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0 年 7 月 21 日) 

〈總部消息〉 
有關撤銷梁文輝先生之會籍事宜(更新日期：13-07-2010) 

 本會證實 282 分隊隊牧梁文輝先生所提交之牧師證明書為偽造文件，基於個人誠信問 

題，本會現即時撤銷梁文輝先生之會籍，今後梁先生在外之一切事務，概與本會無關。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2010 年第二季 (更新日期：13-07-2010) 

 為了讓分隊更清楚了解本會最新公佈之主要政策及重要消息，我們除了在最新的 e-notice 刊登外，亦會於每季再重溫及臚列一次，

以方便各分隊查閱，請按此瀏覽詳情。 

   

領取各獎項及委任狀之安排 (更新日期：02-07-2010) 

 各導師如未能於 6 月 27 日週年代表會議或導師日聚餐領取獎項或委任狀，可於 9 月 30 日(星期四)前在辦公時間內親身或授權其

他人士到總部領取。如欲授權他人代為辦理，請填妥授權書。如未能在此段期間領取，則作放棄領取論。為更有效安排此事宜，請

於領取前致電有關同事： 

1. 名譽嘉許章、五年長期服務狀、OBTC 證書、訓練嘉許章、教練委任狀--活動工作員李嘉明(Camie)<27145400>; 

2. 分隊/導師嘉許證書 -- 發展助理 周燕雯<27149253> 

  

感謝出席 2010 年週年會員大會及 2009 年度導師日聚餐 (更新日期：30-06-2010) 

多謝各導師出席上星期日舉行的 2010 年週年會員大會(AGM)及 2009 年度導師日聚餐！你們的出席正是我們的榮幸和支持，亦足

證各人對基督少年軍運動的投入和關注。更感謝天父保守，並帶領活動能順利完成！ 

2010 年週年會員大會共有(基本會員)167 人及(普通會員)38 人出席；而晚上的 2009 年度導師日聚餐延開共 53 席，約有 640 人出

席。 

以下為 2010-2013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 

江俊華女士 302 票, 馮聖華先生 293 票, 張啟森先生 270 票, 金錫泰先生 269 票, 潘香強先生 219 票 

發出選票：1207 票 

收到選票：391 票 (有效選票：371 票、作廢選票：19 票、棄權選票：1 票） 

同工年假 (更新日期：24-06-2010) 

發展幹事吳惠敏(Tiffany)將於 7 月 5 日(星期一)至 10 日(星期六)休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安排。如有查

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往 kafai_lau@bbhk.org.hk 與劉家輝聯絡。 

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將於 7 月 22 日(星期四)至 8 月 2 日(星期一)休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

(Emily)安排。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往 emily_chan@bbhk.org.hk 與陳美珊(Emily)聯絡。 

副總幹事(訓練及拓展)李志輝將於7月29日(星期四)至8月7日(星期六)休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訓練及拓展部主管冼家強(Kevin)

暫代。如有查詢，請致電 3411-8811 或電郵往 kevin_sin@bbhk.org.hk 與冼家強(Kevin)聯絡。 

  

發展幹事曾子峰將於 8 月 9 日(星期一)至 8 月 14 日(星期六)休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安排。如有查詢，

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往 kafai_lau@bbhk.org.hk 與劉家輝聯絡。 

  

2010-2011 年度全港賣旗籌款結果（更新日期：17-06-2010） 

感謝上帝宏恩，5 月 8 日全港賣旗籌款在一遍歡樂及順利中完成。我們共動員了 7,523 名義工協助，經最後點算共籌得港幣

$2,558,938.60，當中包括$578,638.60 金旗捐款。有關款項扣除少量行政費外，將全數用於青少年品格培育服務及為未來總部會址

儲備經費。衷心感謝所有基督少年軍成員、外界友好、各團體及學校的協助，深信您的支持將為青少年人帶來極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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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第 3 部份「獎章佩戴規則」（更新日期：01/06/2010）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第 3 部份「獎章佩戴規則」已更新，更新內容為小綿羊及高級組獎章樣式及佩戴方法，並加入了獎章圖

片。各分隊可按此規則佩戴各組獎章，唯個別獎章尚在製作中，預計於下半年完成，敬請留意！ 

詳情請瀏覽《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網頁 

   

總幹事隨筆 - 等候著一種價值歸來 (更新日期︰26-05-2010) 

 詳情請按此參閱。 

   

會員優惠 (更新日期:18-5-2010) 

 好消息!好消息! 導師們，現凡出示本會所發出有效之基督少年軍證件(職級必須顯示為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輔助導師)於 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包括公眾假期)期間前往挪亞方舟正門購票處，可以$50 購買原價$100 之「方舟套票」(Ark Combo)，每

張基督少年軍證件可購買 4 張門票。另外，於旺角新世紀廣場乘坐直通巴士往挪亞方舟入口，雙程車費為$20(星期一至五)及$30(星

期六、日或公聚假期)。 

 有關其他商鋪優惠，歡迎按此參閱。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 Stephenie 聯絡。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11-05-2010) 

 詳情請按此參閱。 

   

BB 賣旗 508 獻出愛心百分百 （更新日期：11-5-2010） 

感謝神賜予合宜的天氣及讓整個賣旗活動能夠順利舉行！ 

經統計後，當日參與賣旗的人數約有 7,523 人，共有 5,416 個有捐款的旗袋，求神保守每個旗袋內的捐款都是豐足的！ 

我們現有約$235,000 金旗的捐款，只達到目標$500,000 的 47%，請各導師們繼續幫助推動金旗捐款（金旗信收取至 8/6/2010），

為 BB 的未來發展出一分力，多謝大家！  

延長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9-04-2010)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330 本，主要對象為導師。為了讓更多隊員參閱這本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為主的書籍，

