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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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名單 

 

執行委員會 

主席 ： 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 何景亮先生 

書記 ： 黃承香牧師 

司庫 ： 林惠燕女士 

辦事處聯絡員 ： 李振明傳道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 方煒鍵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 ： 金錫泰牧師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 ： 江俊華女士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主席 

其他委員 

： 林弘基先生 

陳建榮傳道 

馮肇彬先生 

馮聖華先生 

吳景棠先生 

蕭智剛博士 

黃燕儀女士 

列席同工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李志輝先生(副總幹事(訓練及拓展)) 

湯惠賢女士(會計主任)(列席有關財務報告部份) 

 

常務委員會 

主席 ： 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 何景亮先生 

書記 ： 黃承香牧師 

司庫 ： 林惠燕女士 

辦事處聯絡員 ： 李振明傳道 

列席同工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李志輝先生(副總幹事(訓練及拓展))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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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席 ： 何景亮先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委員 ： 陳永健先生 

鄭崇楷先生 

馮肇彬先生 

鍾偉成先生 

方永光先生 

盧永靖先生 

蕭智剛博士 

黃進展先生 

王淑芬校長 

黃定康校長 

胡定邦先生 

出席同工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列席同工 ： 李志輝先生(副總幹事(訓練及拓展)) 

何仕泉先生(社工部主管) 

 

分隊工作委員會  

主席 ： 方煒鍵先生 

委員 ： 區敏耀牧師 

陳婉貞校長 

李子通先生 

梁芷霞女士 

龍永康先生 

馬嘉倫先生 

蘇志偉先生 

黃燕儀女士 

楊貴福牧師 

當然委員 ： 劉德鳴先生(港島) 

黃世超先生(九東) 

鄭明慧女士(九中) 

趙富霖先生(新九西) 

莫華倫先生(新東北)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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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同工 ： 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列席同工 ： 朱煜明先生(制服團隊部主管) 

 

分隊工作委員會轄下小組 / 單位 

區委員會 

 

香港島及離島區 

陳文仲醫生 JP (區顧問) 

區敏耀牧師(區牧) 

劉德鳴先生(區指揮官) 

陳美珊女士(區副指揮官(總部)) 

羅宇齡先生(區副指揮官(分隊)) 

李福先生(區秘書) 

吳景新先生(區司庫) 

蔡秀霞女士(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吳景棠先生(區助理指揮官(獎章訓練)) 

江祖安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陳  寧女士(區委員) 

陳子豐先生(區委員) 

陳汝康先生(區委員)  

丘漢泉先生(區委員) 

 

九龍中區 

梁中寶先生(區顧問) 

梁群英宣教師(區牧) 

鄭明慧女士(區指揮官) 

曾子峰先生(區副指揮官(總部)) 

彭紹良校長(區副指揮官(分隊)) 

黎志偉先生(區秘書)  

陳卓成先生(區司庫) 

畢偉康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張順高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梁樹基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黃栢年先生(區助理指揮官(獎章訓練))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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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煥莊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領袖訓練)) 

陳君悅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林亭艾女士(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方煒鍵先生(區委員) 

 

九龍東區 

蘇麗珍女士 MH, JP (區顧問) 

陶志民先生(區牧)  

黃世超先生(區指揮官) 

朱煜明先生(區副指揮官(總部)) 

黃志剛先生(區副指揮官(分隊)) 

麥斯雅女士(區秘書)  

霍淑儀女士(區司庫)  

林弘基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嚴德亮先生(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李樂生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馮肇彬先生(區委員) 

韓慧明校長(區委員) 

譚綺芬女士(區委員) 

 

新界西及九龍西區 

陳泳聰先生(區顧問) 

朱嘉麗顧問醫生(區顧問) 

馬玉娟校長(區顧問) 

王淑芬校長(區顧問) 

胡定邦先生(區顧問) 

陸展宏牧師(區牧) 

趙富霖先生(區指揮官) 

曾子峰先生(區副指揮官(總部)) 

伍保志先生(區副指揮官(分隊)) 

李鳳池女士(區秘書) 

甄嘉炘先生(區司庫) 

麥建明牧師(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王美娟女士(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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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恩先生(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鄧俊燊先生(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趙志揚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羅志文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趙雪蓮女士(區委員) 

藍家賢先生(區委員) 

吳偉賢先生(區委員) 

 

新界東北區 

歐偉民博士(區顧問) 

江耀龍牧師(區牧) 

莫華倫先生(區指揮官) 

吳惠敏女士(區副指揮官(總部)) 

謝偉強先生(區副指揮官(分隊)) 

潘思敏女士(區秘書) 

劉劍豪先生(區司庫) 

何景亮先生(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馮曉東先生(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吳家堯先生(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龔炳輝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文斯諾先生(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林苡蓁女士(區委員) 

羅玉英女士(區委員) 

 

訓練委員會 

主席 ： 金錫泰牧師 

委員 ： 陳建榮傳道 

張慧敏女士 

蔡嘉豪先生 

郭詠斌先生 

郭 宇先生 

李嘉輝先生 

梁玉池先生 

黃碩文先生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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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皓先生 

當然委員 

 

 

 

 

:  

 

 

 

 

吳景棠先生(港島) 

嚴德亮先生(九東) 

黃煥莊先生(九中) 

陳浩恩先生(新九西) 

謝偉強先生(新東北) 

出席同工 

列席同工 

： 

 :   

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吳惠敏女士(發展主任) 

