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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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 周淑儀 

55 新希望浸信會 李軒宇 

57 以馬內利浸信會 蕭啟然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張桂強 

178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葉鄧淑芬 

178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吳偉賢 

225 深培中學 鄧俊燊 

251 伯裘書院 李耀忠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曾子峰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萬振良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張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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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林弘基 

8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 談瓊欣 

15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羅卓軒 

50 香港浸信教會 吳銘軒 

55 新希望浸信會 蘇綺珊 

55 新希望浸信會 郭旻霑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李嘉輝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莊珮詩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鄧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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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衛芷晴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劉結峰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程基雪 

74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羅健聰 

88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江俊華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何宣瑩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羅振烽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賴洛岷 

97 九龍城浸信會 鄭明慧 

225 深培中學 梁曉玲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陳火勝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李慧均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陳惠珍 

23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李榮初 

23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梁皓森 

23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余漫娜 

23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周培欣 

23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張淑賢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羅潤生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鄭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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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熙文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盧遠志 

332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莫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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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香港培道小學 林亭艾 

21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堂 馮肇彬 

55 新希望浸信會 劉永基 

55 新希望浸信會 石穎賢 

55 新希望浸信會 童日勤 

55 新希望浸信會 郭嘉濠 

62 慈愛浸信會 廖昭舜 

62 慈愛浸信會 許詩敏 

62 慈愛浸信會 鄒玉蘭 

62 慈愛浸信會 盧允華 

62 慈愛浸信會 鄭淳香 

62 慈愛浸信會 彭燕玲 

62 慈愛浸信會 鄧兆陞 

77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郭顯超 

8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羅溢鴻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陳佩珊 

89 賽馬會官立中學 林子傑 

9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廖旭麟 

9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梁安狄 

9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馬顥瑋 

9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邵梓鴻 

97 九龍城浸信會 余穎芯 

97 九龍城浸信會 鄧錦添 

97 九龍城浸信會 蘇彥強 

145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邱詠珠 

145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麥子穎 

145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鄭智謙 

145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杜柏軒 

163 宣道會信愛堂 葉天佑 

198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

盛堂 

黃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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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紅磡浸信會 曾美增 

216 紅磡浸信會 黃偉銓 

216 紅磡浸信會 胡文燦 

216 紅磡浸信會 杜紹忠 

229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陳啟賢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吳佩坤 

233 基督教會恆道堂 何美玉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黃瑞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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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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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善意 

24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陸妙蘭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張順高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楊偉立 

252 神召會石硤尾堂 劉靜宜 

257 真理浸信會真理堂 尤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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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林琨然 

261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黃思敏 

27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何景亮 

27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溫廣志 

294 基督教宣道會大埔堂 林敏婷 

305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培殷幼兒學校 王美娟 

320 基督教門諾會望恩堂 區潔玲 

320 基督教門諾會望恩堂 許少池 

328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 黃媚芳 

332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林苡蓁 

332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鍾倩彤 

332 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江銘恩  

354 宣道會康怡堂 袁淑芬 

354 宣道會康怡堂 蘇惠玲 

354 宣道會康怡堂 張偉昌 

354 宣道會康怡堂 方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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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宣道會康怡堂 陳偉強 

354 宣道會康怡堂 何志成 

354 宣道會康怡堂 柯寶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