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0 年 1 月 20 日)  

〈總部消息〉 
委員會 / 小組會議 (更新日期：18-01-2010) 

會議 日期 時間 地點 聯絡人 

訓練委員會 2010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晚上 7:00  總部 朱煜明 

少友董事會 20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晚上 7:00  總部 湯惠賢 

分隊工作委員會 2010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 晚上 7:30  總部 劉家輝 

賣旗日籌備委員會 2010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 晚上 7:00  總部 林靜汶 

執行委員會 2010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晚上 6:30  YMCA 劉德就 

             

佩戴「五十週年紀念章」期限 (更新日期：19-01-2010) 

根據「五十週年紀念章佩戴指引」，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獲許可於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期間，於穿著制服時

佩戴「五十週年紀念章」，以示慶祝。現通知各成員由 2010 年 2 月 1 日起，不得佩戴「五十週年紀念章」於制服上。敬請留意！ 

 

澳門基督少年軍第二分隊十週年感恩主日崇拜暨立願禮 (更新日期：18-01-2010) 

澳門基督少年軍第二分隊將於 2010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早上 11:00 至 1:00 假澳門浸信教會(澳門白馬行 41 號)舉行十週年感

恩主日崇拜暨立願禮，誠邀各分隊出席，共證主恩！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18-01-2010) 

詳情請按此參閱。 

 

同工休假 (更新日期：14-01-2010) 

 副總幹事陳美珊(Emily)將於 2010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至 1 月 23 日(星期六)休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總幹事吳淑玲安排。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往 angel_ng@bbhk.org.hk 與吳淑玲聯絡。 

 發展幹事曾子峰將於 20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至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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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幹事吳惠敏將於 2010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至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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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助理周燕雯於 2010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至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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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衣缺貨事宜 (更新日期：14-1-2010) 

天氣漸冷，各隊員及導師對毛衣需求急增，導致「導師毛衣 M 碼」暫時缺貨，該款毛衣將於 1 月尾返貨。現歡迎各分隊先預訂

毛衣，待返貨之後，BB SHOP 同工高帶好女士(Jenny)將立即通知各分隊。若對各分隊構成任何不便，本會及 BB SHOP 在此

致歉，敬請原諒。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 BB SHOP 同工高帶好女士(Jenny)聯絡。 

 

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07-01-2010)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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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期至 3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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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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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05-01-2010) 

本會於國際營營地內拾獲下列失物，如欲認領，請電 2714-9253 與行政幹事梁潔儀(Bella)聯絡。若三個月(即 4 月 4 日)後仍未

有人領回失物，本會有權作出任何處理。 

上水展能運動村： 水壺三個、毛巾、雨傘、牙膏牙刷套裝、電筒六支、淺橙色梳、第 7 分隊四十週年電話繩、專章、BB 紀念

襟章、粉紅色小馬飾物、童軍繩、波鞋、少量金錢 

青協大網仔西貢營： 軍綠色長褲、深藍色外套、黃色 T-shirt、白色外套、BB Sportsman 襟章、BB 服務年章、水壺、獎章扥 

烏溪沙青年新村：水樽六個、帽、雨傘、銀包、八達通、毛巾、冷帽、風褸、T-恤、綫衫、獎章扥連專章、手鏈、耳筒 

 陶源酒家：眼鏡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2009 年第三季 (更新日期：05-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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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Asia (更新日期：18-12-2009) 

Across Asia(11 至 12 月)雙月刊經已出版，詳情請按此瀏覽或可到資料下載頁下載檔案。 

 

2010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08-12-2009) 

2010 年行事曆己更新，詳情請按此瀏覽。 

 

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10-11-2009) 

本會於聚餐場地內拾獲一個呔夾，並於大會操場地內拾獲一條腰鏈及兩個專章，如欲認領，請電 2714-9253 與行政幹事梁潔儀

(Bella)聯絡。若三個月(即 2 月 9 日)後仍未有人領回失物，本會有權作出任何處理。 

 

總幹事隨筆─為難 (更新日期：02-11-2009) 

 詳情請按此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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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優惠(更新日期:12-8-2009) 

感謝天父的供應! 為了讓各會員享受更多不同的會員優惠，本會邀請不同的公司/商店/機構提供各類型的會員優惠，有關的詳

情，可按此參閱。在此感謝各公司/商店/機構提供優惠給予本會會員。 

如有任何公司/商店/機構樂意提供不同會員優惠，歡迎賜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戴詩琳(Stephenie)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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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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資助—清貧學生資助計劃 2009-2010 年(更新日期：01-04-2009) 