現接受大量訂購，5 本或以上 95 折、10 本或以上 9 折、20 本或以上 8 折，請分隊積極推介給導師及隊員。 

 特刊內容除了以回顧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歷史為主，還會包括基督少年軍之起源及於世界各地之發展簡史。除此以外，還會加入理

論文章、經驗分享文章、大量珍貴歷史相片連中英文標題；和五十週年徵文比賽、繪畫比賽及填色比賽得獎作品等豐富內容(請參

閱目錄大綱)。特刊內頁為 264 頁，A4 size，封面燙金及 Spot UV 過膠製作。特刊精裝版(硬皮封面封底)每本為港幣 100 元，平裝

版每本為港幣 70 元。請按此填寫訂購表格及以正式收取付款才作實。如有查詢，請致電與 2714-9253 行政幹事梁潔儀(Bella)聯絡。 

   

本會榮獲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 2009/10 (更新日期：14-04-2010) 

 香港基督少年軍與馬灣公園挪亞方舟的商界及社會服務伙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

2009/10 ，詳情請登入曾獲獎項。 

  

傳媒報導 (更新日期：18-03-2010) 

有關本會之最新報導，詳情請按此參閱。 

香港基督少年軍中英詞彙(更新版) (更新日期：08-03-2010) 

執行委員會於 2009 年至 2010 年度第四次會議(2010 年 3 月 3 日)通過香港基督少年軍中英詞彙(更新版)，詳情請按此參閱附件。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0-2011 年度國際事工委員會「國際交流活動津助基金」（更新日期：25-0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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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參與不同的國際交流活動並擴闊視野，總部將設立「國際交流活動津助基金」，供有需要人士申請。詳

情請瀏覽國際交流活動網頁。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25-09-2009) 

為保障本會各分隊成員於集隊、參與各項戶外活動及總部舉辦之活動安全，總部每年均會代各分隊成員安排「意外傷亡及醫療保

險」，新一年度的承保期為 200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止。所有導師及隊員皆可透過總部辦理上述事宜。本年度的

新年費為每人港幣 40 元正，投保範圍包括：投保人在分隊集隊、總部或聯合分隊所舉辦活動中引致傷亡或殘缺。賠償金額：死亡

或殘缺最高為港幣 200,000 元正，醫療最高為港幣 2,500 元正。總部已透過電郵通知各分隊隊長或聯絡人，如欲申請，請填寫申請

表格，於 2009 年 10 月 19 日或以前，傳真 2761-3474 或電郵 accdept@bbhk.org.hk 交回。各分隊仍可在此年度任何時段透過

總部申請，詳情請參閱活動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會計主任湯惠賢小姐(Tokyo Tong)聯

絡。 

 

五區正式成立及區委員會手冊 (更新日期：04-09-2009) 

 經過年半至三年的試辦階段，五區已按執行委員會早前所訂定，於 2009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並於 11 月 7 日 50 週年感恩聚餐

當晚舉行五區成立典禮。五區的正式名稱為：香港島及離島區、九龍東區、九龍中區、新界西及九龍西區、新界東北區，而於去年

所修定的《試辦區委員會手冊》(第二版) 現已更新為《區委員會手冊》，有關手冊內容及相關指引，請登入資料下載(按此)；有關

各份表格，請登入表格下載(按此)。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Emily)女士聯絡。 

 

2008-09 年度活動剪影及 2009-2010 年度計劃及財政預算 （更新日期：14-07-2009） 

2008-2009 年度活動剪影片段及 2009-2010 年度計劃及財政預算已上載至總部網頁，請按此瀏覽。 

  

網上信用咭捐款已啟用 （更新日期：02-07-2009） 

好消息！為了增加不同的捐獻渠道，本會現已增設網上信用咭捐款服務。您可以透過網上隨時隨地作出捐款，方便快捷，亦可減省

本會的行政手續。有關詳情請按此。下載活動簡報  下載相片  

新增「制服帽佩戴指引」（更新日期：01-04-2009） 

分隊工作委員會已制定「制服帽佩戴指引」，並於 200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下載有關文件  瀏覽《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網頁。  

  

更新《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更新日期：01-04-2009）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於 2009 年 4 月 1 日起更新。 

更新版本以「制服規格」、「制服執行指引」、「獎章佩戴規則」及「參考資料」分類，並加入參考圖片。 

有關詳情，請瀏覽《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網頁。http://www.bbhk.org.hk/404/ 

  

隊員鴨咀帽(幼級組、小綿羊適用)(更新日期：08-10-2008)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2008-2009 年度第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有關分隊工作委員會建議所有幼級組隊員均須佩戴鴨咀帽

(款式與試辦中的小綿羊組別相同)，並設過渡期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即由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必須執行)。鴨咀帽將於 2008 年 11

月發售。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部主管劉家輝先生聯絡。 

 

勳章(Medal)和勳章綬帶(Ribbon)的佩戴場合 (更新日期：08-10-2008)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2008-2009 年度第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有關分隊工作委員會建議勳章和勳章綬帶的佩戴場合如下： 

動章(Medal)：大會操、成立禮、立願禮、畢業禮、婚禮、喪禮等重要禮儀場合；或代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出席外來機構所主辦的典

禮而主辦單位的服式要求包括佩戴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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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章綬帶(Ribbon)：週年代表會議、導師日聚餐、步操比賽、分隊活動及集隊、其他工作、服務。 

如以上場合並不包括在內，本會將會發出特定指引，規定佩戴動章或勳章綬帶。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部主管劉家輝

先生聯絡。 

〈活動消息〉 

「港京川交流計劃」大地愛共行 2010 (更新日期：20-07-2010)  

 活動目的： 

四川八級大地震後，香港基督少年軍把微小的金錢獻上，為一些當地學生解決了一些生活的需要。數年過後，讓我們親自到災區探

訪，了解他們的需要，與他們分享從上帝而來的喜樂，把愛心和關顧帶給他們，同時了解四川的重建工作。此外，亦會到北京參進

行考察活動，見證新中國的現代建設。 詳情請按此瀏覽。 

   

