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窩心之選！
天氣寒冷也不需害怕！穿起

純棉灰色衛衣型格又溫暖！更備

有童裝尺碼，最適合一家大小一

同穿著！

還記得大會操當天的誓詞嗎?

立志勇於承擔，

實踐良好品格，

同建未來總部，

積極服務社群。

讓我們一同努力實踐 !

FEB.2013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於1959年正式成立，發展至今已有超過50年歷史。隨著本會服務不斷擴展及增

長，現有的總部實難以應付長遠的發展需要。為服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我們期望建立新的總部！

本會於2012年大會操舉行「新總部籌建計劃啟動禮暨誓師儀式」，場內5,000位基督少年軍成員

(包括基督少年軍導師、隊員、家長及友好)每人手持一錢罌，在主禮嘉賓的帶領下一同進行誓師儀式，

立志做個有品青年，同心建立未來總部。其後主禮嘉賓率領所有基督少年軍成員一起進行投幣儀式，

寓意全民一同參與，新總部籌建計劃正式啟動。

活動
花絮

全民參與  新總部籌建計劃啟動禮暨誓師儀式

本會於2012年10月至11月期間發起簽名行動，希望爭取政府支持，亦表達我們對建立新總部的期

望。感謝所有基督少年軍導師、隊員、家長、分隊主辦單位、主辦及伙伴教會弟兄姊妹、少年軍同路人

的踴躍支持，經點算後，我們共收集14,741個簽名，並於 2013年1月4日由本會4位隊員代表(包括2位中

級組隊員及2位初級組隊員)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GBS,JP遞交所收集的簽名及請願信。

簽名行動  成功收集接近15,000個簽名

公關及籌款幹事  楊彩雲



2012年

2012-2013年度

「2012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已於2012年10月28日假旺角

大球場舉行。本會非常榮幸邀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GBS,JP擔任大會

操檢閱官，並本會會長李炳光牧師SBS擔任感恩崇拜講員。

當日總入場人數約5,000人，當中包括130支分隊及

本會各單位之導師、隊員、家長、親友及嘉賓。而當日場

上共有78支來自不同分隊的步操小隊及五區步操隊參與

檢閱儀式，接受檢閱的導師及隊員共有

1,600多人。

香港基督少年軍2012-2013年度步操比賽決賽已於2012年12月16日假九龍灣輔警總部完滿

舉行。參賽隊伍是由各區初賽奪得冠、亞軍所代表各區進入決賽。

當日澳門步操交流隊亦到場參與，本會亦很榮幸能邀請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到場表演。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佳制服

最佳司令員

會長盃

第55分隊

第89分隊

第12分隊

第162分隊

第89分隊賴洛岷輔助導師

主席盃

第35分隊

第224分隊

第145分隊

第224分隊

第78分隊黃碩文高級組隊員

發展幹事 鄭美婷

發展主任 吳惠敏

花絮
活動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本 會 應 民 政 事 務 局 邀 請 於

2012年10月14日擔任金紫荊升

旗禮之升旗手。當日共有3支分

隊(第242、257及261分隊)合共

13位導師及25位隊員參與，一

同見證著這莊嚴的時刻。

發展幹事 鄭美婷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

比賽結果如下：



香港基督少年軍於2012年11月24日榮獲「十八區關愛僱

主」獎項，由總幹事吳淑玲女士代表出席領獎。「十八區關愛僱

主表揚計劃」由香港復康聯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勞工及福

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合辦，藉以嘉許社區內聘用殘疾人士的僱

主，並鼓勵其他僱主加以效法，從而提高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工

作能力的認識，推動殘疾人士就業機會。

大地愛共行 —「Sharity(愛共享)四川服務之旅」已經連續舉辦了

3年，由不同分隊的導師及隊員所組成的團隊已累積服務超過1,000多

位國內有需要的長者、年青人及有特殊需要的小孩等。

今年是第3年舉辦服務之旅，我們的事工服務亦日趨「專業」，

當初只是走馬看花般的探訪，但今年我們與成都青年會、無國界社工

及華恩基金會等機構合作，針對國內同胞的需要，從而提供最適切的

服務，例如進行大型團體遊

戲、多元化攤位活動及簡單

的紀律訓練等等。

於2012年12月21日至12

月30日期間，我們共派出合

共23名導師及隊員前往四川

參與服務之旅。此行除了祝

福當地同胞外，亦祝福了導

師及隊員，當中有2位隊員於成都決志信主；更有1位姊妹，雖然並非

基督少年軍導師，卻願意以支援者身份加入我們團隊輔助是次活動。

我們共籌集約港幣$10,000的捐獻，按四川同胞的需要為他們添購一些

簡單的日用品及小禮物等。

聖經馬太福音記載：「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般。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來年我們將會有更多與導師及隊

