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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要出版一本小冊子給擁有豐富基督少年軍經驗的隊牧們，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

事。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目的是要為首次擔任基督少年軍隊牧的同工(包括具有其他青少

年志願團體經驗的同工及教牧)提供資料及導引，同時亦盼望可以作為有經驗之隊牧的

備忘。 

 

 基督少年軍是植根及建基於教會的一項宣教事工。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的主要使命

是推廣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服侍於不同教會、學校及機構成立的分隊，包括統籌訓練

課程、行政支援、團結力量及匯聚人才資源等。 

 

 成為教會的僕人、福音的伙伴，是基督少年軍在一八八三年創立百年以來所致力的

目標。我們一直貫徹「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

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的宗旨，以靈活的模式回應當代青少年和教

會的需要。 

 

 隊牧為基督少年軍分隊(特別是導師)的屬靈領導及牧養者，對分隊的福音使命及發

展方向有著重要及深遠的影響。如果沒有隊牧的鼓勵、支持和參與，基督少年軍便不能

有效地在教會及社區中發揮應有的功用和影響。 

 

 近年基督少年軍運動在香港發展迅速，為配合不同的教會、學校及機構開展基督少

年軍事工的需要，我們增設了副隊牧一職以協助隊牧執行其職務。盼望基督少年軍運動

能繼續發展，讓基督的國度得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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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基督少年軍運動的宣教使命基督少年軍運動的宣教使命基督少年軍運動的宣教使命基督少年軍運動的宣教使命    

 

1.11.11.11.1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宗旨宗旨宗旨宗旨、、、、格言格言格言格言》》》》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 

   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宗旨註釋宗旨註釋宗旨註釋宗旨註釋：：：：1) 帶領青年人認識基督、接受基督，讓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2) 引導年青人學像基督，培養像主耶穌一樣的人格，其中包括服從、虔誠、

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質素。 

 

格言格言格言格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六章十九節) 

 

1.21.21.21.2    基督少年軍起源基督少年軍起源基督少年軍起源基督少年軍起源    

基督少年軍的創辦人威廉‧亞力山大‧史勿夫爵士，年輕時是英國格拉斯哥一間教

堂的主日學教師。他感到傳統的主日學模式難以滿足少年人的好奇心和好動的個性，可

是，除了主日學卻沒有適合他們的團體活動。 

 

史勿夫爵士是一名熱心的義勇軍，他相信把團隊精神和軍事紀律融合在宗教活動

中，將更有助於教導少年人。於是在 1883 年 10 月 4 日，他召集了三十名少年，在格拉

斯哥自由學院教堂舉行集隊儀式，並將這隊定名為「基督少年軍(THE BOYS’ 

BRIGADE)」。於是，歷史上首個少年制服組織便成立了。時至今日，基督少年軍已成為

一國際性宣教運動，在世界各地已有 60 多個國家有基督少年軍組織的成立。 

 

1.31.31.31.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基督少年軍之發展基督少年軍之發展基督少年軍之發展基督少年軍之發展 

香港基督少年軍於 1959年開始在香港發展，核心服務包括：    

♦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截止 2011 年 4月，香港基督少年軍有超過 295 支分隊成立，其中約有 220支為活躍分
隊，總成員有超過 10,000人，分別隸屬於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教會、中學、小學、幼稚
園、國際學校、特殊學校、青少年中心、家庭服務中心及弱智人士庇護工塲及宿舍。分
隊每週集隊一次，透過基督教教育、步操、技能教授、體能訓練、社交技巧訓練等，再
配合不同級別的獎勵計劃，使隊員在身、心、靈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培養他們成為愛
主的基督徒、青少年領袖及社會中的良好公民。 

♦ 訓練及拓展服務訓練及拓展服務訓練及拓展服務訓練及拓展服務    

轄下單位包括臻訓中心及訓練學校。前者專門為少年軍導師、隊員、學校、教會、機構
及商界員工提供多項專業培訓服務，內容包括領袖潛能、團隊溝通、品格培養、個人成
長等。中心更負責提供挪亞方舟跨越奇園之繩網及歷奇活動。而訓練學校是本會一個集
訓及退修的營地。除了提供各項訓練服務，我們近年更致力與各公司/機構共同策劃合
作計劃，回饋社會。 

 

♦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為本地中學提供駐校專業輔導服務，支援青少年及其家庭之社交心理需要。 

 



2. 2. 2. 2. 香港基督少年軍組織香港基督少年軍組織香港基督少年軍組織香港基督少年軍組織    

2.1 香港基督少軍架構圖 

    

    
2.2 總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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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導師 

隊長 

副隊牧 

隊牧 

2.3 分隊導師架構圖 



3. 3. 3. 3. 隊牧及副隊牧之職責與須知隊牧及副隊牧之職責與須知隊牧及副隊牧之職責與須知隊牧及副隊牧之職責與須知    

 