2009-2010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哥林多後書(更新日期:17-7-2010)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哥林多後書題目現已上載於網頁，分隊隊員可按此參與。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1 年總部（會長盃及主席盃）步操比賽（更新日期：15-07-2010） 

2011 年總部（會長盃及主席盃）步操比賽將於 2011 年 2 月 20 日舉行，為加強各區對步操比賽的參與，本屆參賽隊伍必須於所屬

區舉行之區步操比賽中獲冠或亞軍，方可取得參賽資格。請到以下網頁瀏覽有關詳情。 

www.bbhk.org.hk/drillcompetition 

   

2009-2010 年度聖經問答比賽(更新日期:13-7-2010) 

 2009-2010 年度聖經問答比賽將於今年 9 月舉行，今年的聖經問答比賽將與往年略有不同，為了鼓勵分隊可以多元化及輕鬆的形

式去學習聖經的內容，今年新設了聖經演繹比賽，目的是希望 隊員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去學習聖經的內容，讓隊員對一些聖經事

件/故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認識，並且可以對所讀的經卷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亦可讓更多的隊員一同參與於比賽當中，增強

他們對讀經的興趣及投入感。有關各組別及聖經演繹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2010 年 9 月 11 日(六) 

時間:下午 12:45-6:30(各組別的比賽時間，請參考附件:比賽規則及比賽內容) 

地點:信義中學(暫定) 

比賽詳情及規則：按此參閱 

   

青年廣場 803『正名』比賽（更新日期：13-07-2010） 
你所擬作的『名稱』可能成為少年軍於青年廣場 803 之『正名』…… 

你可運用以下活動之理念擬作名稱： 

青少年品格培育服務服務信念：我們相信： 

 每人均具有獨一無二的天賦特質、潛能及使命 

 以聖經理念作訓練導向，建立一群性行淑均、豁達合群、樂於任事、善於領導的世界公民，共同創造充滿

活力，和諧友愛的社會。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電郵至 ray_yeung@bbhk.org.hk 或 fax 至 2505-5054 或寄回柴灣柴灣道 238 號 803 室 

20/8/2010 

截止日期：查詢：訓練幹事楊樹榮先生（電話：2505- 5477／電郵：ray_yeung@bbhk.org.hk）。 

 

「環球風笛節－－香港 2010」（更新日期：08-07-2010） 

本會應香港蘇格蘭風笛鼓樂總會邀請參加「環球風笛節──香港 2010」。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2010Sichian_logo_02.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ea10ae6f40ba6494770a3d53bf900741
http://www.bbhk.org.hk/?id=476
http://www.bbhk.org.hk/?id=539
http://www.bbhk.org.hk/drillcompetition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2_dev/Dev_Prog/911%E8%81%96%E7%B6%93%E5%95%8F%E7%AD%94%E6%AF%94%E8%B3%BD%E8%A6%8F%E5%89%87%E5%8F%8A%E8%A9%B3%E6%83%85.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10_Moral_Education/youthsquare803_participant_form.pdf
mailto:ray_yeung@bbhk.org.hk
mailto:ray_yeung@bbhk.org.hk


「環球風笛節──香港 2010」是一項全球性風笛樂隊巡迴演出的盛會，活動先於本年 8 月 7 日在蘇格蘭首府

愛丁堡揭開序幕，隨後 24 小時，世界不同城市會一個接一個地舉行當地的風笛節。此活動不單讓本地風笛手

有機會參與大型風笛樂隊聚會，透過參與全球性活動，亦有助加強香港作為國際之都的形象。 

 同時，「環球風笛節──香港 2010」亦是一次籌款活動，籌得善款將撥捐香港癌症基金，用於癌症醫護與研

究方面的工作。 

 上述活動由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軍樂隊負責統籌及協調工作。 

現誠邀各分隊風笛、軍鼓樂手參加，攜手於活動中演出。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0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6 時 

地點：尖沙咀（暫定） 

對象：分隊風笛、軍鼓樂手（不限資歷） 

備註：整齊第一號制服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10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 

  

練習安排（各參加者務必出席）:  

練習日期：2010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 

練習時間：下午 3 時 

練習地點：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地址：新界屯門

新墟青山公路 28 號） 

備註：樂器自備  

 如欲對香港蘇格蘭風笛鼓樂總會或「環球風笛節」有更多認識，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www.hkspda.org/Home.html 和 http://www.pipefest.com。 

報名方法：請填妥下列網上報名表 

查詢：發展幹事陳劍琴小姐（電話：2714 9253／電郵：kimkam_chan@bbhk.org.hk）。 

「樂施毅行者 2010」  

由樂施會主辦「樂施毅行者 2010」，將於 2010 年 11 月 19 至 21 日(星期五至日)在麥理浩徑及其他接續路徑舉行。 

基督少年軍再被邀請參加於”終點站”之義務工作服務, 當值更期如下: 

日期: 2010 年 11 月 19 至 21 日(星期五至日) 

Location Operating Hours Duties & Manpower Required per 

shift 

Finish Point 

Po Leung Kuk Jockey 

Club Tai Tong Holiday Camp 

5 shifts 

18:30; 19/11-0830:20/11 

0800;20/11-1600;20/11 

1530;20/11-2300; 20/11 

2230;20/11-0830;21/11 

0800;21/11-1430:21/11 

Crowd Control at Tai Tong 

Barbeque Site x 4 pax 

Traffic Control x 10 pax 

所需義工: 共 70 人 

更期:  共 5 更 (每更:14 人一隊) 

http://www.hkspda.org/Home.html
http://www.pipefest.com/
mailto:kimkam_chan@bbhk.org.hk


希望各分隊能積極參予是次義務工作。 

(若貴分隊能參予一更(14 人一隊) 之義務工作, 將可獲參加「樂施毅行者 2010」一隊名額資格(籌款費用自備), 先報先得!!隊伍

必須於 7 月 15 日前報名) 

查詢及報名: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 

電話: 3411 8811 傳真: 3411 8822 

電郵: Irene_chi@bbhk.org.hk 

地址: 馬灣公園挪亞方舟 2 樓(馬灣珀欣路 33 號) 

聯絡人: Irene Chi 

 香港青少年交流活動—火車體驗遊世博 （更新日期：06-07-2010）額滿!  

