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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1  分區發展的異象與理念 

 

1.1.1 資源共享、分隊得益 

 

        不同的分隊各自擁有不同的資源和優勢，相同分區的分隊若能有

更多的合作和交流(聯合訓練和活動)，可更有效率地善用這些資

源，令分隊得到更大的益處。 

 

1.1.2 促進關顧、互相效力 

 

        地區相近的分隊會更有利於關顧、探訪及支援等，對一些試辦中

和有較大需要支援的分隊尤其重要。透過分區組織的協調和安

排，各分隊不單只集中關注自己分隊的發展，還會關心其他分隊

的情況和整個運動的發展，以致萬事互相效力。 

 

1.1.3 加強溝通、動員參與 

 

        透過分區組織的協調，總部可更有效率地傳遞訊息及動員分隊參

與總部活動和支持整個運動的發展方向。 

 

1.1.4 凝聚力量、合一推廣 

 

            分區化能加強區內分隊的歸屬感，更易於凝聚他們作合一的推廣，

有助於在區內擴展少年軍福音運動。 

 

1.2   分區發展的背景 

 

1.2.1 香港基督少年軍(下稱本會)於 2000 年度週年代表會議(現稱為週年

會員大會)通過未來將以分區組織形式發展，其目的乃將基督少年

軍運動發展成更有系統之組織，促進各區分隊之關顧、訓練及支

援，並達至資源共享、資訊互通之理想。長遠而言，分區發展將有

助推廣基督少年軍運動及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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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於發展初期，五區(香港及離島、九龍中、九龍東、新界東北、新

界西及九龍西)主要以舉辦活動和協助總部推行大型活動為主；各

區導師亦有恆常聚會，就區內分隊聯合活動作討論及交流分隊事奉

經驗等。 

 

1.2.3 為了落實分區化發展，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於 2002 年底委任分

隊工作委員會(下稱分工會)研究具體細節及推行試辦區委員會計

劃。分工會於 2003-2004 年度開始草擬分區組織架構，於 2005 至

2006 年度，分工會把分區化計劃列為重點工作。 

 

1.2.4 經過多次會議及到各區導師會收集意見，於 2005 年底出版區組織

架構及職務建議(第五稿)，並決定先以試辦區形式進行。試辦區的

目的不在於探討分區化是否適合本會發展，乃在於透過過渡階段的

安排，不斷累積經驗；讓現時各區分隊適應及支持區組織，總部亦

可逐步下放權力及協助區建立一穩定健康的區組織。 

 

1.2.5 分工會亦於 2006 年底出版《試辦區委員會手冊》。手冊旨在清楚列

明各區組織之架構、職能、區委員會之職責、資格及執行須知，以

供區委員遵行。同時，手冊的內容亦包括分區發展之異象、背景及

理念，讓本會導師明白分區發展的意義。 

 

1.2.6 分工會在推行過程中決定以分階段實施試辦區計劃，第一階段由首

個試辦區的委任日期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第二階段由 2007 年 9

月 1日至 2008 年 8月 31日，第三階段由 2008 年 9 月 1日至 2009

年 8月 31日。同時，執委會已在 2007 年 3月接納分工會的建議，

議決於第三階段試辦期結束後，各「區委員會」將由 2009年 9 月 1

日起(不論曾否經歷試辦階段)正式成立。 

 

1.2.7 經過第一階段的試辦期，共有四區(九龍東、香港暨離島、新界東

北、新界西暨九龍西)分別於 2006 年 2月、9 月及 2007 年 5月成立

試辦區委員會。至第二階段，九龍中區亦已於 2008 年 3 月成立試

辦區委員會。 

 

1.2.8 當五個試辦區成立後，分工會於 2008 年 10 月 14 日舉行「五區交

流 2008」，邀請各區區委員交流實踐經驗及心得，並同時於會上派

發《試辦區委員會手冊》(第二版)。 

 

1.2.9 五區於 2009年 9 月 1日成立，並於 11月 7日五十週年感恩聚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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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五區成立典禮。 

 

1.2.10 分工會於 2012-13 年度檢討分區化的架構及組成等，並獲執委會於

2013 年 1月 30 日通過修訂部份規定。 

 

1.3   手冊目的及內容 

 