3.1 傳遞異象： 隊牧及副隊牧必須清楚認定並傳遞基督少年軍的宗旨及宣教異象。

（註：於 2007年 9 月 1 日起註冊之隊牧及副隊牧必須完成由總部提供

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理論課之必修部份及選修「隊牧/副隊牧訓

練」課題，以確保隊牧及副隊牧能清楚認定基督少年軍的宣教異象，

已註冊的隊牧及副隊牧亦歡迎補修此課程） 

 

3.2 事工方向： 隊牧及副隊牧必須幫助主辦機構、教會的負責人、分隊導師、會眾或

主辦學校校長、負責老師明白並持守基督少年軍的事工方向；關顧分

隊基督教教育的成效和福音事工的穩定發展，並有計劃地整合分隊和

堂會的事工，以達致彼此配搭的理想果效。 

 

3.3 選任牧養： 隊牧及副隊牧必須負起選任、培育及牧養分隊導師之責，確保導師的

靈命素質，發揮以生命響影生命的事奉精神來培育隊員。 

 

3.4 參與鼓勵： 隊牧及副隊牧應保持與分隊的緊密聯繫，與分隊一起出席總部大型活

動，以表支持和鼓勵。在不影響堂會事工的情況下，隊牧及副隊牧應

盡力鼓勵分隊支持總部活動，發揮合一的美好見證。而隊牧及副隊牧

本身亦應定期參與一些總部及區舉辦的交流聚會，向總部或區反映對

整體事工的意見。 

 

3.5 週年立願： 隊牧及副隊牧應協助分隊訂定每年舉行立願禮及感恩崇拜，立願禮建

議於堂會崇拜或學校特別集會中進行。一方面加強會友或校內師生對

基督少年軍宣教異象的認識，另方面亦讓分隊導師及隊員有反省及在

會眾面前公開立志委身的機會。 

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主持，而副隊牧則須於隊牧及會眾面前立願，

程序可獨立進行或與分隊其他導師同時進行。 

 

3.6 奉獻支持：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在主的祝福和帶領下，近年服侍人數不斷增加，

為了持守基督信仰，實踐褔音使命，必須獲得分隊及其主辦機構或教

會的支持。隊牧及副隊牧於這方面的教導及影響尤為重要。 

 

3.7 架構完整： 每支分隊之運作順暢，有賴各導師的長期互相合作，以弟兄姊妹的愛

心彼此包容和鼓勵，才能建立默契並發揮生命影響生命的果效。每一

支分隊必須長期保持最少有隊牧、隊長及副隊長各一名確保分隊運作

順利，其中必須最少有兩名符合隊長或副隊長資格的註冊導師。 



4. 4. 4. 4. 分隊結構分隊結構分隊結構分隊結構        
4.1 4.1 4.1 4.1 導師類別導師類別導師類別導師類別    

凡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人士均可獲委任並註冊成為分隊導師。各分隊主辦單位應按

照下表資格委任各級官階導師，讓導師們各展所能，以神的恩賜各盡其職，於分隊的牧

養、行政、內務及策劃等範疇內互相合作。 

導師官階導師官階導師官階導師官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隊牧隊牧隊牧隊牧    1 名 ♦ 分隊主辦教會、伙伴教會所委任之教牧同工或基督徒領袖；或主辦機構所委任之基督徒同工 
♦ 修畢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理論課之必修部份及選修「隊牧/副隊牧訓練」課題（07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 帶領、鼓勵和協助分隊實踐以堂會或伙伴教會為本的宣教事工。 
♦ 主持立願禮 副隊牧副隊牧副隊牧副隊牧        按需要((((非必非必非必非必要要要要))))    每組別 1 名 （與隊牧之委任資格相同）  ♦ 協助隊牧帶領、鼓勵和協助分隊實踐以堂會或伙伴教會為本的宣教事工。 

隊長隊長隊長隊長    1 名 

♦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已受洗/受浸基督徒 
♦ 為所屬教會或機構之成員 
♦ 已修畢「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 領導分隊 

♦ 協助隊牧策劃及執行堂會藉基督少年軍推展的宣教事工 
♦ 建立和維繫與少年軍總部及其他分隊的緊密關係 

副隊長副隊長副隊長副隊長    1 人或以上 ♦ 與隊長之委任資格相同 ♦ 協助隊長推動分隊工作 
輔助導師輔助導師輔助導師輔助導師    不限 

♦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而在分隊行政或其他方面有所貢獻之任何人士。 ♦ 協助隊長及副隊長推動分隊工作 
「「「「導師註冊注意事項導師註冊注意事項導師註冊注意事項導師註冊注意事項」」」」    *所有分隊導師均須由所屬之教會、學校或機構推薦，並向總部註冊。（隊牧、副隊牧及隊長註冊必須由分隊主辦機構主席或校長簽署，副隊長及輔助導師註冊可由分隊隊牧、副隊牧或隊長簽署代行，註冊表格必須有機構蓋印方為有效。） **開辦男子組別必須有最少一位男導師、開辦女子組別必須有最少一位女導師。若同時開辦男女子組別則必須有最少一位男導師及一位女導師，以便作個人輔導 (幼級組由於隊員年齡較輕，則可按個別情況安排導師男女比例)。 
4.2 4.2 4.2 4.2 隊員組別隊員組別隊員組別隊員組別    