會已成功獲得教育局撥款，在經濟上資助一些清貧的學生購買制服配件。凡就讀於本港小學及中學之隊員符合資格者，均可透

過分隊申請有關資助。詳情請參閱以下有關文件。下載附件：清貧學生資助計劃 2009-2010 年申請詳情, 清貧學生資助計劃申

請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部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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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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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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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凝燃愛券外銷 （更新日期：15 - 01 - 10） 

雖然我們今年成功爭取到 5 月 8 日賣旗的機會，但五十週年各項活動的龐大支出，令我們的財政面臨壓力。現積極呼籲分隊參

與凝燃愛券街頭外銷活動（可銷售至 31-1-2010），還有約兩個星期作最後努力，希望能多籌集資金舒解財赤，十分感謝！ 

日期：23, 24, 30, 31（星期六及日） 

時間：13:00 - 18:00（自由選擇時間） 

地點：金鐘站、香港仔、灣仔站、銅鑼灣站（只有 24/1）、太古站、油麻地站、九龍塘站、葵芳站、荃灣站 

查詢：2714 5400（公關及籌款幹事林靜汶小姐） 

電郵：man_lam@bbhk.org.hk 

 

BB 賣旗 508  全程投入百分百 （更新日期：14-01-2010） 

我們又再一次見證神的大能。祂讓我們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 (星期六)於全港 進行賣旗籌款。今次籌款目標，我們期望能 招

募 7500 名義工 及籌得  港幣 250 萬元，所籌得之一分一毫，為開展青少年品格培育服務及為未來總部會址儲備經費之用，讓

少年軍運動在港發熱發亮。 

按此下載分隊賣旗義工招募信 

按此下載分隊賣旗意向回條 

 

 
 

香港基督少年軍步操儀仗隊招募(更新日期：1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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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舉辦-「2010-11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更新日期：05-01-2010） 

本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現正接受提名申請。所有香港基督少年軍 18 至 24 歲*隊員、上士及導師均可參加，成功被提

名之申請人將有機會獲民政事務局邀請，以香港青年大使身份訪問英國、愛爾蘭、新加坡或日本。（*註：出生於 1986 年 3 月

31 日至 1992 年 4 月 1 日） 

如有意申請參加此計劃，請於 2010 年 1 月 18 日前填妥「香港基督少年軍-2010-11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申請表格，並以電

郵(develop@bbhk.org.hk)或傳真(27613474)回覆總部（制服團隊部）。 

有關申請詳情，請按此下載。  

亦可瀏覽大會綱頁： 

http://www.coy.gov.hk/chi/exchang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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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FD_12_1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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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b89009af926c9a30d5650e83b62ce7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eID=tx_cms_showpic&file=uploads%2Fpics%2FFD_12_1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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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b89009af926c9a30d5650e83b62c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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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HK_IYEP_2010.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BBHK_IYEP_2010.doc
mailto:develop@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BBHK_IYEP_2010.doc
http://www.coy.gov.hk/chi/exchange/index.htm


50 週年紀念活動 ─ 攝影比賽結果公佈 (更新日期: 28-12-2009) 

 冠軍: 何家旗 (67) 

亞軍: 馮皓昕 (AU) 

季軍: 曹志能 (HKI) 

優異獎:方煒灝 (52)、何鴻熙 (67)、李澤民 (150)、江振文 (216)、陳諾思 (224)、李嘉輝 (74, 125) 

 評審準則：  主題的表現、影像的創意、拍攝的技巧、畫面的構圖、色彩的顯現 

作品題目：  This is BB life (這就是基督少年軍生活) 

作品用途：  所有入團作品將會於 2009 年 12 月國際營中展出，得獎作品有機會製成 BB 產品。 

獎項： 

  

  

  

  

  

 *免費跨越奇園高空繩網活動 

日期；2010 年 2 月 27 日 

時間：14:00-17:00 

地點：馬灣挪亞方舟跨越奇園 

交通：自行安排 

備註：參與活動者必須為基督少年軍導師或隊員 

                        

英國尋根之旅團員分享 (更新日期：27-10-2009) 

旅程完滿結束後一眾團員將他們寶貴的經歷化成文字與大家分享。請到此處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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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隊獨享—馬灣「挪亞方舟」入場套票優惠(更新日期：19-06-2009) 