1.3.1 本手冊旨在清楚列明各區委員會組織之架構、職能、區委員之職

責、資格及執行須知，以供各區委員遵行。同時，手冊的內容亦包

括分區發展之異象、背景及理念，讓本會導師明白分區發展的意義。 

 

1.3.2 本 手 冊 及 有 關 附 件 內 容 均 已 上 載 本 會 網 頁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1.4   檢討及修訂 

 

1.4.1 分工會曾於 2006 年 12月出版《試辦區委員會手冊》(第一版)，及

至 2008 年 9 月執委會接納分工會所提交的「分區化計劃經驗整理

報告」，並通過一些重要政策和大原則，為未來分區化的方向奠定

良好基礎。分工會遂於 2008 年 10 月出版《試辦區委員會手冊》(第

二版)，是根據「分區化計劃經驗整理報告」所通過的主要原則而

修訂。 

 

1.4.2 由於試辦區會由 2009 年 9 起改名為區，分工會於更新主要名稱及

表格後，再出版《區委員會手冊》。惟有關架構及產生方法等政策

則不會改變，直至 2012-13 年度分工會檢討分區化的架構及組成

等，並獲執委會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通過修訂部份規定，於 2013

年 9 月生效，同時更新區委員會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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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區組織架構區組織架構區組織架構區組織架構 

2.1 區委員會組織架構 

 

2.1.1  區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區牧，不包括區顧問)下限為 8人，上限為 15

人。   
 

 

 

 

 

 

 

 

 

 

 

 

 

 

 

 

 

    

    

    

    

2.1.2   區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2.1.2.1  區牧 1 名 

2.1.2.2  區指揮官 1 名 (會議主席) 

2.1.2.3  區副指揮官 2 名 (其中一名為總部職員，由總幹事委派) 

2.1.2.4  區秘書 1 名 

2.1.2.5  區司庫 1 名 

2.1.2.6  區助理指揮官/區委員 2-9名 

區顧問 

(人數不限) 

區指揮官 

(1 名) 

區副指揮官（總部） (1 名) – 總部職員 

區副指揮官（分隊）(1 名) 

區秘書 (1 名) 

區司庫 (1 名) 

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1 名) 

區助理指揮官(訓練) (1 名) 

區助理指揮官(活動) (1 名) 

區委員 

另可按需要設立多名 

區助理指揮官，惟須清楚列出其職銜及職責 

區牧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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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各委員職位不能以兼任方式出任，如有特別需要可呈交分工會審

批。 

 

      2.1.4   區委員會可按需要設立常設功能小組或短期工作小組，惟小組召

集人必須為區委員。 

 

2.2   區委員會與總部組織架構之關係 

       

2.2.1 區委員會隸屬於分工會，向分工會負責及交代。 

 

2.2.2 為了增加區表達意見及參與決策的渠道，五區之區指揮官應自動成

為分工會之當然委員，直接參與制訂與分隊有關之政策。而區指揮

官或區副指揮官(分隊)或區助理指揮官(訓練)則自動成為訓委會之

當然委員，增加雙方之溝通。 

 

2.2.3 由於區委員會並不是一個獨立註冊法定團體，在財政及法律上須依

從執委會之規定。 

 

2.3   區委員會與分隊之關係 

 

      2.3.1  區委員會由各區分隊導師(基本會員)組成，而各分隊仍隸屬於其主

辦單位，即執委會所認可之教會、學校或機構。 

 

2.4 區委員會之產生方法 

 

2.4.1 先提名區指揮官，須由區內 5 支不同分隊之 5 位基本會員聯名簽

署提名。如參選人士為現任分隊導師，必須另外獲得所屬分隊之

支持(並不計算在該 5位基本會員之簽名內)。參選人士須填寫「區

指揮官提名表格」(D01)。 

 

2.4.2 符合提名資格後，會以選舉方式選出候任區指揮官，票數較高者

當選。 

 

2.4.3 如參選者得相同票數，則進行重選。 

 

2.4.4 若只得一人提名，仍會進行信任票選舉。當選者須取得收回選票

之半數或過半數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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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當選出區指揮官後，區副指揮官(總部)會協助區指揮官物色合適的

人選組成區委員會。區指揮官須於一個月內向分工會提名區委員

職位之人選(如參選人士為現任分隊導師，須獲得所屬分隊之支

持)，並填寫「區委員提名表格」(D02)。另每支分隊可支持不多於

兩位合資格導師參與區委員會。 

 

