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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職業

性
別

1.張烈文

退休
講師

2.何景亮

保險

男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

附件: 參選人資歷（2018）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參選異象

經驗

第61分隊隊長/副隊長(1997至今)、
觀塘浸信會
觀塘浸信會 教會終身執事、成青培訓 教育委員會主席、
接受主的訓令，帶領基督少
第3分隊導師/隊長(1972-1980)、
部部長、青少年部部長、 幼稚園校董會主席
年軍擴展基督的國度，將福
執行委員會主席(2013-2015)、
樓宇管理委員會主席、主
音帶到香港每個角落。要擴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日學老師、團契導師
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係居所
(1992-1995、2011-2013、2015-2017)、
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
訓練委員會主席/辦事處聯絡/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財務委員會委員/區顧問(2008至今)、
(以賽亞書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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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導師分隊導師(1973-1975)、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文書/董事
(2001-2004、2016-2017)
男
第273分隊隊長/副隊長(2009至今)、
循道衛理聯合 循道衛理聯合 1.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校 1. 聯合那打素社康聯 香港基督少年軍需要一群合
第33分隊副隊長(1984-1987)、
教會馬鞍山堂 教會馬鞍山堂 監；
合情緒健康中心管理 乎上帝心意的屬靈領袖來帶
第7分隊副隊長/輔助導師(1977-1983)、
2.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教 委員會委員；
領 去完成 上帝 的 託付和 使
執行委員會委員(1986-1987、2017至今)、
育部委員；
2. 香港教育大學「燃 命 。基督 帶領我 遵行祂 的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委員(2017至今)、
3.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及 亮專業---香港教育大 道 ，基督 少年軍 培育我 的
訓練委員會主席/委員(1983-1987)、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校 學啟導計劃之導師」 路 。在過 往數十 年的事 奉
賣旗籌款委員會委員(2018)、
董；
3.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中，我領受上帝的託付及使
60週年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2018)、
4.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 海上旅程顧問小組委 命，特別是對基督少年軍及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組員(2016至今)、
鞍山堂區議會委員及宣 員及大型青年活動木 青少年人的事工。期盼我能
獎章委員會委員(1985-1986)、
教佈道部部長；
筏小組顧問；
夠貢獻我的智慧、能力、時
新界東北區委員會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2017至今)、
5. 循道衛理佈道團核心 4.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間 及資源 給香港 基督少 年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書記(2016至今)、
委員；
同學會2016年港澳獨 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司庫(1998-1999)
6. 循道衛理田灣幼稚園 木舟慈善遠征籌委會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
幼兒園校董；
主席；
錨，又堅固，又牢靠。
7. 香港恩雨之聲董事會 5. 香港海事青年團 (希伯來書6:19)
司庫；
2017年港澳獨木舟遠
8.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澳 征籌委會顧問；
門事工委員會委員；
6.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9.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教 同學會會長
育部委員；
(1982-83)；
10.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重 7.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建國際禮拜堂及總議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
大樓計劃籌款委員會委 (2013-2016)；
員；
8.沙田體育會棒球會
11.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前任副主席
(1997-2007)
前任校監

姓名

職業

性

基督少年軍資歷

所屬教會

別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事奉經驗

教會

3.江耀龍

牧師

男

第80分隊隊牧(2009-2010)、
第115分隊隊牧(2004-2006)、
第75分隊隊牧(2000-2004)、
第36分隊隊牧(1983-1987)、
執行委員會委員
(1986-1992、2004-2009、2011-2016)、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4-2015)、
財務委員會委員(2010、2012-2013)、
訓練委員會委員(2010-2012)、
執行委員會司庫及財務委員會主席(2009-2010)、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4-2008)、
辦事處聯絡及修章小組成員(2006-2007)、
馬灣計劃籌備委員會委員(2008-2009)、
葵興青少年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1992)、
葵興青少年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1988、1990)、
禮儀及制服小組召集人(1986-1990)、
儀仗隊隊牧(2010至今)、
新界東北區區牧(2013至今)、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7-2009、2011-2016)

4.林惠燕

會計

女

第56分隊隊長(2003至今)、
第56分隊輔助導師/副隊長(1996-2003)、
執行委員會司庫(2016-2018)、
執行委員會委員(2009-2012、2015-2016)、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2-2014)、
中級組優化研究小組成員(2011-2013)、
制服檢討小組組員(2003-2004)、
發展小組成員(1999-2001)、
大會操籌備委員會主席(2016至今)、
大會操籌備委員會副主席(2007-2015)

恩典浸信會

恩典浸信會 數十年牧會經驗及多年
的不同教會分隊事工經
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參選異象

經驗

1. 曾任南區區議會香
港仔/鴨脷洲分區委
員、南區區議會社會
服務委員會增選委
員、南區區議會暑期
活動統籌委員會委
員、鴨脷洲社區會堂
管理委員會委員；
2. 曾任影視及娛樂事
務處電影評檢顧問(義
務)；
3. 曾任香港浸信會聯
會教育部部員及
屬下中小學校董；
現任香港浸信會聯會
教育部部員及
5. 現任香港浸信會永
隆中學、浸信會天虹
小學及浸信會聯會小
學法團校董；
6. 現任澳門培正中
學、香港培正小學、
香港培道小學及培正
專業書院校董；
7.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
諮議會(Court)成員。
/
中華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 教會青年部部長、教會值
合一堂
合一堂
理
(香港堂)
(香港堂)