本會獲贊助參與是次活動，參加者將於活動中與 5000 名來自香港各界的青少年人，一同以火車團方式到上海世博參觀。詳情如下： 

日期： 2010 年 8 月 18 日（三）至 22 日（日）（共五天） 

地點： 香港—上海（來回乘坐火車） 

費用： 旅程費用全免（基本旅遊保險*及團服每位港幣 400 元**） 

行程： 香港乘火車來回上海，於上海遊覽世博園區（詳情待定） 

名額： 50 名（每分隊首一位導師及首四名隊員按次序***優先考慮，第六名起

為後備，於截止報名後，如有餘額，以抽籤方式決定） 

對象： 隊員（中級組、上士、高級組）或 

各級註冊導師（40 歲以下） 

資格： 持有效旅遊證件； 

所有參加者必須經由分隊報名，並必須獲所屬分隊推薦； 

參加隊員必須於出發日期已完成目標章； 

參加分隊必須有最少一名導師參與。 

報名方法： 填妥「分隊報名表格」及「個人資料表格」，以傳真（27613474）或電

郵（hq@bbhk.org.hk）交回總部「制服團隊部」收。（所有報名以填妥

並遞交「分隊報名表格」及所有參加者之「個人資料表格」方為有效） 

截止日期： 2010 年 8 月 3 日（二） 

公佈取錄名單： 2010 年 8 月 5 日（四）**** 

查詢： 27149253（Tiffany 吳惠敏女士或周燕雯女士） 

備註： 

*保險細則待定，參加者可額外購買旅遊保險 

**取錄參加者，請於 2010 年 8 月 10 日前邀交所需費用，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 

***總部將按報名先後、大會要求之男女比例、參加者於報名表格上的優先次序分配名額 

****活動簡介會將於 2010 年 8 月 7 日（六）上午於總部舉行，每支參與分隊必須派最少一位成員出席 

贊助機構：中聯辦 

表格及資料下載： 

分隊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表格  活動資料   

 

宣道會鑽禧聯合感恩崇拜(更新日期:05-07-2010)  

日期：201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E5%88%86%E9%9A%8A%E5%A0%B1%E5%90%8D%E8%A1%A8%E6%A0%BC.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E5%80%8B%E4%BA%BA%E8%B3%87%E6%96%99%E8%A1%A8%E6%A0%BC.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E7%81%AB%E8%BB%8A%E9%AB%94%E9%A9%97%E9%81%8A%E4%B8%96%E5%8D%9Ainfo.doc


時間：早上 10:00 至 12:15 

地點：香港大球場 

參與者：宣道會各堂會會眾 (預計 25,000-30,000 人出席) 

服飾:夏季第一號制服 

現招募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協助是次活動維持秩序及進場儀式，如有興趣，請致電 2714-9253 與曾子峰先生聯絡。 

已報名分隊:8(6)、264(25) 

   

2009-2010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哥林多前書(更新日期:17-6-2010)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哥林多前書福音題目現已上載於網頁，分隊隊員可按此參與。 

  

 2009-2010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馬太福音(更新日期:17-5-2010)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馬太福音題目現已上載於網頁，分隊隊員可按此參與。 

   

 2009-2010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網上聖經問答比賽(更新日期:13-5-2010) 

 為了鼓勵分隊隊員努力讀經，本年度新設了「網上聖經問答比賽」，目的是希望透過網上聖經問題，讓隊員重溫馬可福音、哥林

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士師記及路得記的經卷內容，及了解有關經卷的重點經文/事件。有關活動詳情，可按此參閱。 

   

10.1 升旗禮 (更新日期:12-07-2010)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出席回歸（10.1）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一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組成一支近千人的隊伍於升旗禮中精

神抖擻地列隊進行致敬禮。 

現誠邀各分隊導師、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活動詳情如下： 

國慶（10.1）升旗禮： 

綵排日 

日期：待定(星期日) 

時間：上午 8:45 – 10:3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升旗禮 

日期：2010 年 10 月 1 日(五，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6:30 – 9:0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現役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及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80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0 年 9 月 3 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或禮服 

註（二）：有關免費交通接送安排﹕如於 9 月 3 日前報名可安排免費交通接送，9 月 3 日或以後報名，當日須自行前往場地。 

查詢：發展幹事—曾子峰(電話：2714-9253 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請填妥下列網上報名表 

已報名分隊:8(6)、59(5)、79(22)、159(12)、234(10)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0—世博之旅（更新日期：22-03-2010）  

由香港青少年軍制服團體聯合舉辦的「同心同根萬里行」內地考察活動將於本年七月舉行。是次活動中，來自不同制服團體的年青

人將可前往北京及上海世博會進行考察，實在是一次難得的體驗。 

日期：25/7-1/8/2010（八天） 

http://www.bbhk.org.hk/?id=533
http://www.bbhk.org.hk/?id=534
http://www.bbhk.org.hk/?id=133
mailto:tszfung_tsang@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476/?L=0


名額：導師 2 名，隊員（14 至 18 歲）20 名 

費用：每人港幣 2,000 元（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國際交流基金」） 

截止報名日期：2010 年 3 月 31 日 

面試日期：4 月初 

有關詳情請瀏覽國際交流活動網頁 

  

香港基督少年軍步操儀仗隊招募 (更新日期：15-01-2010) 

