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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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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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恩先生 

職業：行動及訓練主任 

     (民安處) 

性別：男 

 

 

第 224分隊隊長 (2016-2020)、 

第 224分隊副隊長 (2006-2016)、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13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 (2019至今)、 

中級組訓練專責小組召集人 (2020至今)、 

導師獎章及制服儀容小組組員 (2020至今)、 

青年領袖發展小組組員(2018 至今)、 

步操比賽籌委會委員 (2012-2014)、 

55 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 (2014)、  

50 週年國際營籌委會委員 (2009) 
 

中華傳道會 

中心堂 

中華傳道會中心堂 不適用 不適用 堅守信念數十載 

固有觀念能否改 

牢記宗旨育全人 

靠著主訓事奉神 

【候選人二】 

姓名：趙富霖先生 

職業：圖書館館長 

性別：男 

 

 

第 12 分隊導師 (曾任隊長，現任副隊長) 

(1976 至今)、 

執行委員會書記 (2021 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 (2019 至今)、 

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委員 (2021 至今)、 

訓練委員會主席 (2019-2020)、 

修章小組召集人 (2020 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指揮官(2013-2019)、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2013-2019)、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委員會及試辦委員會區秘書

(2007-2013)、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委員會活動小組組員 

(2019 至今)、 

分區化發展專責小組委員 (2013-2019)、 

60 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2018-2019)、 

60 週年國際營營長 (2018-2019)、 

現任軍號及軍鼓教練、 

曾任導師訓練課程講員、總部步操及分區步操評

判、基督少年軍通訊編輯、大型活動籌委 (包括25

週年紀念活動籌委、35週年紀念晚會主席、50週年

紀念活動籌委、國際營籌委) 

宣道會麗瑤堂 宣道會麗瑤堂 1.執事會副主席 

2.青年團契副團長 

3.主日學導師 

4.敬拜隊領詩 

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少年不羈的心等待著導引，從而綻

放璀璨的生命；少年羞怯的心靜候

著輔助，以至湧現不朽的情懷；少

年非凡的心仰望著牧養，後必滋長

堅毅的信念。  

 

但願他們都能加入少年軍，穿上裝

束經歷不一樣的少年。在磨練中學

習基督化的人格，並領受上帝子民

的身分，且藉以愛擴展祂的國度。 

 

我心願聯繫不同亮點的同行者與少

年人一起成長，我心願結合不同特

色的教會、學校、機構一起建立這

個事工，我心願堅守、拓展這個跨

世代、跨地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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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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景亮先生 

職業：保險 

性別：男 

 

 

第 273分隊隊長/副隊長 (2009至今)、 

第 33 分隊副隊長 (1984-1987)、 

第 7分隊副隊長/輔助導師 (1977-1983)、 

新界東北區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2017-2018)、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2018-2020)、 

執行委員會委員 (1986-1987、2017-2018)、 

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2018-2020)、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 (2018-2020)、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 (2016-2018)、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委員 (2017-2019)、 

訓練委員會主席/委員 (1983-1987)、 

修章小組組員 (2020至今)、 

修章小組召集人 (2019-2020)、 

獎章委員會委員 (1985-1986)、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書記 (2016-2018)、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司庫 (1998-1999)、 

60 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 (2018-2019) 、 

60 週年紀念活動感恩崇拜籌委會主席 

(2018-2019)、 

賣旗籌款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馬鞍山堂 

1.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馬鞍山堂堂區議會

主席 

2.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 

3.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教育部書記 

4.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海外宣教委員會委

員 

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澳門事工委員會委

員 

6.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校校監 

7.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校校董 

8.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

學校校董 

9.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

稚園校校董 

1. 香港教育大學

「燃亮專業— 

香港教育大學

啟導計劃」導

師 

2. 香港恩雨之聲

董事/司庫                                                                                                               

 

本人深信香港基督少年軍是一個

蒙恩的屬靈群體，一直以來蒙基督

帶領和使用，透過一群合乎上帝心

意和願意委身受託的屬靈領袖，組

成執行委員會，與眾肢體一同為完

成使命而奮鬥。基督帶領我遵行祂

的道，基督少年軍培育我的路。事

奉上帝是我當行的路。由童年至現

在，我曾經歷迷失和膽怯，但得上

帝的話語令我能重新出發，作一位

「重生的人」。因此，我會謙卑地

以過來人的身份，努力成為兒童、

青少年的同行者，幫助他們肯定自

己的價值，成為他們一生的導師。

我願意順服基督的帶領，貢獻我的

智慧、能力、時間和資源給香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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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四】 

