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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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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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一】 

姓名：張烈文先生 

職業：退休講師 

性別：男 

 

第61分隊隊長/副隊長(1997至今)、 

第3分隊導師/隊長(1972-1980)、 

見習導師分隊導師(1973-1975)、 

執行委員會主席(2013-2015,2018-2019)、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1992-1995,2011-2013,2015-2017,2020-2021) 、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9-2020)、 

訓練委員會主席/辦事處聯絡/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財務委員會委員/區顧問/人事小組委員(2008至今)、 

執行委員會義務司庫/財務小組主席(2004-2007)、 

新會址發展小組(2009-2010,2011至今)、 

馬灣計劃籌備委員會委員(2005-2009)、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文書/董事(2001-2004,2016-2017、

2020至今)、 

BB News軍心顧問編輯(1999至今) 

觀塘浸信會 觀塘浸信會 教會終身執事、 

成青培訓部部長、 

青少年部部長、 

樓宇管理委員會主席、

主日學老師、 

團契導師 

教育委員會主席、 

幼稚園校董會主席 

 

基督的愛，滿在香江。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4-35) 

【候選人二】 

姓名：馮聖華先生 

職業：保險業 

性別：男 

 

第82分隊副隊牧(2008至今)、 

第82分隊隊長(2002-2008)、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0-2019)、 

儀仗隊副隊長(2010-2018)、 

國際事工委員會主席(2010-2011)、 

分隊工作委員會分區發展小組委員(2009-2014)、 

國際事工委員會委員(2007-2010、2011至今)、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委員(2016-2017)、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召集人(2014-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20-2021)、 

學校策進小組成員(2005-2006)、 

新東北區委員會區指揮官(2009-2012)、 

新東北試辦區委員會區指揮官(2007-2009)、 

聯區小組新東北區召集人(2004-2007)、 

步操比賽籌委會主席(2007-2015)、 

儀仗隊籌委會委員(2008-2010)、 

50週年籌委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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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 

步操教練(2006-2018)、 

師友同行計劃導師(2017-2021) 

沙田平安福音堂 沙田平安福音堂 曾任兒童主日學老師、

團契導師、香港聖樂學

院合唱團男高音

(1980-1990)  

現任教會執事(相交組

及團契組)(1988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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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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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三】 

姓名：林弘基先生 

職業：文職人員 

性別：男 

 

第 7 分隊副隊長(2000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3-2019)、 

軍樂隊高級樂員(1995至今)、 

九龍東區(包括試辦區)區助理指揮官(2006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9-2011,2013-2016)、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主席/委員(2014至今)、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體驗營教練及組導師

(2017-2021)、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18-2019)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觀塘堂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觀塘堂 

                                                                                                                   

 
憑着年輕的活力及魄力，同

時繼續以謙卑委身於基

督，並將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實踐開去，托展祂的國度。 

【候選人四】 

姓名：羅志文先生 

職業：公司董事 

性別：男 

 

第57分隊副隊長(2004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2020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2019至今)、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2018-19,2020至今)、 

60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2018)、 

新九西區區委員及區助理指揮官(活動)(2017至今) 

 

以馬內利浸信會 以馬內利浸信會 傳道部部長、 

助道部部長、 

團契部部長、 

總務部部長、 

會務會主席 

IVE青衣及葵涌義務導

師、 

郭得勝中學PTA顧問、 

九龍聖若瀚天主教小學

PTA顧問 

以弗所書 6章 5-6節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

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

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

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

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

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

意。 

第一年的第一個異象 

在執委會的第一年發現青

年導師難以打入管理階

層，所以本人積極推行 BB

大使計劃，訓委會中參與師

友同行及青年議會，希望能

繼續與青年導師同行。 

第一年的第二個異象 

多項議決未能順利執行，有

礙隊員的成長，希望能持續

去執行，讓隊員可愉快地成

長。 

第一年的第三個異象 

帶出基督的訊息在不同的

活動中，讓已信的更堅定，

未信的更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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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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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五】 