2.4.6 所有名單經分工會批核後，仍須執委會確認和委任。執委會保留

最後委任與否之權利。 

 

2.4.7 若同一位基本會員在多於一區內之分隊註冊，他只能選擇代表其

中一區參選區指揮官或其他區委員之崗位。同時，他只能選擇在

其中一區投票。如導師本人為隊長，他只能代表其出任隊長之分

隊參選或投票。 

 

2.4.8 每三年進行一次區指揮官選舉，約在 5 至 7 月份進行。如區指揮

官在任期內辭任，則於下一個 5至 7月份進行補選，9 月才上任。

於新任區指揮官到職之前，則由區副指揮官(分隊)暫代其職務。而

經補選之新任區指揮官之任期將較短(即 1或 2 年)，因五區之區指

揮官選舉應在每三年舉行一次，並於同期進行。 

 

2.4.9 選舉由總部職員統籌，並由分工會委員監察。 

 

2.5 區委員會之任期 

 

2.5.1 區委員會之年度為每年 9 月 1日至翌年 8月 31日。 

 

2.5.2 區指揮官之任期為 3 年，任期屆滿可再連選，連選得連任，但不得

連任超過兩屆(即連續 6 年)。 

 

2.5.3 各區委員之任期為 1 年，由區指揮官提名，可連任，沒有年期限制。 

 

2.6   區委員會之會議規定 

 

      2.6.1  每年舉行不少於 4次會議。 

 

      2.6.2  會議之合法人數為該年度區委員會委員人數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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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區委員會之行政交代 

 

      2.7.1  區委員會須於每年 11月底前向分工會提交「區委員會行事計劃」

(D03)。 

 

2.7.2 區委員會須於每年 10 月底前向分工會提交「區委員會整體簡報」

(D04)。 

 

2.7.3 區委員會須遵行指引文件(《舉辦活動流程指引》、《財務指引》、《網

頁發放消息指引》、《隊員訓練及考核指引》)之要求，並按需要使

用多份表格。此安排能協助區更有系統地紀錄區務，並能在人力

改變時有指引可依從。 

 

2.8  區委員會之財政交代 

 

2.8.1  分工會在每年度的財政預算會預留適當撥款給各區，並鼓勵量入

為出，謹慎理財的原則。同時，如區委員會認為有特別原因想申

請額外撥款，須向分工會申請，列明撥款用途及其重要性。 

 

2.8.2  區司庫應聯同總部職員了解區內之財政情況及監察有關財務程

序，使之符合《區委員會財務指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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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區委員會之職能區委員會之職能區委員會之職能區委員會之職能    

區委員會的主要職能為服侍區內分隊、凝聚力量和執行中央政策，並不涉及

訂定本會任何政策和組織聯區活動。後者應屬執委會所委任之委員會或總部辦事

處之職能。區應按本會政策集中資源於推動和執行之層面。具體而言，區委員會

共有八個職能： 

 

3.1   推廣聲譽，建立伙伴關係 

 

     於區內推廣基督少年軍的聲譽，讓更多社區人士了解並認同本會之宗旨，

並與區內各團體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 

      

     職務建議例子： 

(一) 舉辦聯合推廣和招募活動。 

(二) 組織分隊在區內提供社會服務。 

(三) 與區內教會或地區團體合辦社區活動。 

      

3.2   促進關顧、彼此支援 

 

     促進區內分隊之間的聯繫、關顧、交流、支援和合作。 

 

     職務建議例子： 

(一) 透過定期分區導師團契交流集隊心得、資源及彼此代禱守望。 

(二) 組織有經驗之導師探訪分隊集隊及出席立願禮。 

(三) 支援有需要之分隊(包括試辦分隊)。 

 

3.3   關注發展模式和屬靈狀況 

 

     關注區內分隊的發展模式和屬靈狀況，以確保其符合基督少年軍之宗旨。 

 

     職務建議例子： 

(一) 透過探訪或問卷等了解分隊狀況及需要。 

(二) 舉辦導師培靈/退修聚會。 

(三) 舉辦隊員聯合佈道會/福音營。 

 

3.4   訓練和聯考 

 

按區內分隊的需要為隊員提供聯合訓練及專章考核，並統籌有關行政事宜。 

 

     職務建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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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舉辦小隊長訓練課程。 

(二)  舉辦專章訓練班及進行考核。 

 