姓名：林弘基先生 

職業：文職人員 

性別：男 

 

 

 

第 192分隊副隊長(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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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包括主席及委員) 

(2019至今)、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2014-2019)、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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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教會修復損壞

聖經 

2. 協助安排崇拜週刊

封面印製 

3. 參與牛頭角花園大

廈宣教工作 

2022年全港抗疫 

義工同盟義工 

 

憑着年輕的活力及魄力，願與大家

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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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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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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明傳道 

職業：傳道人 

性別：男 

 

 

第383分隊隊長 (2021至今)、 

第261分隊隊牧 (2014-2017)、 

第261分隊隊長 (2008-2014、2017)、 

第96分隊隊牧 (2002-2007)、 

儀仗隊副隊長 (2010至今)、 

香港島及離島區區委員 (2014-2015、2020至今)、 

九龍東區區牧 (2009-2011)、 

九龍東試辦區委員會區牧 (2008-2009)、 

執行委員會委員 (2003-2004、2005-2009、

2015-2019)、 

執行委員會義務書記 (2004-2005)、 

執行委員會辦事處聯絡員 (2017-2019)、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2005-2008、2016-2017)、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2003-2005、2008-2007)、 

國際事工委員會委員 (2020至今)、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 (2021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 (2003-2005)、 

教會分隊策進小組組員 (2005-2006)、 

教會及機構分隊策進小組組員 (2003-2004)、 

制服檢討小組組員 (2003-2004)、 

獎勵制度建議小組組員 (2007-2011、2014-2016)、 

禮儀小組組員 (2022至今)、 

步操教練 (2004-2019)、 

遠足教練 (2010-2019)、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 (2010-2019) 

宣道會柴灣堂 宣道會柴灣堂 37 年教會事奉 專心牧養 將最好的獻給上帝，幫助 BB 行在

耶穌基督的旨意中，建立青少年導

師和青少年人敬虔的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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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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六】 

姓名：李富華先生 

職業：退休人士 

性別：男 

 

 

第4分隊副隊牧 (2020年至今)、 

第4分隊隊長/副隊長(1982-2019)、 

創辦人章諮詢導師(2021年至今)、 

分隊工作委員會聯區小組九龍中區代表組員

(2005-2006)、 

執行委員會義務司庫(2001-2005)、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1-2005)、 

常務委員會委員(2001-2005)、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0-2001)、 

賣旗籌款委員會委員(2004)、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2-2003)、 

財務小組召集人(2002-2005)、 

訓練課程小組組員(2000-2001)、 

發展小組組員(1999-2000)、 

獎章小組組員(1999-2000)、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及分區召集人 (1998-1999)、 

千禧露營籌備委員會委員(1999) 

訓練小組-獨木舟管理小組組員及教練 

(1980年代中期)、 

獎章小組遠足章考官(1980年代初期)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官塘堂 

官塘浸信會 曾任教會傳道部及主日

學部部員，現任團契職

員，團契詩班及團契小

组组長 

1. 樂施會長期支

持者 

2. 曾是影音使團

天使心長期支

持者 

3. YMCA資深義工 

在現今錯綜複雜的社會情況下，委

身並與各同工彼此同心協力，帶領

基督少年軍行在天父的心意與計

劃當中，以實踐於青少年人之間擴

展基督的角度。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

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

心。」 

(彼得前書 3: 8) 

【候選人七】 

姓名：伍保志先生 

職業：教練 

性別：男 

 

 

 

 

 

 

 

 

 

 

 

 

第355分隊副隊長 (2017至今)、  

第102分隊副隊牧 (2015-2018)、  

第210分隊隊牧 (2013-2016)、  

第210分隊副隊牧 (2010-2013)、  

第210分隊副隊長 (2009-2010)、  

第111分隊隊長 (2006-2008)、  

第46分隊副隊長 (1993-2005)、曾任第31分隊導師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指揮官 (2019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副指揮官(分隊) (2018-2019)、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15-2018)、 

執行委員會委員(2005-2008)、  

國際事工委員會委員(2005-2006)、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1997-2003、2019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1994-1995、2003-2004、2015-2017)、 

50週年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7) 、  

50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7) 、 

聖樂小組組員 (2001-2004)、  

訓練課程工作小組組員 (1999-2000)、  

資源小組召集人 (1999-2002) 

荔枝角靈糧堂 荔枝角靈糧堂 兒童主日學教師、 

院牧部牧職、 

堂會傳道人 

視網膜色素病變人

士協會義工隊（活動

協調） 

以賽亞書(43:18-19)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追念從

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

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

明，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

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為基督少年軍運動建立得穩，為

基督贏得新一代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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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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八】 

