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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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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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姓名：趙富霖先生 

職業：圖書館館長 

性別：男 

 

第12分隊隊員/導師(曾任隊長,現任副隊長) 

 (1976至今)、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3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區指揮官(2013至今)、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試辦區區秘書(2007至2013)、 

分區化發展專責小組委員(2013至今)、 

60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2018至今)、 

60週年國際營營長(2018至今)、 

現任軍樂教練/曾任前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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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籌委會委員 

(包括25周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 

35周年紀念晚會主席/ 

50周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國際營籌委會委員) 

宣道會麗瑤堂 宣道會麗瑤堂 1. 曾任執事會副主席 

2. 青年團契團職 

3. 現任主日學導師 

4. 敬拜隊領詩 

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擔任多年分區工作與其說

是辛勞，不如說是祝福。這

些年來認識不少分隊、導

師、隊員，彼此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履任兩屆六年分

區指揮也增添一些處人處

事的經驗，盼可將之推展，

以至參與BB整體事工的策

劃及行動。 

基督少年軍運動雖然已百

餘年，在香港發展也超過半

個世紀，但未來是充滿挑戰

的。首先，社會已步入AI

智能時間，現有BB的方法

與模式必須加強，以致仍能

吸引青少年參加。其次，本

會近年發展蓬勃，會員人數

過萬。可是資源欠缺，需要

更多開發來承接這股動

力。願景是群策群力、眾志

成城，讓更多少年人享受

BB樂趣，並培育他們，甚

至成為年青領袖；從而服務

社群，榮耀基督。 

 

 
  

 

候選人 2  

姓名：方煒鍵先生 

職業：高級工程師 

性別：男 

第52分隊輔助導師/副隊長 

(1997-2008, 2016至今)、 

第52分隊隊長(2008至2016)、 

執行委員會委員(2016至今)、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2017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2011-2013)、 

九龍中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2011-2013)、 

聯區小組/九龍中區召集人(2003-2007)、 

六十週年籌委會副主席(2019)、 

五十週年籌委會委員(2007)、 

賣旗籌款籌委會主席(2018)、 

賣旗籌款籌委會委員(2005-2007)、 

制服檢討小組成員(2003-2004) 

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天泉堂 

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天泉堂 

團契導師、青少年拓展

部委員(2008-2016) 

醫療關懷步行籌款委員會委

員(2014)、播道行籌款委員會

委員(2015)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

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神。」在BB

成長及認識神的我，希望可

以在當中肩負起領袖的責

任，盡心、盡性、盡力愛耶

和華我的主。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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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姓名：江耀龍牧師 

職業：牧師 

性別：男  

 

 
 

 
 

 
 

 
 

 
 

 

儀仗隊隊牧(201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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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北區區牧(2013至今)、 

馬灣計劃籌委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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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2007-2009, 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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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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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會、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 

   部員及屬下中小學校董； 

4. 現任香港浸信會聯會會理 

   事會，中小學及持續教育 

   部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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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現任香港浸會園董事。 

藉數十年牧會、堂校、分

隊、總部事奉的經驗及個人

於教會和教牧界的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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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

基督少年軍與香港教會的

關係。 

候選人 4  

姓名：黎志偉先生 

職業：生產控制員 

性別：男 

第195分隊副隊長(2008至今)、 

九龍中區區秘書(2016至今)、 

九龍中區區司庫(2015至2016)、 

九龍中區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2009至2013)、 

60週年籌委會委員(2018-2019)、 

55週年籌委會委員(2014-2015)、 

大會操籌委會委員(2013,2016)、 

步操比賽籌委會委員(2009至今) 

基督教 

中華便以利會 

油麻地堂 

基督教 

中華便以利會 

油麻地堂 

現任關顧部、聯誼部及

總務部職員、曾任詩班

員、成年部職員。 

/ 實事求事聆聽各方，凝聚全

港導師力量，力爭新思維新

動力。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提摩太前書 4:12)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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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姓名：莫華倫先生 

職業：項目安全經理 

性別：男 

第332分隊副隊長(2014至今)、 

第80分隊輔助導師/副隊長(2006至2014)、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2016至今)、 

訓練委員會委員(2013-2015)、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2017至今) 

新界東北區區指揮官(2016至今)、 

新界東北區區副指揮官(2013至2016)、 

新界東北區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2011至2013)、 

中級組小隊長議會顧問(2012-2015) 

