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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政策更新撮要(2017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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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報考新安排 （更新日期：17-01-2017） 

訓練委員會於 2015-16年度第四次會議通過步操章實習試(下稱:路試)中央考核新安排，由 2017年

第一期開始，步操章路試的中央考核次數將由以往一年 5次逐步增至一年 10次 (筆試則仍然維持每

年五次)。 

為配合有關之新安排，分隊可於 2016 年 12月 19日起以新的報考程序報考 2017年步操章中央考

核。有關詳情，請細閱有關文件（2017年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指引）。 

 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2016 年 4 月 1 日- 12 月 20 日導師註冊紀錄 （更新日期：18-01-2017） 

2016年 4月 1日- 12 月 20 日期間本會導師註冊的紀錄。本會謹歡迎加入分隊擔任導師，願上帝祝

福他們的事奉，並感謝離任的導師過去辛勤工作和貢獻，願 神祝福及帶領他們日後的事奉。 

 導師註冊紀錄 

 

總部為隊員印刷獎狀和履歷證明 （更新日期：08-02-2017） 

總部已製作精美燙金獎狀，可代為印刷給隊員作指定獎章獎勵用途，另可為隊員印刷指定格式的中

文或英文覆歷證明， 

詳情如下： 

1) 獎狀 

1.1   樣本  

1.2   費用：每張$20 

1.3   手續：填妥表格連同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或銀行入數紙(渣打銀行戶口號碼：

411-2-125789-2)，  

                   寄交總部或電郵至 ugd@bbhk.org.hk，                    

                   以收齊資料計算後 14 天內通知分隊親身前來總部領取。 

1.4   表格  

1.5   獎狀只適用於印刷指定獎章包括如下(不包括其他獎項)： 

        小綿羊優秀隊員獎勵章 

        小綿羊服務銅章 

        幼級組優秀隊員獎勵章 

        幼級組服務銀章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65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8%81%AF%E8%80%83%E8%B3%87%E6%96%99/2017/2017%E5%B9%B4%E6%AD%A5%E6%93%8D%E7%AB%A0%E7%B8%BD%E9%83%A8%E4%B8%AD%E5%A4%AE%E8%80%83%E6%A0%B8%E6%8C%87%E5%BC%95_13122016.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70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B0%8E%E5%B8%AB%E8%A8%BB%E5%86%8A%E5%90%8D%E5%96%AE_2016%E5%B9%B4.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81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7%8D%8E%E7%8B%80%E6%A8%A3%E6%9C%AC%E7%9B%B8%E7%89%87.JPG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9A%8A%E5%93%A1%E7%8D%8E%E7%8B%80%E7%94%B3%E8%AB%8B%E8%A1%A8%E6%A0%BC.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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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組優秀隊員獎勵章 

        初級組服務金章 

        中級組優秀隊員獎勵紅帶章 

        中級組優秀隊員獎勵藍帶章 

        中級組服務章 

2) 覆歷 

2.1   中文覆歷樣本  

2.2   英文覆歷樣本 

2.3   費用：免費 

2.4   手續：填妥表格寄交總部或電郵至 ugd@bbhk.org.hk，以收齊資料計算後 14天內通知分隊

親身前來總部領取。 

2.5   表格  

查詢：致電 2714-5400與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陳惠茵小姐(Zian)聯絡 

 

「導師獎勵制度文件」更新 （更新日期：20-02-2017） 

 執行委會已於 2016-17年度第 3次會議(2017 年 1 月 17 日)修訂了導師嘉許獎章的頒授準則，詳

情請參閱「導師獎勵制度文件」。另文件同時上載在「常用資料/資料下載」之 2. 一般指引文件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修訂小隊長晉升之最低要求 （更新日期：20-02-2017） 

執行委員已於 2016-17年度第 3 次會議(2017年 1月 17日)通過修訂小隊長晉升之最低要求，現簡

列如下，詳情可參閱《附則一：分隊組織規則及條例》，另文件同時已上載在「常用資料/資料下載」

之 2. 一般指引文件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修訂前 新修訂 

准下士 

年/學齡 14/中二 13/中一 

年資 中級組 1年 中級組 1年 

專章 步操 1+基教 1 步操 1+基教 1 

總部訓練 / / 

面試 / 由隊牧/隊長/中級組導師負責 

下士 

年/學齡 15/中三 14/中二 

年資 准下士+ 1年 准下士+ 1年 

專章 步操 1+基教 1 步操 1+基教 1 

總部訓練 BNCO BNCO 

面試 / 由隊牧/隊長/中級組導師負責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A6%99%E6%B8%AF%E5%9F%BA%E7%9D%A3%E5%B0%91%E5%B9%B4%E8%BB%8D%E5%B1%A5%E6%AD%B7%E8%AD%89%E6%98%8E(%E4%B8%AD%E6%96%87%E7%89%88).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A6%99%E6%B8%AF%E5%9F%BA%E7%9D%A3%E5%B0%91%E5%B9%B4%E8%BB%8D%E5%B1%A5%E6%AD%B7%E8%AD%89%E6%98%8E(%E8%8B%B1%E6%96%87%E7%89%88).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9A%8A%E5%93%A1%E8%A6%86%E6%AD%B7%E8%AD%89%E6%98%8E%E7%94%B3%E8%AB%8B%E8%A1%A8%E6%A0%BC.xlsx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91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B0%8E%E5%B8%AB%E7%8D%8E%E5%8B%B5%E5%88%B6%E5%BA%A6%E6%96%87%E4%BB%B6_20160120.pdf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90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99%84%E5%89%87(1)_%E5%88%86%E9%9A%8A%E7%B5%84%E7%B9%94%E8%A6%8F%E5%89%87%E5%8F%8A%E6%A2%9D%E4%BE%8B_20170117(3).pdf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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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士 