隨著香港基督少年軍不斷發展，以及香港回歸祖國後需要出席不同的典禮，故此步操儀仗隊之成立可支援少年軍出席對外或對內的

典禮活動、於少年軍作步操表演及協助少年軍作宣傳活動。因此我們需要你們的參與，如有興趣，可以瀏覽有關資料並填寫表格傳

真至 3411-8822 或 e-mail 至 ray_yeung@bbhk.org.hk。如有疑問，歡迎致電 3411-8811 與訓練幹事楊樹榮先生(Ray)洽。 

導師參加者表格   隊員參加者表格 

   

2009-10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 (更新日期:20-10-2009)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同樣，神的話語，也是基督徒的屬靈生命的泉源。「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

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 7:37 下-38)」為了鼓勵各隊員養成每天讀經的習慣，讓讀經生活成為他

們生活中重要一環。新一年度的讀經運動現已推出，現誠邀請各分隊隊員、導師一同參與，在讀經上共同彼此努力、支持及鼓勵，

讓大家更明白神的話語。 

有關讀經運動的詳情可按此參閱。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戴詩琳(Stephenie)聯絡。 

〈訓練消息〉 
見習導師分隊招募 2010 年度隊員 (最後召集) (更新日期：14/07/2010) 

見習導師分隊現正招募新一屆隊員，有興趣之人士請於 7 月 28 日前遞交報名表。面試將安排在 8 月 2 日晚上 7:30 在總部舉行。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及拓展部同事查詢。 

 

申請會長章及投考創辦人章通告 (更新日期：14-07-2010) 

本年申請會長章及投考創辦人章之的截止申請日期已上載於獎章考核資訊內，如欲知道更多詳情，請按入 

 

國際知識章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4-07-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國際知識章課程大綱，並即時生效 (惟進行中的國際知識章可按依照舊的課程

大綱內容繼續進行)。   下載新的課程大綱 

  

7-8 月導師課程推介（更新日期：30-6-2010) 

訓練及拓展部在 7-8 月將舉辦以下導師課程： 

步操教練覆修工作坊 

高級組導師工作坊 

香港攀山總會山藝助教工作坊 

創辦人章諮詢導師工作坊 

  

招攬 “應屆中五會考生”參予挪亞方舟舉辦之:互撐行動@方舟 ~~~ 海陸空隊制挑戰賽 

日期︰12/7 (星期一) 及 19/7 (星期一) 

活動收費︰全免 (包括簡單午餐,指定交通)  

活 動 目 標: 

- 讓應屆中五會考生擁有毅力與自信, 面對人生的挑戰 

- 為應屆中五會考生打打氣 

http://www.bbhk.org.hk/?id=476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GOH_reg_form.pdf
mailto:ray_yeung@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GOH_officer_reg_form_v.2.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GOH_boy_reg_form_v.2.pdf
http://www.bbhk.org.hk/?id=133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2_org_unit/8_officer_cadet/2_8_join_app_form.pdf
http://www.bbhk.org.hk/?id=429
http://www.bbhk.org.hk/?id=520
http://www.bbhk.org.hk/?id=506
http://www.bbhk.org.hk/?id=329
http://www.bbhk.org.hk/?id=329
http://www.bbhk.org.hk/?id=329


 Forms(包括: 活動內容/報名表格/ 責任聲明) 

現正接受報名 !!!!       截止日期:02/07/2010  

查詢及報名: 

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訓中心 

電話: 3411 8811 傳真: 3411 8822 電郵: Irene_chi@bbhk.org.hk  

聯絡人: Irene Chi 

****************************************************** 

隊員暑期訓練推介 （更新日期：26-05-2010） 

訓練及拓展部在今年暑期特別為各中級組隊員設計了多個專章訓練課程及訓練活動，讓隊員能夠渡過充實又豐足的暑假： 

專章訓練推介 

軍樂課程（軍號、軍鼓及風笛一級章訓練課程）*特別推介、獨木舟一級章訓練課程、 

國際知識 1、2、3 級章 (港澳基督少年軍隊員交流計劃)*尚餘少量名額 

 訓練活動推介 

B Days’ Plan、高空繩網基礎訓練班  

 

 

低碳教育之旅 (更新日期：25-5-2010) 

2010 夏日兒童體驗日營之~~”低碳教育之旅”  (現正開始接受報名!!!!) 

挪亞方舟於七月至八月將舉行一年一度”的夏日兒童體驗日營” 

為孩子歡度一個既充實又愉快的假期,本年度的日營將以”低碳教育之旅”為主題, 透過各種互動遊戲和不同的領袖訓練,, 讓孩子瞭

解何謂低碳生活, 學習獨立及與別人相處之道, 從而培養良好品德, 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暑期活動!!! 

有關資料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市場及傳訊幹事池碧君小姐(Irene)聯絡。 

欲知更多資料, 請見附頁精彩詳情及報名表  

(報名辦法: 下載指定表格,並按報名指示申請)  

 精彩詳情及報名表 

  

 2010 年各科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19-5-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本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 2010 年的各科教練委任名單，委任狀將於 6 月 27 日導師日聚餐內頒發，請各位獲委任

教練於 5 月 31 日前將填妥回條傳真至 2761 3474，以便安排頒發委任狀(已透過各委員會／分隊報名聚餐之教練，亦需遞交本

回條)。 

有關導師日聚餐之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曾子峰先生聯絡。有關委任狀之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

煜明先生 (Victor) 聯絡。欲知更多導師日聚餐資料，請瀏覽：http://www.bbhk.org.hk 2010 年委任教練名單  回條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POSTER-%E4%BA%92%E6%92%90%E8%A1%8C%E5%8B%95%40%E6%96%B9%E8%88%9F.jpg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Application_Form-%E4%BA%92%E6%92%90%E8%A1%8C%E5%8B%95%40%E6%96%B9%E8%88%9F.jpg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E6%B4%BB%E5%8B%95%E8%B2%AC%E4%BB%BB%E8%81%B2%E6%98%8E-%E4%BA%92%E6%92%90%E8%A1%8C%E5%8B%95%40%E6%96%B9%E8%88%9F.pdf
mailto:Irene_chi@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id=529
http://www.bbhk.org.hk/?id=529
http://www.bbhk.org.hk/?id=529
http://www.bbhk.org.hk/?id=529
http://www.bbhk.org.hk/?id=275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band.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2d34e957df262a193ce9f98c07f27498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band.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2d34e957df262a193ce9f98c07f27498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E4%BD%8E%E7%A2%B3%E6%95%99%E8%82%B2%E4%B9%8B%E6%97%85-application-form.pdf
http://www.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insturctor_name_list_2010.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reply_sheet_10.pdf