姓名：馬嘉倫先生 

職業：物業設施管理 

性別：男 

 

第 5 分隊隊長/導師(1998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2020至今）、 

發展小組成員(2020至今）、 

制服批核小組成員(2020至今）、 

修章小組成員(2019至今）、 

文物小組召集人(2016至今）、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3 至今）、 

禮儀小組成員(2013至今）、 

步操比賽籌委會副主席(2019）、 

中級組改進小組成員(2015-2016）、 

中級組優化小組成員(2011-2012）、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7-2008）、 

港島及離島試辦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2007-2008）、 

45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2004-2005）、 

總部籌款活動籌委會委員(2003)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北角堂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北角堂 

堂區議會成員、 

堂所管理委員會委員 

紅十字會急救講師、 

醫療輔助隊長官、 

丹拿山循道學校校董、 

分區委員會委員 

                                                                                                                  

 

1. 持守基督少年軍的核心

事工，專注推行制服團

隊工作，全力支持分隊

與青少年同行主路。 

2. 全面檢視非制服團隊事

工，如何在「服務更多

青少年」與「善用本會

有限資源」之間取得平

衡。同時亦需檢視其未

來發展方向是否有足夠

「清晰」及「共識」。 

【候選人六】 

姓名：蕭智剛先生 

職業：社工 

性別：男 

 

執行委員會委員(1995-2000,2011-2016,2018-2021)、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主席(2013至今)、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2000-2001)、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1-2003、2008-2011、2013至今)、 

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2000-2001)、 

訓練委員會委員(1997-2000)、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講員(1993-2011)、 

55週年籌備委員會主席(2013)、 

輔助隊課程講員(1999至今) 

馬鞍山靈糧堂 馬鞍山靈糧堂 義務傳道、 

本地超過 100間教會青

少年主日講員 

教師夢想基金評審委員、 

我的前途師友計劃創會

理事、 

中小微社福機構聯席召

集人、 

馬鞍山靈糧小學及劉梅

軒中學校董(2001-2017)、 

傑出青年協會主席

(2011-2012)、 

牧職神學院教學團隊 

 

 

 

 

 

 

我的召命是作為青少年福

音工作者，基督少年軍是主

差遣我與青少年同行的工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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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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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七】 

姓名：謝偉強先生 

職業：自僱 

性別：男 

 

第302分隊副隊長(2012至今)、 

新東北區區委員(區指揮官/區副指揮官(分隊)/ 

區助理指揮官)(2012至今)、 

輔助隊隊長/副隊長/輔助導師(1999至今) 

沙田神召會 沙田神召會 青少年部長、 

詩班指揮、 

教會執事 

 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

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了。 

(羅馬書 8:37) 

【候選人八】 

姓名：黃燕儀女士 

職業：會計文員 

性別：女 

 

第 289分隊隊長(2010至今) 、 

見習導師分隊副隊長(2010-2016,2018 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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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導師(1995-1998) 

執委會委員(2017-2019)、 

分工會-中級組改進小組委員(2020 至今)、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17-2019)、 

訓練委員會委員(1999-2000,2010-2011) 、 

步操教練(2009-2018)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2010-2018)、 

50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2009-2010)、 

40週年千禧大露營籌委會(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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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制服檢討小組委員(2003-2004,2018 至今)、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7-2019)、  

分隊工作委員會文書(1998-2003)、 

聖樂小組成員(2001-2004)、 

資源小組成員(1999-2000)、 

聯區小組成員(1999-2000)  

中華基督教會 

基灣堂 

中華基督教會 

基灣堂 

傳道事工委員會召集人 

(2020 至今)、 

教會聖樂團成員(2010

至今)、教會團契團長

(2018-2019)、 

教會執委會成員(2015

至今) 

 

                                          

                                                                                                                  

 

在現今的世代，向青少年人

推動基督少年軍的福音事

工，希望有更多人認識福

音。 

以上名單以英文姓氏順序排列，並與選票名單次序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