年/學齡 16/中四 15/中三 

年資 下士+ 1 年 下士+ 1 年 

專章 步操 1+基教 1 步操 1+基教 1 

總部訓練 ANCO ANCO 

面試 / 由隊牧/隊長/中級組導師負責 

 

教練嘉許計劃 （更新日期：22-02-2017） 

本會設有教練委任制度多年，有見教練們除了在分隊中教授相關技能，在總部或分區的訓練上，亦

無私的付出，教授導師及隊員。為嘉許及鼓勵教練們在總部/分區開辦之獎章訓練中擔任教練或在中

央考核中擔任考官，經訓練委員會商議及通過，於 2017年起，新設「教練嘉許計劃」，以示鼓勵。 

計劃對象：本會教練(由訓練委員會委任之各科教練) 

嘉許資格：各科教練凡於計劃期間教授總部或分區舉辦之訓練達 50 小時或以上，便可提出申請。 

嘉許證書分為三個類別： 

類別 要求 

金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150小時或以上 

銀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100小時或以上 

銅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50 小時或以上 

所有嘉許證書由「香港基督少年軍訓練委員會」主席簽發。 

 如欲了解本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教練嘉許計劃」及「申請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創辦人章投考資格及步操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2-03-2017）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6-17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創辦人章投考資格及步操章課程大綱。 

創辦人章投考資格之修訂主要是清楚列明：1)創辦人章是供中級組隊員／上士投考；2)投考人在出

席創辦人章第一次會議時的身份必須為中級組隊員／上士；3)投考人在進行創辦人章各項計劃的期

間轉變了隊員的身份（例如：由中級組隊員升為高級組隊員、由中級組隊員或上士被委任為導師），

均可繼續進行及完成各項計劃；4)投考人如在進行創辦人章各項計劃的期間離開分隊及沒有任何基

督少年軍成員的身份，則不能繼續進行各項計劃，而該投考人應主動聯絡諮詢導師及總部取消其投

考資格。 

步操章之修訂主要是按步操新安排所新增的項目，加入了相關內容，包括：1)考核標準第 8 項；2)

教官資歷要求；3)備註第 1及第 2項。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95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3%80%8C%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3%80%8D%E8%A9%B3%E6%83%85_201702.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3%80%8C%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3%80%8D%E7%94%B3%E8%AB%8B%E8%A1%A8%E6%A0%BC_201702.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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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章投考資格及步操章修訂的課程大綱之修訂將即時生效，如步操章課程大綱中的個別項目設

有生效日期，則以該生效日期為準。 

下載： 

創辦人章 

步操章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導師及中、高級組步操訓練之新安排事宜 （更新日期：02-03-2017） 

「步操」是基督少年軍訓練中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藉著嚴格及認真的步操訓練，能幫助隊員學習

專注、自信、服從、互助、紀律等良好行為。現時各級之步操訓練經已運作多年，總體來說已經踏

上了軌道，但在實踐的同時，亦發現有不少可改善之處。在步操安排上作出修訂，是希望能優化現

有的訓練及學習環境，使各導師及隊員均能從中獲益。 

本會於去年 11月舉辦「步操訓練新安排簡報會」，感謝導師的支持，在會上分享及給予不少寶貴意

見，經訓委會商討及跟進，並收集不同導師及各區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已作出修訂及落實了有關安

排。 

下載：導師及中高級組步操訓練之新安排_修訂文件 

如對有關修訂之內容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轉用恆生銀行戶口 （更新日期：30-03-2017） 

為了配合機構整體營運，本會一直使用之渣打銀行戶口(#003-411-2-125789-2)將會取消及停止服

務，並轉用恆生銀行戶口(#024-239-498744-883)，有關戶口名稱不變，仍然是「香港基督少年軍

(The Boys’Brigade, Hong Kong)」 

恆生銀行戶口於 2017 年 4 月 1日正式使用，有關活動費用、課程費用及分隊保險費用等可存入恆

生銀行戶口。(渣打銀行戶口於 2017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9月 30 日期間仍可存入款項，惟 2017

年 10月 1日起正式取消及停止服務) 

如分隊導師使用網上/ATM 存款予本會，煩請保留入數紙，並盡快將入數紙轉交至負責同工或總部

會計部。 

**轉用恆生銀行戶口不影響每月捐款計劃，因現時有關月捐自動轉帳、單次捐款、其他捐款一律存

入本會匯豐銀行戶口及東亞銀行戶口，詳情：www.bbhk.org.hk/support **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6%96%B0%E4%BF%AE%E8%A8%82%E4%B8%AD%E7%B4%9A%E7%B5%84%E5%B0%88%E7%AB%A0/%E5%89%B5%E8%BE%A6%E4%BA%BA%E7%AB%A0%E6%96%B0%E4%BF%AE%E8%A8%82_2-2017.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6%96%B0%E4%BF%AE%E8%A8%82%E4%B8%AD%E7%B4%9A%E7%B5%84%E5%B0%88%E7%AB%A0/%E6%AD%A5%E6%93%8D%E7%AB%A0%E6%96%B0%E4%BF%AE%E8%A8%82%E8%AA%B2%E7%A8%8B%E5%A4%A7%E7%B6%B1_2-2017.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201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E6%96%87%E4%BB%B6/%E5%B0%8E%E5%B8%AB%E5%8F%8A%E4%B8%AD%E9%AB%98%E7%B4%9A%E7%B5%84%E6%AD%A5%E6%93%8D%E8%A8%93%E7%B7%B4%E4%B9%8B%E6%96%B0%E5%AE%89%E6%8E%92_%E4%BF%AE%E8%A8%82%E6%96%87%E4%BB%B6.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215
http://www.bbhk.org.hk/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