 凡合乎以下資格的男、女青少年，均可參加。各分隊可按其實際情況，分別或同時

開設小綿羊、幼級組、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及融合組。 

 組別  年齡  學制年齡 小綿羊 3-5 幼稚園 

 幼級組   5-8 幼高至小三 

 初級組   8-12  小四至小六 

 中級組   11-18  中一至中七（至 2012 年 8 月） /  中一至中六(2012 年 9 月起) 

 高級組   16-21   中四或以上、毅進計劃、展翅/青見計劃、IVE之證書/文憑/高級文憑課程、副學士/副學士先修課程、大學等 融合組  適合有特別需要之人士（如：弱能人士） 



5. 5. 5. 5. 特別活動特別活動特別活動特別活動    

 

5.15.15.15.1    分隊週年立願禮暨感恩崇拜分隊週年立願禮暨感恩崇拜分隊週年立願禮暨感恩崇拜分隊週年立願禮暨感恩崇拜    

 

5.1.15.1.15.1.15.1.1        週年立願禮之目的週年立願禮之目的週年立願禮之目的週年立願禮之目的    

基督少年軍的分隊在每一個週年紀念時，都會舉行週年立願禮暨感恩崇拜。對於堂

會、導師、隊員和家長來說，這個立願禮都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義。 

首先，開辦分隊的主辦單位藉此向其會友或教師、學生重申成立基督少年軍的目

的，以加強他們對分隊的認識和支持。同時亦可更新堂會以基督少年軍為宣教事工的異

象、肯定導師們過去一年的努力，帶著祝福差遣並以禱告支持導師們繼續委身於基督少

年軍的事奉。 

其次，各導師及隊員有一個反省和立願的機會，而新晉導師和新招募的隊員亦可於

此時進行立願。導師們（包括副隊牧）在神和人的面前接受堂會的肯定、支持和差遣，

並立志委身於青少年福音工作；新舊隊員經歷及體會分隊與堂會的緊密關係，家長分享

子女在基督少年軍中所獲得的成長、成功、接納和支持。 

作為一個隆重和莊嚴的典禮，週年立願禮通常會在主日崇拜或學校特別集會中舉

行，分隊各導師及隊員均必須出席。在籌備立願時，隊牧可獲分隊其他導師的協助，惟

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主持。 

 

5.1.25.1.25.1.25.1.2 週年立願禮的事前準備週年立願禮的事前準備週年立願禮的事前準備週年立願禮的事前準備    

1. 確定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 

2. 與教會牧師/分隊隊牧/學校校長及典禮的有關負責人士，一同商討該日的程序安排。 

3. 可與分隊導師商量，會否安排一些節目（如：圖片展覽、步操表演、軍樂表演、導

師或隊員分享見證、隊員協助崇拜中某些工作）來介紹分隊的情況。 

4. 可印製邀請卡或透過電郵，邀請總部的委員、職員、區代表，其他分隊、隊員家長，

各友好出席觀禮。 

5. 為新導師、新隊員訂製制服。 

6. 檢視現有導師和隊員的制服是否齊整。 

7. 向總部辦事處訂購制服配件、獎章、及申請借用所需物品，如旗座、旗杆、旗頭、

旗套等。（由於部份配件製作需時，請預留最少四星期的製作時間） 

8. 向各導師和隊員講解典禮的程序，並進行綵排。 

9. 若有任何疑問，可向總部發展部同工尋求協助。 

 



5.1.3 週年立願禮之程序建議週年立願禮之程序建議週年立願禮之程序建議週年立願禮之程序建議 

倘若分隊立願禮是安排在主日崇拜中舉行，崇拜可依一貫的程序進行，在內容和主

題信息上，可考慮顧及隊員的需要，及向會眾分享基督少年軍的異象和目標。 

 

如果分隊預備了旗隊進場的儀式，可在崇拜開始時，與崇拜主禮人一同進場，然後

把旗插在原先放好的旗座上，旗座則放在面向講台右邊的台上或台前。旗隊進場時導師

及隊員必須立正。崇拜進行期間，各導師及隊員需與會眾一起，安靜地坐在座位上，一

同參與。立願儀式可安排在講道前後進行，亦可於立願儀式前後安排約５分鐘的事工分

享讓會眾對基督少年軍事工有更深入的了解，此部份可邀請總部同工負責。 

 