 

訓練委員會轄下小組 / 單位 

 

軍樂隊  

隊牧 ： 李信堅牧師 

總監 / 樂隊管理小組召集人 (兼任訓練) ： 陳開明先生 

副總監 /樂隊管理小組成員 (行政) ： 黃巧寧女士 

副總監 /樂隊管理小組成員 (聯絡) ： 施自強先生 

樂隊管理小組成員 (表演) ： 楊百文先生 

樂隊管理小組成員 (財政) ： 黃劍青先生 

樂隊管理小組成員 

 

： 李林濠先生 

蕭健文先生 

杜子傑先生 

胡景曦先生 

列席同工 ： 羅瑞琪女士 

 

輔助隊  

隊牧 ： 楊建強牧師 

隊長 ： 謝偉強先生 

副隊長 ： 郭宇先生 

梁耀宗先生 

梁玉池先生 

盧廷姿女士 

列席同工 ： 胡景曦先生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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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導師分隊  

隊牧 ： 鄭佑生牧師 

隊長 ： 甘國建先生 

副隊長 ： 何家旗先生 

何安琪女士 

黎國強先生 

黃燕儀女士 

列席同工 ： 冼葆琦女士 

 

儀仗隊 

隊牧 ： 江耀龍牧師 

隊長 ： 莫禮明先生 

副隊長(禮儀組) 

副隊長(支援組) 

副隊長(活動組) 

： 

： 

： 

李振明傳道 

徐明江先生 

呂健文先生 

輔助導師(訓練組) 

輔助導師(支援組) 

： 

： 

彭可勝先生 

蔡美華女士 

列席同工 ： 蔡茂敦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  

主席 ： 江俊華女士 

委員 ： 馮聖華先生 

馮偉權牧師 

何景亮先生 

賴俊華先生 

李強富先生 

盧永靖先生 

潘香強先生 

譚文興先生 

湯建明先生 

黃承香牧師 

黃燕儀女士 

胡定邦先生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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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同工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列席同工 ： 朱煜明先生(制服團隊部主管) 

 

財務委員會 

主席 ： 林惠燕女士 

委員 ： 方永光先生 

金錫泰牧師 

郭群女士 

湯建明先生 

吳怡碧先生 

吳源峰先生 

孫景豪先生 

談允中先生 

黃劍青先生 

黃燕儀女士 

唐照光先生(少友司庫) 

出席同工 

列席同工 

：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湯惠賢女士(會計主任) 

 

新會址發展委員會 

主席 ： 張烈文先生(應屆執委會主席) 

委員 ： 陳文仲醫生 JP (區顧問) 

陳聖光先生 MH (名譽顧問) 

陳以誠醫生 

徐奇榮先生(顧問) 

許朝英先生(名譽顧問) 

李炳光牧師 SBS (名譽會長) 

陳少賢先生(少友董事會主席) 

吳振智牧師(會牧) 

潘香強先生(前執委會主席) 

蘇以葆主教(副會長) 

曾家石先生 

黃承香牧師(前執委會主席) 

胡定邦先生(前執委會主席)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9 

屈富仁先生 

易嘉濂博士 MH (名譽顧問) 

出席同工 

列席同工 

： 

：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黃婉婷女士(總幹事助理)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 

主席 ： 林弘基先生 

委員 

 

 

 

： 何景亮先生 

莫華倫先生 

梅偉昌先生 

蕭智剛博士 

談瓊欣女士 

湯建明先生 

當然委員 

 

 

 

 

出席同工 

列席同工 

:  

 

 

 

 

: 

: 

李福先生(港島)  

彭紹良校長(九中) 

韓慧明校長(九東) 

甄嘉炘先生(新九西) 

龔炳輝先生(新東北) 

楊彩雲女士(公關及籌款經理) 

林素華女士(公關及籌款幹事) 

 

60 週年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 

主席 ： 陳聖光先生 MH(名譽顧問) 

副主席 ： 胡定邦先生(前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少賢先生(少友董事代表) 

方煒鍵先生(執行委員會委員) 

司庫 

委員 

 

 

 

 

 

 

:  

:  

 

 

 

 

 

黃劍青先生(財務委員會委員)  

何景亮先生(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 

林弘基先生(執行委員會委員) 

吳景棠先生(執行委員會委員) 

黃承香牧師(執行委員會委員) 

黃燕儀女士(執行委員會委員) 

劉德鳴先生(港島) 

黎志偉先生(九中) 



更新日期：2019年 1月 15日 

備註：1)  各委員及成員以英文姓氏排序 

      2)  2007 至 2008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 9月 20日)正式通過所有出席同工(不包括

列席同工)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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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同工 

 

 

 

 

馮肇彬先生(九東) 

趙富霖先生(新九西) 

羅玉英女士(新東北)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李志輝先生(副總幹事(訓練及拓展)) 

楊彩雲女士(公關及籌款經理) 

※ 上述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任期由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二零一九年董事會名單 

 

主席                                   ： 陳少賢先生 

副主席 ： 陳圖偉先生  

文書 ： 麥家榮先生  

司庫 ： 唐照光先生 

精品廊經理 ： *林偉耀先生 

董事 ： *方煒鍵先生 

*林弘基先生 

*黃燕儀女士 

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列席同工 ： 

 

湯惠賢女士(會計主任) 

黃婉婷女士(總幹事助理) 

* 為執委會委任之董事 

 

※ 上述董事會任期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