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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B1\2022-
2024\ELEC\12 
 
區學良  
AU Hok Leung 
(Sean) 
 
職業 
公司董事 

 2018-2022 香港棒球總會
副主席(精英培訓) 

 2006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主要負責精
英培訓 

 1997 年至今，香港男子
棒球代表隊教練 

 無屬會背景。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Ref.: B2\2022-
2024\ELEC\13 
 
區穎良   
AU Wing Leung 
(Jose) 
 
職業 
Baseball Coach 

 2018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教練培訓總監 

 2006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 

 2006 年至今，香港女子
棒球代表隊總教練 

 2020 年至今，HKBA x 
HKSA Baseball5 Hong 
Kong Steering Committee
成員 
 

 2007 年至今，本會
屬會深水埗棒球會總
教練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本人希望繼續為推動本
地棒球發展，尤其在青
少年及女子組別努力。 

 

Ref.: B3\2022-
2024\ELEC\17 
 
陳子揚  
CHAN Tsz Yeung 
(Raymond) 
 
職業 
Building Surveyor 
 

 2018 至今，香港棒球總
會董事，男子精英組總
監 

 2006-2010，香港棒球總
會董事 

 2002 年至今，本會
屬會深水埗棒球會教
練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Ref.: B4\2022-
2024\ELEC\01 
 
趙嗣淦  
CHIU Chi Kam 
Kenneth 
 
職業 
Director 

 2020 年至今香港棒球總
會董事 

 香港棒球總會註冊教練 
 2020 年香港男子 U18 代

表隊教練 
 2019 年二青會香港男子

U19 代表隊教練 
 2019 年香港男子 U15 發

展隊教練 
 2017 年至今，隊際運動

五年發展計劃」球員 

 2020 年至今，本會
屬會 Ballpark 
Holdings Ltd. 董事 

 2002 年至今，本會
屬會深水埗棒球會教
練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及持續訓練如達訓
練要求可獲運動員津
貼 

 To be a part of the Hong 
Kong baseball 
development, 
recognizing past 
achievements from 
previou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chieving 
better results in the 
future.  Setting higher 
standards with a help of 
scientific training 
methods and sport 
technology to further aid 
our national team 
players across all age 
groups and raise 
popularity of the sport in 
Hong Kong 
 

(附件五 Appendi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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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A1\2022-
2024\ELEC\07 
 
莊岐鳴  
CHONG Ki Ming 
(Stanley) 
 
職業 
Financial Planner 

 2020 年至今，香港香港
棒球總會祕書長 

 2020 年至今，HKBA x 
HKSA Baseball5 Hong 
Kong Steering Committee
成員 

 President of Hong Kong 
Guangxi Sports 
Association 

 沒有屬會背景 
 

 I hope that I can help the 
Hong Kong baseball to be 
more popular 

 I also hope to generate 
more interest to the 
teenagers for baseball 

 I hope the future 
baseball event will 
continue to get better. 
 

 

Ref.: A2\2022-
2024\ELEC\14 
 
范駿華  
FAN Chun Wah 
Andrew 
 
職業 
Accountant 

 10/2020 至今， 香港棒
球總會會長 

 2018-2020，香港棒球總
會主席，主責籌募經
費，尋求可供棒球使用
的場地 

 01/2020-10/2020，HKBA 
x HKSA Baseball5 Hong 
Kong Steering Committee
成員 

 2017-2018，香港棒球總
會司庫，主責籌募經費
及擔任第十二屆 BFA 亞
洲盃籌委會主席 

 

 2020 年至今，本會
屬會 Hong Kong Apex 
Baseball League 
Limited 董事 

 2020 年至今，本會
屬會 Hongkies 
Baseball Club 
Company Limited 創
辦成員 

 協助棒球總會發展，令
更多人了解棒球運動； 

 爭取增加可供棒球活動
使用的設施及提高使用
時段； 

 加強與世界棒壘球總會
及亞洲棒球總會合作推
廣棒球及新興項目. 

 

Ref.: A3\2022-
2024\ELEC\11 
 
何廸夫  
HO Dave 
 
職業 
Cargo Manager 
Greater China 

 10/2020 至今，香港棒
球總會主席 

 10/2020 至今，HKBA x 
HKSA Baseball5 Hong 
Kong Steering Committee
成員 

 2018-2020，香港棒球總
會祕書長  

 2018 年，擔任第十二屆
BFA 亞洲盃籌委會成員 
 

 2020 年至今，本會
屬會 Hong Kong 
Baseball United 
Limited 創辦成員 

 繼續為棒球總會及香港
棒球出力, 推廣棒球運
動; 

 與不同界別團體合作, 
延伸、擴闊、促進棒球
發展; 

 籌辦體驗活動本地及國
際比賽; 

 培訓精英, 梯隊及青年
興趣. 