3.5   開拓資源 

 

     開拓區內之財政、人力及地區網絡等資源。 

 

     職務建議例子： 

(一) 透過邀請在區內有良好聲譽及社交網絡之人士支持區的工作，增強少

年軍在區內之資源。 

(二) 聯繫一些有心服務社區的商業機構，考慮合作的可能性。 

 

3.6   支持總部活動 

 

     配合本會總部的事工計劃和發展方向，鼓勵區內分隊參與及支持；並且在

有需要時，協助策劃及統籌有關活動。 

 

     職務建議例子： 

(一) 組織分隊協助總部大型活動如賣旗、週年大會操。 

(二) 鼓勵分隊參與 Sharity計劃及總部所推介之其他社會服務。 

 

3.7   設立功能小組 

 

     按需要設立常設功能小組或短期工作小組去專責處理區內的特別事務，並

有權委任區內導師擔任小組成員；唯小組召集人必須為區委員。 

 

     職務建議例子： 

(一) 設立關顧小組。 

(二) 設立訓練小組。 

(三) 設立推廣小組。 

(四) 設立學校分隊發展小組。 

 

3.8   處理財政事項 

 

處理區委員會的財政事項，監督區的財政運作，使之遵從「區委員會財務

指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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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區委員會委區委員會委區委員會委區委員會委員之資格員之資格員之資格員之資格    

4.1   區牧之資格 

 

4.1.1  牧師、現職傳道人 或 

4.2.1  現任分隊隊牧、副隊牧 

 

4.2   區指揮官、區副指揮官(分隊)、區助理指揮官、區秘書、區司庫之資格 

 

  4.2.1  現任基本會員 或 

  4.2.2  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人士 及 

  4.2.3  受洗基督徒 及 

  4.2.4  有恆常教會生活 

  4.2.5  如參選/被提名人士為現任分隊導師，須獲得所屬分隊之支持，並

代表所屬區域參選 

 

4.3  區副指揮官(總部)之資格 

 

4.3.1  總部職員 及 

4.3.2  由總幹事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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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區委員會區委員會區委員會區委員會委委委委員之職責員之職責員之職責員之職責    

所有區委員(包括區牧，不包括區顧問)必須出席該年度之恆常會議不少於五

成，並積極支持區內活動和切實執行其職務。有關每區之行政及實務安排，隸屬

總部及專責各區之發展幹事均會協助執行及處理。    

 

5.1   區牧之職責 

 

5.1.1  在屬靈層面上帶領整個分區，為區委員會之發展提供意見及方向

性的指引。 

5.1.2  牧養分區，按需要與區內分隊之隊牧合作，關顧區內導師及隊員

之屬靈狀況，以確保分隊發展符合基督少年軍的宗旨。 

5.1.3  推動及支持區內的福音性活動。 

5.1.5  提名區顧問。 

5.1.6  保持與區顧問之聯繫，以促進基督少年軍運動於區內的發展及資

源上之開拓。 

 

5.2   區指揮官之職責 

 

     5.2.1  領導及推動區委員會履行其職能。 

     5.2.2  召開及主持區委員會會議。 

     5.2.3  確保各區委員覆行其職責和任務。 

5.2.4  推行、監察、檢討區委員會的週年工作計劃。 

5.2.5  監督區委員會的整體財政運作，使之遵從「區委員會財務指引」的

要求 

5.2.6  於每年 11月底前向分工會提交「區委員會行事計劃」(D03)。及於

每年 10 月底前向分工會提交「區委員會整體簡報」(D04)。 

5.2.7  鼓勵區內分隊參與及支持總部的事工計劃和大型活動，並在有需要

時委派導師代表區委員會出席有關會議及協助推行有關活動。  

5.2.9  與區內教會、青少年團體及其他地區團體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 

5.2.10 提名區顧問。 

5.2.12 保持與區顧問之聯繫，以促進基督少年軍運動於區內的發展及資源

上之開拓。 

 

5.3   區副指揮官之職責 

 

      5.3.1  區副指揮官(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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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協助區指揮官發展一健康穩定的區委員會架構。 

            5.3.1.2 協調總部與區委員會之溝通及合作。 

            5.3.1.2 協助區指揮官制訂區委員會的發展方向和工作計劃。 

       

      5.3.2  區副指揮官(分隊)之職責 

 

