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17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嘉許計劃 

導師嘉許得獎名單 

 

金金金金嘉許嘉許嘉許嘉許：：：：20202020 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    

 

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許美玲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柳德鴻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麥斯雅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鄭建偉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馬漢華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唐思藝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倫啟明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陳國峰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黃展林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陳鳳儀 

21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堂 馮肇彬 

55 新希望浸信會 李軒宇 

55 新希望浸信會 蘇綺珊 

57 以馬內利浸信會 蕭啟然 

225 深培中學 鄧俊燊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李振明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陳寧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尹梓恩 

305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培殷幼兒學校 王美娟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萬振良 

 

    

    

    

    

    

    

    

    

    

    

    



2016-17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嘉許計劃 

導師嘉許得獎名單 

銀嘉許銀嘉許銀嘉許銀嘉許：：：：22224444 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    

 

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    

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林弘基 

15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嚴德亮 

3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邵汶懿 

7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恩堂 林素華 

88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江俊華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陳火勝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羅潤生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梁麗瓊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黃瑞蓮 

251 伯裘書院 李耀忠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曾子峰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張順高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楊偉立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林勝傑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林琨然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賴綺婷 

277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豐盛堂 馮曉東 

294 基督教宣道會大埔堂 林敏婷 

312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黎裕宗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吳熙文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石曉霞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洪于咏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盧遠志 

103, 251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伯裘書院 廖二龍 

 



2016-17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嘉許計劃 

導師嘉許得獎名單 

 

銅嘉許銅嘉許銅嘉許銅嘉許：：：：57575757 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位導師    

    

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分隊隊號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    

15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黃家和 

32 基督教宣道會秀茂坪堂 林卓明 

32 基督教宣道會秀茂坪堂 王賡偉 

32 基督教宣道會秀茂坪堂 羅雋康 

3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陳炳輝 

3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蔡耀恩 

3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張頌恩 

50 香港浸信教會 吳銘軒 

55 新希望浸信會 任駿涎 

55 新希望浸信會 郭旻霑 

111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李祉洵 

163 宣道會信愛堂 葉天佑 

169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嘉燕 

188 圓洲角浸信會 文斯諾 

200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雷偉勝 

216 紅磡浸信會 曾美增 

216 紅磡浸信會 梁雪君 

225 深培中學 梁曉玲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李慧均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陳惠珍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何美玉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吳佩坤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陸國慶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陳詠琪 



2016-17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嘉許計劃 

導師嘉許得獎名單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何文恩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蕭嘉寶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陳映秀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甘巧雯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馮潔華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陸妙蘭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甘富海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林圻添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李耀聲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林善意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劉靜宜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何乃新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陳淑冰 

253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 梁群英 

259 真理浸信會富恩堂 姚欣欣 

259 真理浸信會富恩堂 饒安娜 

259 真理浸信會富恩堂 黃玉珍 

259 真理浸信會富恩堂 麥建明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歐麗婷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許淑心 

27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何景亮 

286 路德會陳蒙恩幼稚園 博昭雯 

312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周慧嫻 

312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梁崇英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張賢發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鄭曉春 

343 路德會救主基督堂 梁國賢 

343 路德會救主基督堂 何樂恩 

348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張世民 



2016-17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嘉許計劃 

導師嘉許得獎名單 

348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莫婉華 

348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黃凱韻 

348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鄭祥光 

348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何麗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