沙田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 

 

基督少年軍導師 1. 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導師 

2. 香港青少年奬勵計劃導師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同時實踐大使命，讓愛傳

承。  

 
 

 
 

 
 

 
 

 

 

候選人 6  

姓名：溫廣志先生 

職業：退休 

性別：男  

 

第13分隊隊長/副隊長(1978至今)、 

第273分隊隊長/副隊長(2009至今)、 

福音事工委員會委員(1992-1994)、 

執行委員會委員(1985-1986,1987-1988)、 

執行委員會書記(1986-1987)、 

發展小組委員會委員(1984-1985)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馬鞍山堂 

 

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馬鞍山堂 

建堂堂委；現任社會關

懷部部員、宣教佈道部

部員 

1. 聖約翰救傷隊四十年青少 

   年工作，教導急救課程近 

   二十年，曾擔任訓練主管 

   十年 

2. 曾在國內暑期培訓數學老 

師七年 

3. 曾任四年大埔循道衛理小 

學校董 

4. 曾任香港恒愛會董事九年 

在現今紛亂迷惘的世代

中，高舉基督，帶領青少年

人 (上帝所楝選的不是有

沒有才幹，而是跟從上帝的

旨意去行……) 
 

 
 

 
 

 
 

 
 

 
 

 

候選人 7  

姓名：黃世超先生 

職業：政府部門工人 

(Workman) 

性別：男  

 

 
 

 
 

 
 

 

 

第83分隊副隊長(2016至今)、 

第83分隊輔助導師(2013-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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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操籌委會委員(2011至今)、 

55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委員(2014-2015) 

以勒浸信會 基督教 

聖約教會 

恩臨堂 

1. 曾任堂委 

2. 曾任團契導師 

3. 曾任主日學導師 

4. 曾任基督少年軍導 

   師 

1. 香港導盲犬協會義工； 

2. 民安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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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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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姓名：黃承香牧師 

職業：牧師 

性別：男  

 

執行委員會書記(2006-2008,2016至今)、 

第37分隊隊牧(2001至2016)、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2011-2014)、 

執行委員會主席(2009-2010)、 

執行委員會辦事處聯絡員(2005-2006)、 

執行委員會委員(2001-2005,2008-2009)、 

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2005-2006)、 

訓練委員會委員(2006-2008)、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文書/董事(2004-2008) 

香港扶愛會 

扶愛堂 

香港扶愛會 

扶愛堂 

主任牧師 / 服侍青少年培養他們成為

教會領袖 

 
 

 
 

 
 

 
 

 
 

 

候選人 9  

姓名：胡定邦先生 

職業：社工 

性別：男  

 

第355分隊副隊長(2018至今)、 

第355分隊隊長(2017至2018)、 

第12分隊副隊牧(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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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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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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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5, 2017至今)、 

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2003-2006, 2009-2011)、 

新會址發展委員會委員(2018至今)、 

新會址發展委員會主席(2015-2018)、 

獎勵制度建議小組成員(2007-2011, 2014至今) 

 亞洲基督少年軍會長(2017至今)、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副會長(2004-2017)、 

六十週年籌委會副主席(2018至今)、 

五十五週年籌委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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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2010-2011)、 

馬灣計劃籌委會主席(2003-2009) 

宣道會麗瑤堂 宣道會麗瑤堂 1. 教會義務傳道人 

2. 執事會主席 

3. 主日學老師 

主要在教育工作，現任迦密

柏雨中學校監、迦密中學及

迦密愛禮信中學校董 

1. 用謙和忠誠的心志服

事少年軍，服事神；並

持守少年軍的宗旨， 

穩固未來發展； 

2. 透過亞洲基督少年軍

在有需要的國家及地

區建立少年軍事工； 

3. 加強導師的培育，成為

主耶穌的好僕人。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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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姓名：楊建強牧師 

職業：牧師 

性別：男  

 

第227分隊隊牧(2006至今)、 

輔助隊隊牧(1999至今)、 

第60分隊隊牧(199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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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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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金巴崙長老會香港

區會議長 

1.負責辦學工作； 

2.管理學校的工作 

我願意盡力協助少年軍榮

耀神，讓更多青少年成為主

的門徒和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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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2 年度執

行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