2009-2010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名單 (更新日期：19-5-2010)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證書將於 6 月 27 日導師日聚餐內頒發，請各學員於 5 月 31 日前將填妥回條傳真至 2761 3474，以

便安排頒發證書事宜(已透過各委員會／分隊報名聚餐之導師，亦需遞交本回條)。 

有關導師日聚餐之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曾子峰先生聯絡。有關證書之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活動工作員麥

婉盈小姐 (Elaine) 聯絡。 

欲知更多導師日聚餐資料，請瀏覽：http://www.bbhk.org.hk 

OBTC 證書頒發名單  回條 

 

40 屆 OBTC 荊火之旅相片收集 (更新日期：12-05-2010) 

 現向各導師收集 40 屆荊火之旅的活動相片，詳情可按此查閱。 

 

訓練及拓展部網頁更新通告 (更新日期：23-04-2010) 

訓練及拓展部網頁現正更新中，請按入以下項目瀏覽最新資訊：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分隊/隊員訓練及活動 

隊員交流活動 

總部考核 

如對網頁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致電 3411 8811 與活動工作員麥婉盈(Elaine)聯絡 

 

2009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截止日期 (更新日期：08-04-2010)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證書將於 6 月底舉行的導師日聚餐頒發，凡於 201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整個課程，並遞交實習功課

之學員，證書將安排在 6 月底頒發。未能於上述限前完成之學員，將安排在下一年度導師日領取證書。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活動工作員麥婉盈小姐 (Elaine) 聯絡。 

OBTC 證書頒發名單 

 

暑期隊員訓練計劃 (更新日期：10-03-2010) 

   

遠足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6-0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遠足章課程大綱，是次修訂主要為：1. 遠足一級章訓練以教授一日遠足技巧

為主；2. 調整了部份內容的教授次序。 

 修訂了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惟現正進行的遠足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2010 年 12 月舉行的總部

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遠足教練及分隊導師留意。 

 訓練學校將於 3 月舉行「遠足教練覆修工作坊」，歡迎各教練出席。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

聯絡。 

 

延長暫停借用露營物資（更新日期：26-02-2010） 

臻訓中心及總部將延長暫停借用露營物資至 2010 年 3 月 21 日，該段日子將暫停借用任何物資，敬希垂注。 

http://www.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OBTC_Pass_list_0910_27_5_2010_.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reply_sheet_10.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collec_camp_photo.pdf
http://www.bbhk.org.hk/?id=114
http://www.bbhk.org.hk/?id=331
http://www.bbhk.org.hk/?id=275
http://www.bbhk.org.hk/?id=529
http://www.bbhk.org.hk/?id=388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OBTC_Pass_list_0910.pdf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Mauca_03.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884413a50af8f3a28ec700b0ee59a279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Mauca_03.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884413a50af8f3a28ec700b0ee59a279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B_day_02.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519c1484dbe31a305079eb0c1a2bb5b0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cc_03.jpg&width=800m&height=600m&bodyTag=%3Cbody%20style%3D%22margin%3A0%3B%20background%3A%23fff%3B%22%3E&wrap=%3Ca%20href%3D%22javascript%3Aclose%28%29%3B%22%3E%20%7C%20%3C%2Fa%3E&md5=4dbb263afed7a7fa5dad70e4ca02ab38
http://www.bbhk.org.hk/?id=83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instructor_workshop.pdf


有關教練委任新的程序安排（更新日期：06-01-2010） 

為回應部份教練、導師反映教練委任程序不清晰，訓練委員會於 2009-2010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新的教練委任程序。凡於 2010

年以後符合教練委任資格之導師須填寫「教練申請表」，並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交回臻訓中心轉交訓練學校處理。是次教練委任程

序之更新，並不影響現役委任教練的資歷。 

此外，訓練委員會也於該次會議中通過，將「小隊長導師（NCO Trainer）」改名為「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並納入為香港基督

少年軍其中一科的教練科目。 

欲知更多教練委任事宜，可下載「各科教練委任文件」、「教練申請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Victor)聯絡。 

 

招募青少年單車安全大使 (更新日期:21-12-2009) 

道路安全議會計劃推行單車安全大使計劃，參加計劃的中級組隊員將接受相關單車安全知識訓練，並在日後的單車安全推展活動

中，肩負青少年單車安全大使的職責，協助推廣單車安全，道路安全議會邀請本會中級組隊員成為單車安全大使，凡接受訓練並通

過考核之隊員可獲贈 Bellsolar 牌單車安全頭盔，欲查詢更多是次單車安全大使資料, 請按入,報名表 

單車安全大使的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0 年 1 月 5 日 ,如有任何查詢 ,  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聯

絡  

 

2010 年總部考核資訊 (更新日期：09-12-2009) 

2010 年總部考核時間表已上載網頁，請按入。 

投考創辦人章消息 (更新日期：01-12-2009) 

創辦人章的投考資訊已上載網頁內，欲查詢有關詳情請按入 

〈分區消息〉 

各區導師聚會 

地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聚會形式 
負責導

師 

聯絡同

工 

港島 待定 待定 待定 
導師加油

站 
曹志能 戴詩琳 

九龍

東 
30/5(日) 下午 5:30-7:30 163 分隊隊址 

導師分享

會 
馮肇彬 吳惠敏 

九龍

中 
11/9(六) 晚上 7:00 53 分隊隊址 導師團契 湯建聲 曾子峰 

新九

西 
6/8(五) 晚上 7:30 210 分隊隊址 導師團契 黃家榮 陳劍琴 

新東

北 
17/6(四) 晚上7:30-9:00 282 分隊隊址 

導師祈禱

會 
張佩蘭 吳惠敏 

分區化計劃 

 