員一同服務的機會，大家是否已經準備好肩負這個使命來回應國家的

需要呢？但願基督的愛和見證能夠藉著香港

基督少年軍流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在2012年12月28-31日於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參加者來自9個

國家或特別行政區，包括：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汶萊、印尼、泰國、澳門、菲律賓，共111人參與，當中

來自海外的參加者有70人。

4日3夜的活動非常緊湊，當中包括以下精彩節目：

1)參與講座：由香港基督少年軍副會長—蘇以葆主教主講，題目為「導師的屬靈素質」

2)參與Sharity探訪活動：約30名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聯同約40位海外基督少年軍成員一同探訪

                                          44戶土瓜灣樂民新村長者

3)參與營地晚餐：各國導師彼此交流分享及代禱

4)參與亞洲基督少年軍會員大會：於2012年12月30日下午假香港浸信教會舉行，會中選出新一

                                                        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共50多名各國導師出席

5)參與閉幕禮：由亞洲基督少年軍Associate Chaplain, Rev. Richard TOK帶領進行聖餐，參加者於

                          閉幕禮中獲頒證書

「愛‧家庭運動」:花絮
活動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於香港舉行！
制服團隊部主管 劉家輝

服務，例如進行大型團體遊

戲、多元化攤位活動及簡單

的紀律訓練等等。

月30日期間，我們共派出合

共23名導師及隊員前往四川

參與服務之旅。此行除了祝

福當地同胞外，亦祝福了導

關愛僱主獎項 公關及籌款助理 吳愷欣

發展幹事 林子謙



第264分隊周浩炘、伍芷茵隊員的分享

「在這次探訪中我們最難忘的是聽婆婆說

關於打仗的事，值得學習的是不浪費食物，我

們留意到她需要按摩頸部的東西，我們希望可

幫她按摩頸部。」

第260 分隊Kwok Ho Ying 隊員的分享

「……一個擁抱；一個慰問；一個微笑，

有這麼難嗎?我從長者身上學到不要做會令自

己後悔的事情，要懂得珍惜和分享……」

幫她按摩頸部。」

第260 分隊Kwok Ho Ying 隊員的分享

有這麼難嗎?我從長者身上學到不要做會令自

己後悔的事情，要懂得珍惜和分享……」

參與隊員分享

�S�h�a�r�i�t�y� �2�0�1�2� 愛共享� 
禮物不止是一份心意，更是一種關心! 

不經不覺「愛‧家庭運動」已踏入第3個年頭，今年的重點是培訓家庭同行者，以培育青少年建立良好品格，共建有愛家庭。

2013年活動預告：

     開幕典禮：暫定於4月28日假黃大仙廣場以嘉年華會形式進行，期望各分隊、教會及團體積極參與擺設攤位，藉此讓更多人認識香港

                        基督少年軍

     工作坊：本會將編寫 "家庭同行者教材資料手冊"，並將於5至6月份舉辦工作坊，講解教材的運用，培訓同行者

     講座：家庭基建創辦人羅乃萱女士將於5月4日主講「家庭同行者講座」

     填色及寫作比賽：『填色及寫作比賽』現已進行中，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愛‧家庭運動2012」於去年12月22日舉行有品家庭選舉頒獎禮暨閉幕典禮，當天共12支

分隊及3個團體參與及支持。

臻品中心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舉辦的「深宵墟小販體

驗」及「板間房住戶探訪」，共有17支分隊的導師參與。期望體

驗團能激發我們關注社會上草根階層的處境與遭遇，從中反思如

何關愛他人，繼而推動隊員實踐2013年Shar i ty的主題「走入社

區、服務社群、見證基督」。

以下是冠軍得獎家庭的故事：

 羅伯芬家庭 -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65分隊 

分隊主辦單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盛愛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羅家夫婦育有三女一子，小女兒為智障兒，幼子天生殘障，大腦生長停頓，需靠儀器維持生命，父母心力交瘁時曾想把幼子送往院舍。