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負責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負責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負責主持立願禮必須由分隊隊牧負責主持，立願者分為兩批，先是導師立願，繼而隊員立 

願。    

 

立願禮程序立願禮程序立願禮程序立願禮程序    

首先由隊牧講解立願禮的意義。 

隊牧說：「立願禮是分隊各成員必須參與的儀式；各導師、隊員分別在隊牧和會眾面前

公開立願，表示願意在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中盡上自己的本份及責任。」 

1. 副隊牧、隊長、副隊長及輔助導師立願 (簡稱:導師立願) 

� 各導師在隊牧面前立正(Attention)。 

� 隊牧說：「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隊號)分隊的導師們，你們應認識自己的責

任，是以領袖的身份去領導隊員。你們是否願意在分隊中事奉上帝，推行

基督少年軍的宗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幫助他們實

踐服從、虔誠、守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 導師們同聲回答：「我願意。」 

� 隊牧說：「願上帝賜恩惠給你們，使你們能篤信和持守所許諾的，在所做的

工作上獲得成功。」 

� 隊牧與各導師逐一握手。各導師步回原位，一起(同時)坐下。 

註：分隊可自行發委任書給各導師，由隊牧於立願時頒發。(如有頒發程序，必須以步

操禮儀進行。) 

 

2. 小隊長立願 (有關小隊長資格詳情，請參閱導師手冊) 

� 各小隊長站在隊牧面前立正(Attention)。 

� 隊牧問小隊長說：「各位小隊長，你們在隊長的推薦下擔任此職位，你們是

否願意在上帝的幫助下，忠心支持分隊導師，忠心地履行你們的職責，同

時，在隊友及其他少年人面前，成為良好的模範嗎？」 

� 小隊長同聲回答：「我願意。」 

� 隊牧說：「願上帝賜恩惠給你們去服務他人，使你們成為青年人的榜樣。」 

� 隊牧可分給他們委任書，然後握手。各小隊長步回原位，一起(同時)坐下。

(如有頒發程序，必須以步操禮儀進行。) 

 



3. 各組別現有隊員立願  

� 各隊員站在隊牧面前立正(Attention)。 

� 隊牧問隊員說：「你們作為基督少年軍的隊員，要了解本身的責任，你們是

否願意遵守分隊的紀律，作少年軍的模範，並盡你所能，全心全意去服務

基督少年軍？」 

� 隊員同聲回答：「我願意。」 

� 隊牧：「願上帝賜力量給你們，使你們在分隊中成為傑出的隊員，和主耶穌

的精兵。」 

� 隊牧可選擇與隊員逐一握手或與代表握手。各隊員步回原位，一起(同時)

坐下。 

� 有些分隊安排新隊員及舊隊員同時進行立願，但亦可分開進行，分隊可自

行決定。(如有頒發程序，必須以步操禮儀進行。) 

 

4. 各組別新隊員立願 (＊頒發隊員證件建議＊)  

� 各隊員站在隊牧面前立正(Attention)。 

� 隊牧問各新隊員：「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的隊員，你們是否願意遵守分

隊的紀律，作好基督少年軍應有的榜樣？」 

� 各新隊員同聲回答：「我願意。」 

� 隊牧說：「我現在發給你們基督少年軍的隊員證，願主耶穌幫助你們，使你

們在分隊中成為傑出的隊員，和主耶穌的精兵。」 

� 隊牧將隊員證逐一分發給隊員，與隊員握手(亦可由隊員代表接受)。隊員

領取完隊員證便步回原位，然後一起(同時)坐下。 

 

 

 

 

註： 

♦ 分隊可安排在立願禮前後、主日崇拜或其他場合頒發獎章給隊員。(如有頒

發程序，必須以步操禮儀進行。) 

 

 

 

 

 

 

 

 

 

 

 

 

 



5.25.25.25.2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世界上各地的基督少年軍均公認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為「基督少年軍創辦人紀念

日」。香港基督少年軍亦會在當日舉行全港大會操，接受嘉賓檢閱及頒發榮譽獎章

等。各出席分隊亦會一同參與感恩崇拜。隊牧及副隊牧應以導師身份出席及支持。 

 

 

5.35.35.35.3 週年代表會議週年代表會議週年代表會議週年代表會議    

週年代表會議於每年五、六月間舉行。各基本會員均有投票權，選舉本會最高議事

及執行機關──執行委員會之委員。 

 

    

5.45.45.45.4 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    

總部將不時舉辦各種形式的交流會，鼓勵隊牧及副隊牧彼此交流，分享經驗，互相

鼓勵，同時亦可向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反映對整體事工的寶貴意見。 

 



