、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委員(2011至今)、 

國際事工委員會主席/委員(2008-2010)、 

學校事工委員會委員(2002-2003)、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1991-1993)、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1990-1991, 2000-2009)、 

學校分隊策進小組組員(2003-2006)、 

發展小組召集人(2000-2001)、 

發展小組組員(1999-2000)、 

獎章小組組員(1986-1989)、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5, 2011-2014)、 

澳門基督少年軍顧問(2013至今)、 

亞洲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委員(2008至今) 

宣道會 

秀茂坪堂 

基督教銘恩堂

大埔堂 

1.教會執事 

2.團契導師 

3.主日學及青少年崇拜導

師 

4.短宣隊成員 

 1.願在少年軍運動中擴展基

督的國度。 

2.藉著青少年人的服事，一

同建立並實踐基督化的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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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業 性

別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經驗 

參選異象 

6.麥家榮 殯儀營運

總監 

男 第282分隊副隊長(2016至今)、 

第282分隊隊長(2012-2015)、 

第35分隊隊長(2006-2009)、 

第35分隊副隊長(2005-2006, 2009至今)、 

第62分隊副隊長(1999-2003)、 

第35分隊輔助導師(1996-2005)、 

執行委員會委員(2008至2010)、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8至2009)、 

新會址探討小組組員(2009-2010)、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文書)(2010-2012)、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4-2009, 2013-2016) 

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 

藍田堂 

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 

藍田堂 

1.基督少年軍導師； 

2.主日學教師 

 帶領青少年從靈性角度去參

與少年軍運動，服從上帝管

教，作時代的守護者。 

 

7.唐照光 保險經理 男 第4分隊導師(1974-1976)、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文書)(2014-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文書/精品廊顧問) 

(2012-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精品廊顧問)(2005-2012)、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精品廊經理)(2001-2005)、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聯絡)(1999-2000)、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1993-1999, 2015-2016) 

基督教新生會 基督教銘恩堂

(粉嶺堂) 

1.新生會執理事； 

2.主日崇拜主席 

 協助基督少年軍的長遠發展

及爭取新總部。 

 
 

8.黃世超 婚宴統籌 男 第197分隊隊長(2005-2012年)、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3至今)、 

九龍東區區指揮官(2013至今)、 

九龍東區區副指揮官(分隊)(2011-2013)、 

九龍東區區司庫(2010-2011)、 

九龍東區區助理指揮官(關顧)(2009-2011)、 

九龍東試辦區區助理指揮官(關顧)(2006-2009年)、 

大會操籌備委員會委員(2011至今)、 

55週年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2014-2015) 

以勒浸信會 以勒浸信會 1.堂委 

2.團契導師 

3.兒童主日學導師 

4.崇拜主席 

1.香港導盲犬協會， 

”定向行走＂科講員 

2.伯特利神學院及伯

特利輔導中心擔任

情緒輔導員 

3.視網膜病變協會擔

任復康導師 

我們要靠著耶穌基督，團結

導師，建立隊員，與隊員同

行，讓隊員能作主的門徒，

有僕人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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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業 性

別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經驗 

參選異象 

9.黃燕儀 行政文員 女 第289分隊隊長(2010至今)、 

見習導師分隊副隊長(2010-2016)、 

第150分隊副隊長(2007-2011)、 

第111分隊輔助導師(2007-2009)、 

第170分隊副隊長(2005-2006)、 

第67分隊隊長(1998-1999, 2009-2010)、 

第67分隊副隊長(1999-2006)、 

第15分隊副隊長(1996-1998)、 

第15分隊輔助導師(1995-1996)、 

分隊工作委員會文書(1998-2003)、 

訓練委員會委員(1999-2000, 2010-2011)、 

制服檢討小組組員(2003-2004)、 

聖樂小組組員(2001-2004)、 

香港島及離島區委員會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10-2011)、 

香港暨離島試辦區委員會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09-2010)、 

聯區小組組員(1999-2000)、 

資源小組組員(1999-2000)、 

50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2009-2010)、 

40週年千禧大露營籌委會委員(1999-2000)、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2010至今)、 

步操教練(2009至今) 

中華基督教會

基灣堂 

中華基督教會

基灣堂 

1.教會執委會成員(2015

至今)； 

2.詩班員(2010至今) 

 推動基督少年軍福音事工 

 

10.楊建強 牧師 男 第227分隊隊牧(2006至今)、 

輔助隊隊牧(1999至今)、 

第60分隊隊牧(1997-2013)、 

第53分隊隊牧(1994-1997)、 

第40分隊隊長(1986-1989)、 

執行委員會委員 

(1994-1999、2000-2006、2009-2013)、 

常務委員會委員(2000-2001, 2010-2011)、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0-2001)、 

執行委員會辦事處聯絡員(2000-2001, 2010-2011)、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0-2001, 2005-2006)、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1997-1998, 2003-2005, 2011-2013)、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1988-1990, 1998-2000)、 

中級組優化研究小組組員(2010-2011)、 

修章小組組員(2005-2006)、 

學校分隊策進小組主席(2003-2004) 

金巴崙長老會

禧臨堂 

金巴崙長老會

禧臨堂 

1985年起任教會傳道人

至今 

1.負責宗派的辦學工

作； 

2.基甸事工董事； 

3.公理匯研董事； 

4.兒童樂園基金會董

事 

希望幫助少年軍更有效服事

青少年，建立青少年的生

命。 

 

以上名單以英文姓氏順序排列，並與選票名單次序相同。請各基本會員於選票選出最多六名候選人，選舉結果之首五名候選人會出任 2017-2020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三年。而第六名候選人則會替
補李振光牧師因請辭而出現的空缺，任期為一年。敬希各基本會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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