最終憑著一家人的互助與承擔，將困難一一克服。在悉心照顧幼子及關顧弱智女兒的經歷，讓他們學習到「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道

理！他們深信，今天幼子已安睡在天父的懷裡！在每段歷程都得到天父預備不同的天使看顧，成為家人互相扶持鼓勵的泉源。

參與Sharity 2012 愛共享的隊員會定期探訪獨居長者，他們亦會藉此

學習觀察及了解長者的需要，於聖誕佳節送上親自為長者挑選窩心的小

禮物。在這次Sharity大行動裡，有隊員曾分享他為探訪的長者挑選了一

張粵曲的唱片，因為他透過探訪知道，原來長者很喜歡聽粵曲呢! 

Sharity2013愛共享的探訪活動將於三月推出，主題為「走入社區、

服務社群、見證基督」，盼望隊員不但在分隊裡學習成長，更可以走入

社區，獻出愛心並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市場及銷售幹事 戴詩琳

訓練幹事 林得志

訓練幹事 林得志

「愛‧家庭運動」:

Sharity導師體驗團

花絮
活動

讓家庭變得有愛 

得獎者

羅伯芬家庭

曾愛瓊嫲嫲與孫兒

李嘉敏家庭

謝懿茵家庭

戴國艶與兒子

吳海燕家庭

「有品家庭選舉」得獎名單如下︰

推薦單位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65分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導航者福音協會

個人名義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88分隊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臻訓中心發展動向
啟動天賦潛能 共拓生命傳奇

香港公益金資助機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

Wisegiving 慈善機構

˙請用劃線支票郵寄本會，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或「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

˙亦可將現金直接存入：匯豐銀行「411-687858-838」，並寄回入數紙，以便本會寄發收據。

（請勿郵寄現金，奉獻$100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作為免稅之用途。）

慈善機構（稅局檔案編號：91∕511）

「樂滿罐」慈善糖果義賣

支持我們 www.bbhk.org.hk/support_us

臻訓中心與職業訓練局在2012-2013學年期間再度合作，為超過6,000名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不同院

校及學系的學生，提供全日歷奇訓練活動。是次活動的目標是為一班將會投入社會工作的同學尋找他們的天賦

潛能、提高自信心、了解自己、尋找工作方向，讓他們可以在充足的準備下迎接未來的挑戰。 

本中心已於2012年10月至12月期間為其中約2,500名學生提供訓練活

動，而亦將於2013年2月至5月為餘下約4,000名學生提供有關訓練。邀請大家

為學生祈禱，盼望他們可以透過是次訓練突破自我，尋找正確的人生道路；亦

為教練們祈禱，願他們的經驗可成為學生的祝福。

本中心亦歡迎各導師參與成為是次活動義工，如有興趣，歡迎致電3411-8811查詢。

香港基督少年軍於本年度首次舉行「樂滿罐」慈善糖果義賣，現誠邀各分隊積極參與，

一同把喜樂帶進社區，祝福香港市民。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主題：以「喜樂」為主題，鼓勵大家常存喜樂的心，提升正能量！

義賣物品：迷你罐裝糖果

售價：每罐$10

銷售期間：2013年3月16日至4月30日

籌款目標：30萬

善款用途：籌募本會服務發展經費

詳情請參閱www.bbhk.org.hk/charitysale

分隊報名參與：制服團隊部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電話：2714 9253  | 傳真：2761 3474

電話：2714 5400  | 傳真：2714 3196

動向
少年軍

公關及籌款助理    吳愷欣

市場及銷售幹事 戴詩琳

潛能、提高自信心、了解自己、尋找工作方向，讓他們可以在充足的準備下迎接未來的挑戰。 

為學生祈禱，盼望他們可以透過是次訓練突破自我，尋找正確的人生道路；亦

2013年 BB Shop 會計主任    湯惠賢

收藏推介！

特別推出！
防反超輕縮骨雨傘，有耀眼桃紅色和親切

天藍色，任君選擇！還有型格黑色長雨傘，無

論外出、集隊、活動…任何時候都適用！

窩心之選！
天氣寒冷也不需害怕！穿起純

棉灰色衛衣型格又溫暖！更備有童裝

尺碼，最適合一家大小一同穿著！

為慶祝香港成功舉辦亞洲第一

屆導師團契，BB Shop推出紀念版金

屬章。限量100枚，極具收藏價值！

想瀏覽更多精品，歡迎參閱BB Shop網頁www.bbhk.org.hk/bbshop 

樂滿罐樣式

主辦： 糖果贊助商：



啟動天賦潛能 共拓生命傳奇

優惠級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A座地下 G/F., Block A, Lok Man Sun Chuen, Kowloon, H.K.
網址﹕www.bbhk.org.hk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收入項目