五區正式成立及區委員會手冊 (更新日期：04-09-2009) 

經過年半至三年的試辦階段，五區已按執行委員會早前所訂定，於 2009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並於 11 月 7 日 50 週年感恩聚餐當

晚舉行五區成立典禮。五區的正式名稱為：香港島及離島區、九龍東區、九龍中區、新界西及九龍西區、新界東北區，而於去年所

修定的《試辦區委員會手冊》(第二版) 現已更新為《區委員會手冊》，有關手冊內容及相關指引，請登入資料下載(按此)；有關各

份表格，請登入表格下載(按此)。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Emily)女士聯絡。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Guidline_of_instructor.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instructor_application_form_09-10-2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information_bicycle.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applciation_bicycle.doc
http://www.bbhk.org.hk/?id=409
http://www.bbhk.org.hk/?id=429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L=0
http://www.bbhk.org.hk/hqform/?L=0


五區交流會相片（更新日期：29-10-2008） 

按圖瀏覽活動相片  

 

分區化經驗整理報告 (更新日期：08-10-2008)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2008-2009 年度第一次會議)正式接納由分隊工作委員會呈交之「分區化經驗整理報告」，並通

過報告內之各項建議，有關報告請按此。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Emily)女士聯絡。

各區活動 

請按以下連結： 

  

  

成立及立願典禮 (更新日期: 12-07-2010)  

 典禮 分隊 分區 日期 時間 所屬單位 備註 

立願 275 新九西 24/7(六) 上午 9 時 30 分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澤村澤辰

樓地下 B 及 C 翼) 

出席委員: 

黃家榮先生 

( 區 助 理 指 揮 官

（關顧）） 

立願 253 九龍中 1/8(日) 上午 9:00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 

  
(土瓜灣北帝街 10-16 號一

樓) 

事工分享: 

  

曾子峰先生 

(發展幹事) 

立願 66 新九西 8/8(日) 待定 基督教深井靈光堂 

  
(新界青山公路 13 咪) 

  

立願 96 九龍東 22/8(日) 下午 3:00 基督教會加利利堂藍田堂 

  
(九龍觀塘秀明道秀茂坪村-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立願 97 九龍中 29/8(日) 下午 3:00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城亞皆老街 206 號) 

  

立願 200 九龍東 18/9(六) 待定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匯景花園匯景廣場 6 樓平

台) 

  

立願 242 九龍中 12/9(日) 待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會宣中堂 

  

(九龍城富寧街 2 號) 

  

立願 216 九龍中 12/9(日) 上午 11:00 紅磡浸信會 

  

(蕪湖街 70-74 號潤達商業中

心 2 樓 A 室及 C 室) 

事工分享: 

  

曾子峰先生 

(發展幹事) 

立願 57 新九西 17/10(日) 上午 11:00 以馬內利浸信會 

  

(長沙灣幸福街 1 號) 

  

立願 145 新東北 17/10(日) 下午 3:00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新界粉嶺欣盛苑商場地下) 

  

http://www.bbhk.org.hk/234/?L=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DistrictReport.pdf
http://www.bbhk.org.hk/hki/?L=0
http://www.bbhk.org.hk/hki/?L=0
http://www.bbhk.org.hk/ke/?L=0
http://www.bbhk.org.hk/kc/?L=0
http://www.bbhk.org.hk/kc/?L=0
http://www.bbhk.org.hk/nkw/?L=0
http://www.bbhk.org.hk/nkw/?L=0
http://www.bbhk.org.hk/nne/?L=0


請填妥以下資料，通知總部立願禮日期 

〈外間消息〉 
欣悅 e 會員通訊(更新日期:23-06-2010) 

 本會會員凡出示本會所發出有效之基督少年軍證件, 均可免費申請成為欣悅坊會員，會員購物可享八折優惠。 

下載: 欣悅 e 會員通訊(2010-06) 

   

香港志願者協會誠邀提名會員成為 2010年廣州亞運會、亞殘運會香港賽會志願者事宜 (更新日期︰

23-6-2010) 

為讓我們的奧運精神延續下去，滿足香港志願者參與亞運、服務亞運的願望，香港志願者協會承亞組委志願者部的委託，在港開展

志願者招募工作。希藉此機會，充份發揮香港毗鄰廣州的地域優勢，進一步促進港澳與祖國的聯繫。 

詳情請參閱 「亞運會志願服務簡介」；如欲報名請按此下載報名表格。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請向香港志願者協會副主席林亨利先生（電話：9248 9690） 

或副秘書長蘇凱恩小姐查詢（電話：9261 1191）。 

 

《傳奇‧追夢‧再說愛》ACM 音樂佈道會 5 月份資訊 (更新日期︰07-06-2010) 