6.6.6.6. 制服及禮儀制服及禮儀制服及禮儀制服及禮儀    

6.1.6.1.6.1.6.1. 隊牧及副隊牧制服及禮服隊牧及副隊牧制服及禮服隊牧及副隊牧制服及禮服隊牧及副隊牧制服及禮服    ————    「「「「必須參照最新版本之必須參照最新版本之必須參照最新版本之必須參照最新版本之《《《《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可在本會網站可在本會網站可在本會網站可在本會網站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bbhk.org.hk)www.bbhk.org.hk)www.bbhk.org.hk)www.bbhk.org.hk)下載下載下載下載，，，，以下節錄只供參考以下節錄只供參考以下節錄只供參考以下節錄只供參考」」」」    

男導師(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輔助導師及總部職員合用) 
項目 規格 穿著規則 

帽* 導師帽  

帽章托* 

紫色帽章托 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配用紫色帽章托 
紅色帽章托 隊長及總幹事配用紅色帽章托 

黑色帽章托(隨帽附送) 副隊長、輔助導師及總部職員用黑色帽章托 

帽章* 
導師帽章 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及總幹事 

輔助導師帽章 輔助導師 

領章* 團隊領章一對 錨底尖位對正領角 

肩索* 

導師肩索（黑色） 分隊導師配用；掛於左肩，另一端繫於左襟袋 

紅黃藍三色肩索 執委會委員及總部職員配用；藍邊向上 

藍黃色肩索 輔助隊配用；黃邊向上 

藍橙色肩索 見習導師分隊配用；橙邊向上 

領帶 黑色無紋領帶  

皮帶* 導師皮帶  

毛衣* 導師毛衣 夏季：不穿毛衣 

冬季：有需要可加穿毛衣，並於毛衣上加上官階

肩牌。 

官階肩牌* 導師官階肩牌 必須套在恤衫或導師毛衣肩膊上 

名牌* 導師名牌 掛於右襟袋對上位置，名牌底邊緊貼袋頂置中 

恤衫 

白色短袖恤衫（夏季）/白色長袖恤

衫（冬季）；明筒、明鈕、白色鈕；

兩明筒切角信封袋，有三尖蓋開鈕

門，袋及蓋均設有明線；有肩帶，

開鈕門 

冬季：長袖白恤衫衫袖放下 

 

褲 

黑色直腳西裝長褲；前拉鍊，不搭

褲頭；上褲頭，褲耳為 5cm X 1cm；

每邊兩個生摺，直袋兩個；右邊後

袋一個無蓋開鈕門 

 

襪 黑色無花紋有筒短襪  

鞋 
黑色綁帶皮鞋；圓頭無筒無飾物無 

花紋，鞋跟不得高於 3cm 

 

備註 
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可穿著整齊導師制服、牧師服、深藍色或黑色西裝。如穿西裝，須佩戴團隊領章於西裝領上，錨底尖垂直向地。 

*必須於總部購買。 



（參考圖片 不依比例） 

男導師男導師男導師男導師 

夏季夏季夏季夏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 

 



女導師(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輔助導師及總部職員合用) 
項目 規格 穿著規則 

帽* 導師帽  

帽章托* 

紫色帽章托 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配用紫色帽章托 
紅色帽章托 隊長及總幹事配用紅色帽章托 

黑色帽章托(隨帽附送) 副隊長、輔助導師及總部職員用黑色帽章托 

帽章* 
導師帽章 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及總幹事 

輔助導師帽章 輔助導師 

領章* 團隊領章一對 錨底尖位對正領角 

肩索* 

導師肩索（黑色） 分隊導師配用；掛於左肩，另一端繫於左襟袋

紅黃藍三色肩索 執委會委員及總部職員配用；藍邊向上 

藍黃色肩索 輔助隊配用；黃邊向上 

藍橙色肩索 見習導師分隊配用；橙邊向上 

領帶 黑色無紋領帶  

皮帶* 導師皮帶 只配合第二號制服 

毛衣* 導師毛衣 夏季：不穿毛衣 

冬季：有需要可加穿毛衣，並於毛衣上加上官

階肩牌。 

官階肩牌* 導師官階肩牌 必須套在恤衫或導師毛衣肩膊上 

名牌* 導師名牌 掛於右襟袋對上位置，名牌底邊緊貼袋頂置中

恤衫 

白色短袖恤衫（夏季）/白色長袖恤衫

（冬季）；明筒、明鈕、白色鈕；兩明

筒切角信封袋，有三尖蓋開鈕門，袋

及蓋均設有明線；有肩帶，開鈕門 

冬季：長袖白恤衫衫袖放下 

 

裙 

黑色無叉A字裙，裙腳離膝不超過 5cm

無叉，上裙頭，無裙耳，無摺；右側

開拉鍊，左側開直袋，無後袋 

第一號制服 : 指定制服 

褲 

黑色直腳女裝導師西裝長褲；前拉

鍊，不搭褲頭；上褲頭，褲耳為 5cm X 

1cm；每邊兩個生摺，直袋兩個；無後

袋 

第二號制服 : 可選擇制服 

 