政府津貼

公益金資助

基金資助

活動收入

訓練項目收入 

捐款及籌款活動 

會費收入

其他收入

$             %

1,815,000

493,895

3,525,080

1,605,222

6,288,516

678,669

235,000

88,517

12.32

3.35

23.93

10.90

42.69

4.61

1.60

0.60

14,729,899 100.00

收入報告

支出報告
支出項目 $               %

同工薪金及強積金

租金及差餉

行政開支

折舊開支

基金支出

活動支出

訓練項目支出

6,464,222

435,556

1,109,261

405,356

3,225,080

1,161,466

2,244,894

15,045,835

42.96

2.89

7.37

2.69

21.44

7.72

14.92

100.00

同工薪金
及強積金

租金及差餉

行政開支

基金支出

活動支出

折舊開支

訓練項目支出

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財政報告
會計主任   湯惠賢

捐款者可攜同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7-11便利店

以現金捐款予本會。收銀員於完成交易後會把

交易紀錄發回捐款者。請捐款者保留交易紀

錄，然後郵寄至本會，以便索取正式收據。

「凝．燃．愛」7-11 便利店捐款條碼

政府津貼

公益金資助

基金收入

活動收入

捐款及籌款活動

訓練項目收入

會費收入

其他收入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

主席：李日誠牧師　副主席：陳圖偉先生(兼任精品廊經理)　文書：唐照光先生(兼任精品廊顧問)³ 司庫：江耀龍牧師

軍心B.B.News 顧問編輯：張烈文先生　主編：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執行編輯：楊彩雲女士（公關及籌款幹事）

會務推廣召集人：林偉耀先生     董事：陳少賢先生、江俊華女士、屈富仁先生、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增選董事：張子正先生、麥家榮先生

執行委員會：

FEB.2013

服務單位
總部辦事處

制服團隊部

臻訓中心

臻品中心

學校社會工作部

電話
2714 9253
2714 9253
3411 8811
3411 8811
2714 9254

電話
hq@bbhk.org.hk
ugd@bbhk.org.hk
anchor_house@bbhk.org.hk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sswu@bbhk.org.hk

贊助人：梁振英先生GBM，GBS，JP(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會長：李炳光牧師SBS　會牧：吳振智牧師　副會長：陳堅麗牧師、褚永華牧師、鍾嘉樂牧師、鄺保羅大主教、羅祖澄牧師、蘇振豪先生、蘇以葆主教、

唐榮敏牧師、袁天佑牧師、翁傳鏗牧師　顧問：陳江耀先生、陳聖光先生、鄭佑生牧師、張德明牧師、曹偉彤牧師、周兆真牧師、徐奇榮先生、

馮兆榮先生、許朝英社長、林均堂先生、劉俊泉先生、李寶珠牧師、梁家麟牧師、陸輝牧師、文子安牧師、屈富仁先生、易嘉濂博士MH　

義務核數師：陳以波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法律顧問：黃廣興律師　義務醫事顧問：陳文長醫生、陳以誠醫生、李祥德醫生　

主席：潘香強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張烈文先生　書記：黃承香牧師　司庫：談允中先生

辦事處聯絡員： 李振光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楊建強牧師　訓練委員會主席：張啟森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

其他委員：馮聖華先生、金錫泰先生、江耀龍牧師、蕭智剛先生、黃慧芝女士、胡定邦先生、翁靜淳牧師

(以下為未經審計之帳目)

04/2012 - 03/2013 全年預算赤字 (HK$1,618,152)
截至2013年1月總不敷 (HK$315,936)

捐款及籌款活動 
4.61%

會費收入
1.60%

其他收入
0.60%

基金資助
23.93%

政府津貼
12.32%

活動收入
10.90%

公益金資助
3.35%

訓練項目收入
42.69%

訓練項目支出
14.92%

行政開支
7.37%

折舊開支
2.69%

基金支出
21.44%

租金及差餉
2.89%

同工薪金

及強積金

42.96%
活動支出

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