聚會詳情 

日期 題目 內容 信息分享 見證嘉賓 時間 

8 月 27 日 信之傳奇 音樂人信心傳奇 陳如炳牧師 陳芳榮、蘇如紅 晚上八時 

8 月 28 日 想‧盼望@追夢少 

年 2010 

青少年的夢想與盼望 陳恩明牧師 正生書院前學員 

現受訓同工黃美詩 

下午五時 

8 月 29 日 家鹽家操家點愛 家庭中的愛 蘇穎睿牧師 張崇德、劉美娟 下午五時 

*註：8 月 28 日《想‧盼望@追夢少年 2010》聚會開始前 15 分鐘有 hip hop dance 表演，歡迎提早入場觀賞。 

票務詳情 

4 月份資訊已經向大家發放了有關票務的資訊，歡迎於 www.hkacm.org 下載優先訂票表格，填妥後傳真(2753 0416)或電郵

(hkacm@hkacm.org)至 ACM，收到表格後，ACM 將電郵/致電向您確認收到表格(請填妥聯絡電郵及電話方便聯絡)。煩請注意，

優先門票數量有限，售完即止。由於每區段預留座位有限，如欲得到最佳觀賞效果，請從速訂票！訂購門票 8 張以上，座位或需分

開。三歲以下兒童恕不招待。 

  優先訂票計劃 城市電腦售票網 

每張 $35 $50 

同場 10 張或以上 $25 $40 

售票日期 即日至 7 月 20 日 7 月 27 日至聚會開場 

學生、長者、傷殘人士 一律$25 

贈票計劃  

ACM 的贈票計劃得到很好的迴響，很多熱心傳福音的機構同工計劃邀請一批又一批的服務使用者與家屬蒞臨。三場聚會由於很多

服侍有需要人士的教會/老師來電查詢，ACM 希望佈道會能接觸更多人，因此 ACM 現在擴展我們的贈票對象，舉凡學校/教會/機構

服務經濟上有需要人士者，歡迎致電 2757 7028 梁小姐查詢有關計劃詳情。  

如果你認識熱心基督徒在教會/學校/機構服務，請你將這個好消息傳達與他們。  

同時，因著製作聚會的成本預算約達$400,000.00(四十萬港幣)，懇請為 ACM 代禱。今年特設贈票之舉出於主的智慧，只憑信心，

如你禱告後被主感動，請到 www.hkacm.org 下載奉獻回應表，填妥後連同入書紙或支票傳真或寄回 ACM。(請標明「2010 聚會

奉獻」) 

 代禱事項  

ACM 急需你的代禱。隨著佈道會的逼近，需要也隨之增加。 

1. 求主將智慧力量加給 ACM 同工，隨著佈道會逼近，同工工作量將繼續增加。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charissquare_news_2010-06_.jpg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6_link/%E4%BA%9E%E9%81%8B%E6%9C%83%E5%BF%97%E9%A1%98%E6%9C%8D.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6_link/%E5%BF%97%E9%A1%98%E8%80%85%E5%A0%B1%E5%90%8D%E8%A1%A8.doc
http://www.hka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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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與能力籌備各台上、台下的事務；  

3. 求主賜福各講員及見證嘉賓，蒙主保守平安，事奉有力；  

4. 求主使 ACM 團隊同心合意，一同為主得人；  

5. 求主使眾教會體會主拯救靈魂的心腸，在愛中為未信者代禱，更多弟兄姊妹樂意領人赴會。  

6. 求主預備福音對象的心，並為他們開路，使他們能以赴會；  

7. 為 ACM 辦公室代禱。從前天花石屎曾無故剝落。現隔鄰單位裝修鑽牆，籌辦佛教誦經場所，求主保守。  

8. 求主保護同工，現在出入均需非常小心，我們需要不斷提醒工人垂吊重物前必須通知路人，免生危險。有同工曾被空竹籮

擲中，幸未受傷。  

廸士尼賞義工行動 (更新日期:19-04-2010) 

活動目的: 「廸士尼賞義工行動」旨在推動香港市民服務社會，共健和諧社區。由即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凡完成 8 小時或以上義

務工作的登記義工，經大會核實後，即有機會獲得香港廸士尼樂園一日免費入場門票乙張。大會更特設獎項嘉許表現出色的家庭義

工，以響應香港政府提倡的開心家庭運動。詳情請瀏覽計劃網頁 www.avs.org.hk 。 

「廸士尼賞義工行動」由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其分三階段，每段設一服務主題，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主辦單位: 義務工作發展局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27 3825 與義務工作發展局項目主任曾惠玲女士或助理陳曉偉先生聯絡。 

 迪士尼青少年團隊活動計劃（更新日期：22-01-2010）  

 香港迪士尼樂園現正舉各青少年團隊合作，舉辦「迪士尼青少年團隊活動計劃」，活動的目的是使用樂園的設施，為青少年籌備

一個富教育意義的學習體驗。 

活動適合各組別隊員與導師一同參與，參加者可於半天的學習體驗後，到樂園內遊玩至關園後離開，參與計劃費用比購買入場門票

便宜，每十五名隊員參與更可獲一位導師免費。 

請到以下網址瀏覽詳情及報名：www.hongkongdisneylandyouthprograms.com 

   

招募義工   

 

服務機構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511 2235 查詢 或瀏覽 https://www.giveaday.hk/php_login_test  

  

服務機構   ：扶康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745 4214 與黎詠儀小姐 或 2215 6308 與劉惠敏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九龍區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歡迎致電 27881638 或 93725466 或電郵至 bobby@yha.org.hk 與協會高

級主管(義工事務及主要團體)Bobby Leung 聯絡或瀏覽 www.yha.org.hk 。 

http://www.avs.org.hk/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youthprograms.com/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youthprograms.com/
https://www.giveaday.hk/php_login_test
mailto:bobby@yha.org.hk
mailto:bobby@yha.org.hk
http://www.yha.org.hk/


  

服務機構   ：基督教勵行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上午 

地點           ：港島區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716 8864, 傳真至 2362 0046 或電郵至 vol@christian-action.org.hk 。 

  

 服務機構   ：影音使團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209 6296 / 2209 6215 與城市宣教部同工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423 5064 (陳清華同工) 或 2428 2211 (李詩敏小姐) 聯絡。 

  

服務機構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新界區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661 9586 或電郵 carrieli@nwsc.org.hk 與李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靈實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703 3371 與鄭美倫小姐或 2703 3284  與鄧建聰先生聯絡。 

   

服務機構   ：仁濟醫院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452 9534 與黃小姐(Debbie)聯絡。 

 服務機構   ：護苗基金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 

地點           ：港島區 

服務內容    ：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889 9921 與曾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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