襪 無花紋肉色絲襪/黑色無花紋有筒短襪 第一號制服：穿無花紋肉色絲襪 

第二號制服：穿黑色無花紋有筒短襪 

鞋 
黑色綁帶皮鞋；圓頭無筒無飾物無花

紋，鞋跟不得高於 3cm 

 

備註 
會長、副會長、會牧、隊牧、副隊牧可穿著整齊導師制服、牧師服、深藍色或黑色西裝。如穿西裝，須佩戴團隊領章於西裝領上，錨底尖垂直向地。                                                                  

*必須於總部購買 



（參考圖片 不依比例） 

 

女導師女導師女導師女導師（（（（第一號制服第一號制服第一號制服第一號制服）））） 

夏季夏季夏季夏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 

 



 

 

 

 

 

 

 

 

 

 

 

 

 

 

 

 

 

 

 

 

 

 

 

 

 

 

 

 

 

 

 

 

 

 

 

 

 

 

 

 

 

女導師女導師女導師女導師（（（（第二號制服第二號制服第二號制服第二號制服）））） 

夏季夏季夏季夏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不穿毛衣））））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穿毛衣）））） 

 

（參考圖片 不依比例） 



禮服式樣 

禮服上衣： 

項目 規格及穿著規則 備註 

顏色 黑  

款式 男女西裝為基本 

前幅： 

♦ 十字領，胸前四粒鈕，方腳，領、襟、

衫身車幼邊。開袖口、真鈕門、三粒鈕。 

♦ 四個明袋：信封袋、圓角、小彎三尖袋

蓋開鈕門、假袋蓋線（二分） 

後幅： 

♦ 單叉 

膊： 

♦ 圓頂肩帶開小鈕門 

 

 

 

 

四袋微斜向膊頭 

少年軍徽號金

屬鈕* 

胸前：四粒大號少年軍徽號金屬鈕 

前幅四袋：每袋一粒大號少年軍徽號金屬鈕 

袖口：每邊三粒細號少年軍徽號金屬鈕 

可拆式金屬鈕以鐵

線長腳及金屬線圈

連於禮服上 

禮服肩索* 一般導師：銀色禮服肩索掛於左肩，另一端

繫於左襟袋 

特別工作崗位導

師、同工按個別指

引佩戴禮服肩索 

禮服團隊領章* 左右各一銀色禮服團隊領章扣於上衣領，錨

尖向地 

 

官階肩牌* 左右各一扣於肩帶上  

導師名牌* 掛於右襟袋對上位置，名牌底邊緊貼袋頂置中  
*必須於總部購買 

禮服下身： 

沿用男導師制服褲及女導師第一號制服（裙）之規格 



（禮服 – 參考圖片） 

 

前幅 

後幅：單叉 

導師名牌 SAMPLE PHOTO 

SAMPLE PHOTO 

女裝 

SAMPLE PHOTO 

SAMPLE PHOTO 

官階肩牌、禮服肩索、禮服團隊領章 

SAMPLE PHOTO 



 

6.26.26.26.2     隊牧及副隊牧基本制服禮儀隊牧及副隊牧基本制服禮儀隊牧及副隊牧基本制服禮儀隊牧及副隊牧基本制服禮儀    

 

敬禮敬禮敬禮敬禮 

隊牧遇見其他導師而雙方皆穿著整齊制服時，導師應向隊牧敬禮，隊牧在接受敬禮時應

將手持物件放在左手，以右手回以敬禮。 

 

升旗升旗升旗升旗及揚旗及揚旗及揚旗及揚旗    

遇上升旗及旗幟飛揚的場合時： 

如有穿著整齊制服，應起立、立正、面向升旗 / 揚旗處，敬禮。 

如未穿著制服，應起立、立正、面向升旗 / 揚旗處行注目禮便可。 

 

佩戴制服帽佩戴制服帽佩戴制服帽佩戴制服帽    

男隊牧 / 副隊牧進入室內時，應把帽除下；女隊牧 / 副隊牧則於室內及室外皆無需把

帽除下。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男隊牧 / 副隊牧應先戴上帽，領獎者會於頒獎者(隊牧及副隊牧)前兩步立正敬禮，頒獎

者回禮後與領獎者握手，授以獎項，再與領獎者握手，可在此時拍照，接受領獎者敬禮，

回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隊牧亦可按照規則穿著團隊套裝，詳情請參考總部網頁。 

    

    

    

    

    

    

    

    

    

    

    

    

    

    

    

    

    

    

    



    

7. 7. 7. 7. 分享與心聲分享與心聲分享與心聲分享與心聲    

7.1 7.1 7.1 7.1 隊牧分享短篇隊牧分享短篇隊牧分享短篇隊牧分享短篇    

    