姓名：鄧俊燊先生 

職業：二級懲教助理 

性別：男 

 

 
 

第225分隊隊長 (2016至今)、 

第225分隊副隊長 (2015-2016)、 

第225分隊輔助導師 (2012-2015)、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副指揮官(分隊) (2019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16-2019)、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委員會訓練小組組員

(2013-2016)、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委員會活動小組組員

(2012-2013)、 

中級組改進小組成員(2021至今)、 

大會操籌委會委員(2020至今)、 

60 週年運動會籌委會委員(2018-2019) 

四方福音會 

屯門堂 

四方福音會 

屯門堂 

1. 崇拜主席 

2. 小組組長 

1.香港青年服務領 

袖獎勵計劃成員 

2.愛羣義工團成員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候選人九】 

姓名：黃慧芝女士 

職業：教練 

性別：女 

 

 

第 355分隊副隊長 (2017 至今)、 

第 102分隊隊長 (2008-2017)、 

第 210分隊副隊長 (2008-2017)、 

第 111分隊副隊長 (2005-2008)、 

第 46 分隊副隊長 (1993-2006)、 

執行委員會委員 (2004-2006、2006-2009、

2011-2015)、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2009-2011)、 

訓練委員會委員 (2005-2006、2007-2009、

2011-2015)、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2009-2015、2019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副指揮官(分隊) (2010-2016)、 

新界西及九龍西試辦區區副指揮官(分隊) 

(2007-2009) 

荔枝角靈糧堂 荔枝角靈糧堂 不適用 不適用 堅守活出召命，興起火熱新一代，

拓展基督少年軍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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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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十】 

姓名：胡定邦先生 

職業：社工/義務傳道 

性別：男 

 

 

 

第375分隊副隊牧(2020至今)、  

第355分隊副隊牧(2020至今)、  

第12分隊副隊牧(2013至今)、  

第355分隊副隊長(2018-2020)、  

第355分隊隊長(2017至2018)、  

第81分隊隊牧(2010-2013)、  

第81分隊副隊牧(2005-2010)、  

第12、18、48分隊隊長/第40分隊副隊長 

(1976-2005)、  

執行委員會主席 (2006-2009、2015-2018、 

2019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2-2015)、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2003-2006、2009-2011)、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委員 

(2001-2002、2003-2005、2007-2013、2015-2019)、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2013-2015)、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1999-2003、2004-2005、

2006-2009、2013-2015、2017-2019)、  

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2003-2006、2009-2011)、  

新會址發展委員會主席(2018至今)、  

新會址發展委員會委員(2015-2018)、  

獎勵制度建議小組組員(2007-2011、2014至今) 

亞洲基督少年軍名譽會長(2022至今)、 

亞洲基督少年軍會長(2017-2022)、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副會長(2004-2017)、 

60週年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2018-2019)、  

55週年籌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中級組優化研究小組召集人 (2011-2013)、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顧問 (2019至今)、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 (2010-2011)、 

馬灣計劃籌備委員會主席 (2003-2009) 

宣道會 

麗瑤堂 

宣道會 

麗瑤堂 

1. 曾任教會執事多年 

2. 教會義務傳道 

1. 基督教興學會

董事 

2. 基督教迦密中

學校董 

3. 迦密愛禮信中

學校董 

4. 基督教迦密柏

雨中學校監 

1. 參加基督少年軍工作超過 45

年，感謝神給予我事奉機會，

予我有能力處於領導的崗位， 

努力實踐少年軍的宗旨，擴展

基督的國度，服事青少年人，

讓他們成長，合乎主所愛的僕

人。 

2. 我相信及實踐基督少年軍的

四個重要理念：服從、虔誠、

紀律、自愛以達到基督化的人

格；多年來的服事，確定自己

是僕人的角色，忠心服事神！ 

3. 推動香港基督少年軍更邁向

國際化，透過我在亞洲基督少

年軍已建立的關係網絡，鼓勵

及推動海外的交流，建立國際

的網絡化。 

4. 今次參選有一股內在的動力

為香港基督少年軍蒐集多年

發展歷史過程、點滴，當中牽

涉不同年代的人物、事件，書

寫一冊「香港基督少年軍歷

史」，更聚焦在實踐耶穌基督

福音大使命中累積的果效，為

未來新世紀中，有幫助的書

刊！ 

 

以上名單以英文姓氏順序排列，並與選票名單次序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