臻訓中心推出專為分隊而設的馬灣「挪亞方舟」入場套票優惠，詳情按此查看。 

  

冠軍一名 免費跨越奇園高空繩網活動名額 30 個* 

亞軍一名 免費跨越奇園高空繩網活動名額 20 個* 

季軍一名 免費跨越奇園高空繩網活動名額 10 個* 

優異獎五名 精美禮品一份 

http://www.bbhk.org.hk/uktrip/?L=0
http://www.bbhk.org.hk/?id=133
http://www.bbhk.org.hk/434/?L=0
http://www.bbhk.org.hk/434/?L=0
http://www.bbhk.org.hk/?id=434


〈訓練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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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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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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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日) 下午 5:30-7:30 待定 導師分享會 馮肇彬 吳惠敏 

九龍中 19/9(六) 晚上 7:00 195 分隊隊址  

(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導師團契 

(主題：隊員情緒處理工作坊) 

湯建聲 鄭嘉豪 

新九西 27/2(六) 晚上 6:00-9:00 57 分隊隊址 導師團契 BBQ 黃家榮 

陳智偉 

曾子峰 

新東北 23/10(五) 晚上 7:30-9: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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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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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2010) 

 典禮 分隊 分區 日期 時間 所屬單位 備註 

立願 152 九龍東 24/1(日) 上午 10:30(檢閱) 

上午 11:15(立願)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順安堂 

 (九龍觀塘順安村迦密梁省德學校八樓) 

事工分享 

劉家輝先生 

(制服團隊部主管) 

立願 262 新九西 24/1(日) 上午 9:00(檢閱) 

上午 9:30(崇拜)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麗瑤堂 

(葵涌麗瑤村葵涌循道中學) 

事工分享: 

鄭潔瑩女士 

(區助理指揮官) 

立願 215 新九西 31/1(日) 上午 11:00 基督教宣道會宣福堂 

 (元朗福德街 56 號精英大廈 2A) 

事工分享 

劉家輝先生 

(制服團隊部主管) 

立願 55 九龍中 31/1(日) 上午 10:00 新希望浸信會 

(九龍紅磡崇安街 17 號陽光廣場二樓 J

室) 

事工分享: 

鄭嘉豪先生 

(發展幹事) 

  

出席委員: 

黎志偉先生 

(區助理指揮官 

(活動)) 

http://www.bbhk.org.hk/234/?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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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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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nne/?L=0


立願 201,268 港島 31/1(日) 上午 11:00 筲箕灣崇真學校、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

箕灣堂 

(香港筲箕灣巴色道 4 號) 

事工分享 

戴詩琳女士 

(發展幹事) 

  

出席委員: 

談允中先生 

(區副指揮官 

(分隊)) 

立願 206 港島 31/1(日) 上午10:00(頒章禮) 

上午11:00(立願禮)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香港銅鑼灣東阮道 7 號) 

事工分享: 

陳美珊女士 

(副總幹事) 

立願 213 港島 31/1(日) 上午 11:00 銅鑼灣浸信會 

(香港英皇道 61-65 號(永興街口)二樓) 

  

成立 

(新增)幼

級組 

105 九龍東 6/2(六) 上午 11: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西貢堂  

(新界西貢普通道 19 號 E) 

事工分享 

韓家俊先生 

(區副指揮官) 

成立 

(新增)中

級組 

238 新東北 6/2(六) 下午 6:00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新界大埔汀角路 7 號) 

事工分享 

馮聖華先生 

(區指揮官) 

立願 237,273 新東北 6/2(六) 下午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馬鞍山恒明街 11 號) 

事工分享: 

陳美珊女士 

(副總幹事) 

立願 82 新東北 7/2(日) 上午 9:00(檢閱) 

上午 10:00(立願) 

沙田平安福音堂 

(沙田瀝源街 7 號沙田娛樂城 1 樓 B) 

  

立願 117 新東北 7/2(日) 上午 9:15 馬鞍山信義學校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村地段 86 號第二

座校舍) 

 事工分享: 

張佩蘭女士 

(區助理指揮官 

(關顧)) 

立願 120 新東北 7/2(日) 上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粉嶺馬會道 270 號) 

事工分享 

吳惠敏女士 

(發展幹事) 

立願 

成立 

(新增)中

級組 

248 九龍東 7/2(日) 上午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

中心 

(清水灣道 55 號彩雲二村保良局陳南昌

夫人小學) 