 經常都有人說：「今天的青少年，與七、八十年代的很不一樣。」不錯，今天的青

少年較缺少自信、責任感、生活沒有方向，更談不上委身和使命感。他們較多講求「啱

Feel」、「夠 Touch」或者「最 In」，在成年人的眼中，他們是很難明白的一代。想到這些

青少年，成年人都搖搖頭，顯出無奈和沒有辦法。難道他們果真不成器？非也，只是成

年人用錯了方法而矣。 

 基督少年軍乃致力於在青少年人之間，建立他們，使他們學像基督，甚至接受救主

耶穌的一個福音運動。這運動的特色是透過團隊和紀律訓練，使他們學習成長，認識自

己和克服困難。不單律己，也要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並以基督的愛去與別人合作和服

侍他人，這些都是他們所缺的。 

 教會傳統的青少年基督教教育，一般局限於沉悶的團契聚會之中，較少彈性和生

氣，也欠缺具體的學習場景，讓青少年經驗耶穌在他們生命中的真實。基督少年軍的活

動方式，多從隊員的需要著眼，務求使他們經歷耶穌為他們帶來的精彩(豐盛)生命，導

師們與青少年人一起生活，以生活的榜樣影響他們，一個虔敬愛主，而又愛隊員的導師，

也必然對隊員們產生影響力，叫他們也學習成為一個忠心事主愛主的基督徒。 

 我參與少年軍的運動超過二十年，我目睹過很多青少年人被建立起來，不單在社會

中見證主，也在教會中成為忠心事主的信徒。為此，我仍會堅持參與這個運動，領更多

的青少年歸向基督，榮耀主名，阿們。 

 

楊建強牧師楊建強牧師楊建強牧師楊建強牧師    

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主任牧師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主任牧師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主任牧師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主任牧師    

第第第第 60606060 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隊隊牧隊隊牧隊隊牧隊隊牧    

 

    

    

    基督少年軍隊牧對教會推動和協調少年軍事工有極大的影響和幫助。在適當時間，

傳道人將教會工作與基督少年軍工作配合起來，並加以鼓勵和作引線工作，使少年軍活

動和聚會融入在教會整體事工中，是最佳的人選。還有，隊牧能以聖經的角度來看事工

發展，也把真理教導隊員，與隊長和導師成為一個整全隊工，產生積極的作用。吸納人

才，而沒有與其他部門互相衝突，這只有籍隊牧的安排和觀察，才可以避免發生猜疑，

所以，傳道牧者以屬靈長者的身份擔任隊牧是非常理想的。 

 

張啟明牧師張啟明牧師張啟明牧師張啟明牧師    

觀塘浸信會主任牧師觀塘浸信會主任牧師觀塘浸信會主任牧師觀塘浸信會主任牧師    

第第第第 61616161 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    



7.1 7.1 7.1 7.1 隊牧分隊牧分隊牧分隊牧分享短篇享短篇享短篇享短篇（（（（……………………續續續續））））    

「「「「教養兒童走正路教養兒童走正路教養兒童走正路教養兒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終生不忘他自幼到老終生不忘他自幼到老終生不忘他自幼到老終生不忘。」。」。」。」    

～箴言 22:6 (現代中文譯本) 

 

 自從教會開始了基督少年軍之事工，而成立為香港基督少年軍第五十八分隊時，以

上的一節經文常會在心裡時刻提醒我 － 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教導我們的隊員走上

一個終生不忘的正路(或許我稱為一個擁有基督信仰的生命)。 

 過往十年，我教會一直發展學生福音工作，感謝上帝！自開展了基督少年軍事工

後，至今已在屯門區三間中學裡招募隊員，讓我們有機會接觸更多中學生。雖然屯門區

的青少年問題嚴重，而我們所作的很微少，困難及問題不斷產生，但深信我們實行基督

耶穌給我們的使命時(向普天下傳福音)，上帝必親自帶領我們，補足我們不足之處。 

 從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宣傳單張中，看到少年軍的起源，提及創辦人史勿夫爵士為青

少年人創立了基督少年軍，也成為我的鼓勵，而每一位事奉主的同工，都知道教會經常

以不同的形式吸引更多人歸主。既然基督少年軍可以幫助一群青少年人，從中學習良好

行為及認識基督耶穌，我和我教會的同工都非常珍惜上帝給我們的機會，繼續努力在當

中事奉。 

 

翁達光牧師翁達光牧師翁達光牧師翁達光牧師    

屯門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屯門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屯門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屯門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第第第第 58585858 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分隊隊牧    

    

    

7.2 7.2 7.2 7.2 分隊導師及隊員心聲分隊導師及隊員心聲分隊導師及隊員心聲分隊導師及隊員心聲    

    

