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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歡迎以下導師加入分隊擔任導師，願上帝祝福他們的事奉，榮神益人！ 

 

分隊分隊分隊分隊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申請類別    官階官階官階官階    接納日期接納日期接納日期接納日期    

AU 黃頌欣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7 李詠儀女士 新增 副隊長 8/2018 

7 李熊堡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 陳心兒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8 周淑儀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2 彭倩敏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2 麥倩菲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2 高日進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7 陳詩毅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8 羅慕恩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50 郭施惠傳道 新增 副隊牧 7/2018 

51 麥治平傳道 新增 隊牧 8/2018 

57 李添恩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61 李皓程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4 譚錦銓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8 鍾紫綾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79 徐城達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9 曾曉雯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9 李馨凌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79 林曉浚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83 黃世超先生 新增 副隊長 7/2018 

96 吳詠思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96 何城峰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97 曾智聰傳道 新增 副隊牧 7/2018 

115 何穎欣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128 林海欣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171 馮俊毓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206 何文志宣教師 新增 隊牧 7/2018 

220 陳伊諾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232 溫巧齡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232 薜迪熹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236 李文心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261 方佩雯牧師 新增 隊牧 7/2018 

273 任遠輝會吏 新增 隊牧 8/2018 

276 張樂謙先生 新增 副隊長 8/2018 

318 張雪怡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18 李希雯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30 江芷蕎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30 羅樂琳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30 麥穎欣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30 陳櫻之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30 陳嘉兒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32 許祚浩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32 陳柏豪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32 李曉霖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35 陳幗珊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335 吳少玲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336 香慧珊女士 新增 副隊長 8/2018 

351 倪智晶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51 司徒嘉穎傳道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55 冼美欣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355 謝淑環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55 陳靜宜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55 朱慧芬女士 新增 輔助導師 8/2018 

362 蔡玉冰傳道 新增 隊長 8/2018 

362 沈志光傳道 新增 隊牧 8/2018 

362 范保羅先生 新增 副隊長 8/2018 

363 黃耀傳道 新增 隊牧 7/2018 

363 羅鳳美女士 新增 隊長 7/2018 

363 賴燕明女士 新增 副隊長 7/2018 

363 繆少嫻傳道 新增 輔助導師 7/2018 

363 朱俊錕先生 新增 輔助導師 9/2018 

 

 

 

 

 

 

 



以下導師將於分隊擔任新崗位，願上帝祝福他們在新崗位的事奉，繼續榮神益

人！ 

 

分隊分隊分隊分隊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申請類申請類申請類申請類別別別別    新新新新官階官階官階官階    接納接納接納接納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61 陳焯羚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9/2018 

70 梁浩恩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82 曾以勒先生 轉官階 隊長 9/2018 

82 梁少玉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9/2018 

96 霍澄茵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96 李綺航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133 鄧世豪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7/2018 

144 余寶頣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7/2018 

150 鄧耀昌先生 轉官階 隊長 7/2018 

157 張日妹女士 轉官階 副隊牧 8/2018 

171 黎頌謙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7/2018 

216 吳詠欣傳道 轉官階 副隊牧 7/2018 

220 吳慧敏女士 轉官階 副隊長 7/2018 

252 吳廣明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252 李美娟女士 轉官階 隊長 8/2018 

252 勞崇光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252 張順高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8/2018 

261 黃仲安傳道 轉官階 副隊牧 7/2018 

327 翁志強先生 轉官階 副隊長 7/2018 

 

 

本會感謝以下導師過去辛勤工作和貢獻，願上帝祝福及帶領他們日後的事奉。 

 

分隊分隊分隊分隊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申請類申請類申請類申請類別別別別 原原原原官階官階官階官階 離任日期離任日期離任日期離任日期    交表交表交表交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37 黃承香牧師 離任 隊牧 10/2016 8/2018 

185 鄧泰康先生 離任 隊牧 7/2018 7/2018 

191 佘玉娟女士 離任 輔助導師 9/2018 8/2018 

273 陳建基牧師 離任 隊牧 7/2018 8/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