           5.3.2.1  協助區指揮官執行其主要職務。 

      5.3.2.2  於區指揮官職位出現空缺或區指揮官未能履行其職務時，

署任其職務直至任期完畢。 

      5.3.2.3  協助區指揮官制訂試辦區委員會的發展方向和工作計劃。 

5.3.2.4  確保各區助理指揮官覆行其職責和任務，於有需要時協調

彼此之工作。 

              

5.4   區秘書之職責 

 

      5.4.1  撰寫區委員會會議紀錄，並督促有關會議議決案之執行情況。 

5.4.2  監督所有有關區委員會之紀錄及文件(包括區委員會會議紀錄、活

動計劃及財政預算、活動檢討及財政報告、來往文件等)之儲存。 

 

5.5   區司庫之職責 

 

      5.5.1  負責處理區委員會之財政收支及預算。 

5.5.2  於每次之區委員會會議中作財政進度報告(D07)。 

5.5.3  監督區委員籌辦活動之財政運作，使之遵從「區委員會財務指引」

的要求 

 

5.6   區助理指揮官之職責 

 

5.6.1  區助理指揮官(關顧)之職責 

 

5.6.1.1  關顧區內分隊發展的模式(包括集隊內容、人力資源、士

氣、屬靈氣氛、與分隊主辦單位(教會、學校或機構)及伙

伴教會之配搭合作等)。 

5.6.1.2  統籌區內探訪及支援工作。 

 

            5.6.2  區助理指揮官(訓練)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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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統籌區內隊員訓練工作，安排聯合訓練課程。 

5.6.2.2 推動區內導師參與總部所舉辦之持續訓練課程，以便能進

一步提升隊員受訓之質素。 

5.6.2.3 安排獎章考核，並統籌有關行政事宜。 

 

5.6.3  區助理指揮官(活動)之職責 

 

5.6.3.1  計劃及統籌區內活動，以凝聚分隊對區的歸屬感。 

5.6.3.2  按需要代表區協助總部籌辦大型活動(區亦可委任其他委

員或導師擔任此職務)。 

 

5.6.4  其他區助理指揮官(可按需要設立多名區助理指揮官，惟須清楚列

出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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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區區區區顧問之顧問之顧問之顧問之資格及資格及資格及資格及職責職責職責職責    

 

6.1   區顧問之資格 

 

  6.1.1  認同基督少年軍宗旨之人士 及 

    6.1.2  由區牧或區指揮官提名  

 

6.2   區顧問之職責 

 

6.2.1   於區內協助推廣基督少年軍運動。 

6.2.2   協助區開拓資源。 

6.2.3   於被邀請下出席區活動及予以支持。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區執行指引區執行指引區執行指引區執行指引（（（（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區委員會舉辦活動流程指引 

 

－  區委員會財務指引 

 

－  區委員會隊員訓練及考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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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區行政表格及行政文件參考樣本區行政表格及行政文件參考樣本區行政表格及行政文件參考樣本區行政表格及行政文件參考樣本（（（（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區指揮官提名表格(D01) 

 

－  區委員提名表格(D02) 

 

－  區委員會行事計劃(D03) 

 

－  區委員會整體簡告(D04) 

 

－  區委員會活動計劃大綱及財政預算(D05) 

 

－  區委員會活動檢討及財政報告(D06) 

 

－  區委員會財政進度報告樣本(D07) 

 

－  區委員會導師支票(預支/索回支出)簽收回條樣本(D08) 

 

－  區委員會活動參加者簽收現金紀錄(D09) 

 

－  區委員會教練費/導師費支票簽收回條樣本(D10) 

 

－  區委員會小隊長訓練課程基本資料(D11) 

 

－  區委員會小隊長訓練課程合格名單樣本(D12) 

 

－  試辦區委員會中級組專章考核成績通知書樣本(D13) 

 

－   區委員會中級組專章考核申請表(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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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章章章章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區地理分佈 

 

－  香港基督少年軍訓練及活動惡劣天氣指引 

 

－  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2012 年版) 

 

－  五區交流會 2008 內容撮要 

 

－  五區交流會 2010內容撮要 

 

 

本手冊及附件內部均已上載本會網頁本手冊及附件內部均已上載本會網頁本手冊及附件內部均已上載本會網頁本手冊及附件內部均已上載本會網頁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http:www.bbhk.org.hk/download/http:www.bbhk.org.hk/download/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