我心目中的隊牧是一個既幽默及平易近人的人。我深信面對著一群青少年人，需懂得與

他們溝通，如他/她能輕鬆的和他們交談，談一些城中話題。我希望更了解他/她。 

＜第 3 分隊前隊員及現任輔助導師－陸瀚恩＞ 

 

 

隊牧在分隊導師當中，佔著頗為重要的角色，能承擔整個分隊的靈命發展及導師與隊員

的牧養，並且能夠與分隊各導師保持密切的聯繫。再者，在教會與分隊之間，作一橋樑

角色，帶領未信主的隊員及導師加入教會。是為本人對隊牧的期望。 

＜第 4 分隊隊長－李富華＞ 

 

 

與其說隊牧需成為隊員的朋友，導師的守護者倒不如說隊牧是隊員及導師的愛人。假如

你正在談戀愛中，你會體會這種感覺，事事與愛人分享。如果我們與隊牧有著戀人的關

係，那麼我們便不至於怕和隊牧傾談，分享分隊的事情。 

＜第 47分隊隊長－吳德強＞ 

 

 

 

隊牧乃是分隊的屬靈領袖，因此，他/她應領導分隊在屬靈事工上的發展。同時，隊牧



亦是教會與分隊的橋樑，讓教會的領袖及會友對少年軍的運動有更清楚的了解，與及分

隊在靈命、人力、物力及資源上的需要，從而幫助分隊在少年軍運動上的發展。 

＜第 50分隊副隊長－周家駒＞ 

 

 

我對隊牧在少年軍所發揮的角色很欣賞，他能幫助導師投入少年軍的事奉，亦引導分隊

朝向正確的方向。他不但鼓勵導師要教導青少年人，在基礎裡成長。同時亦引導我們在

事奉上發掘自己的恩賜，彼此互相建立，發揮團隊精神，隊牧帶領少年軍在教會成為被

重視的一環事工。 

＜第 54 分隊隊長－李輝標＞ 

 

 

我作為分隊中的導師，感到隊牧若能夠了解各位導師的情況，包括靈命、生活及工作等

等，並能作出適當的配合，好讓導師在少年軍中更能活出神的心意，同時，他能把聖經

知識教導給各隊員。 

＜第 55 分隊副隊長－鄧國光＞ 

 

 

於筆者而言，隊牧需愛主、熱心於教會活動和遵從神的旨意。此外，便是靠神的智慧處

事、和藹可親、勤奮、能深入理解隊員們的心理等。 

＜第 56分隊隊員－鄭允行＞ 

 

 

是一位領袖，隨時預備接待人；接納分隊之人和事；致力建立屬靈的生命。 

＜第 62 分隊副隊長－盧允華＞ 

 

 

隊牧既是分隊的牧者，必然在分隊中擔任屬靈牧養的責任，關顧每個導師及隊員靈命的

進展及提供培訓。對外能與其他分隊的隊牧交流及分享，好使在基督少年軍運動上實踐

我們的宗旨及使命。 

＜第 66分隊副隊長－李耀基＞



8. 8. 8. 8. 參考資料及資訊參考資料及資訊參考資料及資訊參考資料及資訊    

以下資源能夠提供更詳盡之有關香港基督少年軍資料及資訊，隊牧可向其所屬分隊索閱

或向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索取。 

 

 

8.18.18.18.1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8.1.1 香港基督少年軍簡介 

8.1.2 香港基督少年軍章則 

8.1.3 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手冊 

8.1.4 香港基督少年軍幼級組導師手冊 

8.1.5 香港基督少年軍隊員手冊 

8.1.6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 

8.1.7 香港基督少年軍步操及宣傳資料光碟 

8.1.8 香港基督少年軍網頁(http://www.bbhk.org.hk) 

8.1.9 香港基督少年軍區委員會手冊 

 

 

8.28.28.28.2 定期資訊定期資訊定期資訊定期資訊    

8.2.1 香港基督少年軍週年行事曆 

8.2.2 香港基督少年軍通告（E-notice） 

8.2.3 香港基督少年軍會訊 (軍心—BB News) 

8.2.4 香港基督少年軍年報 

 

 

8.38.38.38.3 總部聯絡資料總部聯絡資料總部聯絡資料總部聯絡資料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電話：2714-9253 

傳真：2761-3474 

參考網址：http://www.bbhk.org.hk 

電郵地址：hq@bbhk.org.hk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0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 日起隊牧註冊資格日起隊牧註冊資格日起隊牧註冊資格日起隊牧註冊資格--課程要求課程要求課程要求課程要求 

（（（（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14-02-2007）））） 

 根據最新隊牧資格修定，由 2007 年 9 月 1 日起註冊之分隊隊牧及副隊牧，必須修畢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理論課之必修部份： 

 

1)基督少年軍歷史及福音策略 

2)基督少年軍方法 

3)新一代青少年導師 

 及 

 選修部份： 

3)隊牧/副隊牧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