藉數十年牧會、堂校事工、
分隊事工、總部事奉的經驗
及個人於教會界和教牧界的
網絡，協助推動基督少年軍
運動，並將致力促進香港基
督少年軍改善及強化基督教
事工及基督教教育，提升總
部的基督教機構形象。

希望繼續將少年軍的異象拓
展。

姓名
5.李振明

職業
傳道人

性
別
男

基督少年軍資歷
第261分隊隊牧(2014-2016)、
第261分隊隊長(2008-2014、2017)、
第96分隊隊牧(2002-2007)、
執行委員會委員(2003-2004、2005-2009、2015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辦事處聯絡(2017-2018)、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2005-2008、2016-2017)、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03-2005、2008-2016)、
執行委員會義務書記(2004-2005)、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3-2005)、
獎勵制度建議小組成員(2007-2011、2014至今)、
教會分隊策進小組成員(2005-2006)、
教會及機構分隊策進小組成員(2003-2004)、
制服檢討小組成員(2003-2004)、
儀仗隊副隊長(2010至今)、
香港島及離島區區委員(2014-2015)、
九龍東區區牧(2009-2011)、
九龍東試辦區委員會區牧(2008-2009)、
NCO小隊長教練(2010至今)、
EIC遠足教練(2010至今)、
步操教練(2004至今)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事奉經驗
教會
宣道會活水堂 宣道會活水堂 33年教會事奉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
參選異象
之經驗
專心牧養，不慕世事 幫助BB行在上帝喜悅的旨
意和聖經真理中，建立青少
年導師和青少年人敬虔的屬
靈生命素質，推動及擴展BB
福音運動向未來邁進。

姓名
6.李富華

職業
退休人士

性
別
男

基督少年軍資歷
第4分隊隊長/副隊長(1982至今)、
執行委員會委員/司庫(1999-2005)、
常務委員會委員(2001-2005)、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1-2005)、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0-2001)、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及分區召集人/
聯區小組九龍中區代表(1998-1999、2005-2006)、
財務小組主席(2002-2005)、
訓練課程小組委員(2000-2001)、
分隊工作委員會屬下發展小組委員(1999-2001)、
訓練委員會屬下獎章小組委員(1999-2000)、
訓練小組委員會獨木舟管理小組委員及教練
(1980年代中期)、
獎章小組委員會遠足章考官(1980年代初期)、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2-2003)、
2004年賣旗籌款委員會委員(2004)、
千禧露營籌備委員會委員(1999)、

所屬教會

現時恆常出席
教會事奉經驗
其他社區/義務工作之
教會
經驗
循道衛理聯合 觀塘浸信會 曾任教會傳道部及主日 樂施會、影音使團天
教會觀塘堂
學部部員，現任團契職 使心長期支持者及
員，團契詩班及團契小組 YMCA資深義工
組長

參選異象
現今BB發展一日千里，實在
感恩！然而，我們在1. 政策
制定與執行；2. 對前線分隊
的支援/資源需要；3. 凝聚溝
通的工作上仍有進步及優化
空 間，小 弟就所 見情況 提
意： “自檢提升”；及加強
“ 凝聚團結 ” ，建 議策略 如
下：！
A. 自檢提升
建議委任獨立相關人士成立
「審計及優化小組」，有利
我 們會方 了解本 身整體 狀
況，並作監察提醒；亦可更
有效動用資源及提升管理效
率。
B. 加強凝聚團結
~ 會方遇有 涉及重大政 策
(如制服、獎勵計劃、導師/
教練制度、獎章訓練等)出台
前，可先透過各分區向分隊
作充份諮詢和討論，然後才
作出議決，有助增強溝通與
理解，亦能增加政策的透明
度。
~ 建議設立 「分隊支援 小
隊」，對 新成立 及 缺乏運
作資源(導師，教練，訓練材
料， 顧問諮詢等) 的分隊提
供協助，有利他們健康發展
及 提 升 分 隊 對 BB 的 歸 屬
感，並見證BB傳統文化的互
助守望精神。
建議各分區成立軍樂隊以維
繫分隊間的關係；在有需要
時可分担及支援總部樂隊的
工作，亦強化BB傳統技能的
承傳。
就上述建議，孩子盼能以從
主所領受的那份BB精神，真
心真意、一心一意、盡心盡
意的去服事我BB與青少年

7.李強富

行政管理

男

第19分隊隊長/副隊長(1979-1992)、
台灣事工發展小組委員(2017至今)、
國際事工委員會委員(2012至今)、
曾任多屆執行委員會委員、訓練小組委員及
分隊工作小組委員(1980-1992)、
30週年紀念國際大露營籌委會委員及營長(1989)

8.蕭智剛

社工

男

執行委員會委員(1995-2000、2011-2016)、
資源拓展小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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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與一 眾肢體 們勉勵 同
行，彼此守望，齊心帶領BB
擴展基督的角度。
最後想以保羅給我們的教導
與各位互勉[所以弟兄們，我
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
12章：1節]
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 團契導師、堂委會委員、 資深社工(多年青少年 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
油麻地基道堂 好鄰舍福音堂 福音營營長
服務、感化、家庭服 持定永生，在眾人面前作那
務、醫務工作、復康 美好的見證。
工作、學校社工及社
會工作訓練經驗)

馬鞍山靈糧堂 馬鞍山靈糧堂 義務傳道、顧問

傑出青年協會主席
參與基督少年軍運動四分一
(2011-2012);
世紀，甚願事奉經驗傳承我
傑青基金會執委會成 的好處不在主以外!
員(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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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候選人，票數最高之五名候選人將會出任 2018-2021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