事工分享: 

陳美珊女士 

(副總幹事) 

立願 266 新東北 7/2(日) 上午 10:30 鳳溪創新小學 

(上水馬會道 19 號 A) 

事工分享 

劉家輝先生 

(制服團隊部主管) 

立願 73 九龍東 28/2(日) 下午 2:45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九龍秀茂坪(中區)社區中心禮堂) 

事工分享: 

吳淑玲女士 

(總幹事) 

立願 235 九龍東 待定 下午 2:30 恩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觀塘秀茂坪秀賢樓地下 B 翼) 

  

立願 239 九龍東 13/3(六) 下午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九龍灣啟樂街 11 號) 

  

立願 

  

51 新東北 14/3(日) 下午 3:00 真理浸信會榮光堂 

(新界沙田沙角街 7-11 號翠華花園二樓

真理浸信會真理堂) 

  



立願 

  

238 新東北 14/3(日) 上午 11:30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新界大埔汀角路 7 號) 

  

立願 38 新東北 21/3(日) 上午 10:00(檢閱) 

上午 11:00(立願)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沙田新田圍村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立願 229 新東北 21/3(日) 上午 11: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71 號真鐸學校) 

事工分享 

吳惠敏女士 

(發展幹事) 

立願 198 新九西 25/4(日) 上午 11:00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

盛堂 

長沙灣幸福街 5 號 (借用聖公會聖紀文

小學禮堂) 

事工分享: 

吳淑玲女士 

(總幹事) 

  

立願 60+

227 

新九西 25/4(日) 上午 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元朗康業街 28 號) 

事工分享: 

陳美珊女士 

(副總幹事) 

  

 

〈外間消息〉 

"聾健職場無疆界" - 就業巡禮 (更新日期:13-01-2010) 

主辦單位：香港聾人協進會 

活動日期：2010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活動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查詢電話：2327 2497 

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news.html 或按此參閱海報。 

 

智樂‧快樂行 2010 步行籌款 (更新日期:13-01-2010) 

主辦單位：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活動日期：2010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活動地點：愉景灣 

活動目的：支持智樂為患病、貧困、成長障礙及資源缺乏的兒童帶來遊戲機會 

查詢電話：2898 2922 

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www.playright.org.hk、單張及海報，並可按此下載團體登記表格。 
 

在晴朗的一天愛家庭–香港家庭選舉 (更新日期:30-09-2009) 

主辦單位：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活動日期：2010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 

截止報名日期：20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六時） 

查詢電話：2463 2381 或 2608 2919 

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www.cubc.org.hk 

 

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 2009/10 年活動及最新資源推介(更新日期：5-6-2009) 

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將提供十一個專題探索活動，其中十個可供中學生參與，涉及課題包括貧與富、全球化、香港貧窮問題、

災害與貧窮、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國際貿易與貧窮、戰爭與衝突等。如欲了解該中心於 2009/10 學年提供之活動及其詳

情，請參看附件一。 

凡整級報名或於本年十月前提交申請者，將享折扣優惠。如欲詳細了解中心報名程序及收費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cyberschool.oxfam.org.hk/iec.php。如有查詢，請致電 3120 5180，與梁詩祺先生聯絡。 

另外，樂施會並推出了三款全新的專題展板，以及兩款可於課堂進行之圖版遊戲，供學校借用或購買，詳情請見附件二。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news.html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hkdeaf_poster.doc
http://www.playright.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WalkingOnAir_Leaflet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WalkingOnAir_poster.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Walking_on_Air_Group_form.doc
http://www.cubc.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Oxfam_1.pdf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iec.php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Oxfam_2.pdf


招募義工   

服務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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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4162 與劉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中聖教會白普理社區服務中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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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電 2701-1847 與黃正傲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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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2886 與張先生 2361-3220 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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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電 2361-3220 與孫凱倫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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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2006 與籌募及傳訊部聯絡。  

  

 服務機構   ：基督教協基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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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2919 與林雅芝小姐/李安琪小姐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地點           ：全港 

服務內容    ：親子售旗 

查詢及報名：分隊如有興趣參與，請自行協調，並致電 2834-6863 與梁何慧怡女士/劉少萍女士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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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5111 與劉家倫先生聯絡。 

   

 服務機構   ：香港復康會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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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4-3010 與王劍豪先生聯絡。  

  

服務機構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日期及時間：20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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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電 2144-6331 與陳業文先生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