 

Ref.: A4\2022-
2024\ELEC\02 
 
林顥伊 博士 
Dr. LAM Ho Yi 
 
職業 
Senior Vice 
President 
 
 

 10/2018 至今，香港棒
球總會司庫 

 2018 年，第十二屆 BFA
亞洲盃籌委會成員 

 2020 年至今，本會
屬會 Hongkies 
Baseball Club 
Company Limited 創
辦成員 

 繼續為棒總服務，令棒
總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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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B5\2022-
2024\ELEC\05 
 
梁家豪  
LEUNG Ka Ho Sam 
 
職業 
消防員 

 2018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學校推廣組
總監 

 2018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註冊教練 

 2017 年至今，「隊際運
動五年發展計劃」球員 
 

 2010 年至今，本會
屬會深水埗棒球會教
練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及持續訓練如達訓
練要求可獲運動員津
貼。 

 積極推廣棒球運動至全
港學校，使更多年輕人
可以加深認識和參與這
項運動。 

 

Ref.: B6\2022-
2024\ELEC\10 
 
梁得光  
LEUNG Tak Kwong 
(Joseph) 
 
職業 
Senior Dental 
Technologist 

 2018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副主席(推廣及項目) 

 2014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 

 2008-2020，本地大型賽
事 Tournament Director 

 2003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註冊教練 
 

 1992 年至今，完美
牙科製作中心高級牙
科技師 

 2013 年至今，本會
屬會荔枝角棒球會主
席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教練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致力推動棒球運動普及
化，開闢並尋找更多可
供訓練和比賽場地。發
掘並培訓對棒球有興趣
人仕參與棒球運動，藉
此提升有潛質的球員晉
身成為港隊成員，為未
來港隊廣納人材。 

 

Ref.: B7\2022-
2024\ELEC\06 
 
梁偉鴻  
LEUNG Wai Hung 
(Jacky) 
 
職業 
Financial Service 

 2020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公開組賽事
總監 

 2002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註冊裁判 

 2022 年，Certified WBSC 
Baseball5 Game Official 

 2006 至今，本會屬
會深水埗棒球會 會
長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裁判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協助香港棒球總會推廣
棒球運動，使棒球這項
運動可以在香港普及
化，令更多人認識棒
球。 

 

Ref.: A5\2022-
2024\ELEC\08 
 
呂振邦  
LUI Chun Pong 
 
職業 
Executive 

 10/2018 至今，香港棒
球總會財務監督 

 2018 年，第十二屆 BFA
亞洲盃籌委會成員 

 COO, Kingston 
Financial Group Ltd. 

 沒有屬會背景 
 持有香港棒球總會棒

球教練資格，如有需
要，本人可以擔任教
練職務但不收取津
貼。 
 

 延續棒球發展，繼續把
新元素帶給棒總。 

 

Ref.: A6\2022-
2024\ELEC\01 
 
文展榮  
MAN Chin Wing 
 
職業 
Senior Regional 
Director 

 10/2020 至今，香港棒
球總會董事，場地設施
總監 

 2021 至今，Hong Kong 
Baseball Fans Club 召集
人 

 08/2022 至今，第三屆
亞洲盃女子棒球錦標賽
香港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沒有屬會背景 
 自 2018 年，鄂港青

年交流促進會 執行
主席 

 自 2016 年，香港智
道總會副會長 

 06/1999 至今，
Senior Regional 
Director of Prudential 
Hong Kong Ltd. 

 

 與會長及主席共同協力
尋找可供棒球活動使用
的用地開發 

 透過 Hong Kong Baseball 
Fans Club 吸引更多市民
參與運動尤其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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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B8\2022-
2024\ELEC\0３ 
 
吳光遠  
NG Kwong Yuen 
(Patrick) 
 
職業 
Director 

 2018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副主席(賽事) 

 2016-2018，香港棒球總
會董事，男子精英總監 

 香港棒球總會註冊裁判 
 2022 年，Certified WBSC 

Baseball5 Game Official 

 本會屬會香港仔棒球
會 副主席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裁判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繼續為香港棒球服務，
推廣棒球運動，增加普
及程度，提升香港棒球
運動的水平。請大家多
多支持。 

 

Ref.: B9\2022-
2024\ELEC\15 
 
杜軒榮  
TO Hin Wing Charles 
 
職業 
Lawyer 

 04/2020-Present, 
Honorary Legal Advisor,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2018-Present, Partner 
of ELLALAN 

 I have served as the 
Honorary Legal Advisor 
of HKBA since April 2020. 
Having worked with 
Andrew, Dave, Dr. Lam 
Ho Yi, Stanley and 
numerous other board 
members. I am truly 
inspired by what baseball 
and HKBA can do for 
Hong Kong community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s such, I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my expertise 
in law and management 
to this worthwhile cause. 
 

 

Ref.: A7\2022-
2024\ELEC\04 
 
温文灝 醫生 
Dr. WAN Man Ho 
(William) 
 
職業 
Doctor of 
Chiropractor 
(Physician) 
 

 04/2020-Present, 
Honorary Sports Health 
Advisor, Honorary 
Advisory Board 

 2017-2022, Vice-
chairman of Children 
Chiropractor 
Foundation Ltd. 

 推動香港棒球運動普及
化，增強本地球員保護
健康減低受傷知識，協
助舉辦本地及國際棒球
活動，培養更多青年少
發展走進學校及社區。 

 

Ref.: B10\2022-
2024\ELEC\09 
 
黃期  
WONG Ki Jonathan 
 
職業 
Director 
 
 

 2010 年至今，香港棒球
總會董事 
 2010 年至今，裁判學院
裁判長 

 無屬會背景。 
 當選後會繼續提供棒

球裁判服務予香港棒
球總會並領取相關津
貼。 

 疫情期間加緊本地技術
人員培訓； 

 積極派遣技術人員參加
各類國際比賽； 

 組織技術人員配合棒總
各級別本地及國際賽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