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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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言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

             又堅固、又牢靠。

B.B.news香港基督少年軍

Oct 2018   Issue 3

封面主題

總部自2015年，積極探討與觀潮浸信會合作拓展青少年

培育事工。經磋商後，將以三年為期，由本年7月1日起，正

式使用觀潮浸信會大樓10樓為青少年事工培育基地，期盼造

福兒童及青少年人，為主國培育更多基督精兵，榮耀主名。

主要服務構思如下﹕

˙成為九龍東區分區據點

˙提供額外的少年軍訓練場地

˙成立「小綿羊學堂」：推動品格教育工作，設置

  「多功能感覺統合活動室」為幼童及其家庭，提供

   以遊戲及體驗活動為本的感統發展服務

˙進行教會為本訓練服務：青年事工導師及青少年全人發展訓練

˙推展基金津助的服務計劃，包括區本計劃、兒童發展基金

7月1日於觀潮浸信會舉行感恩會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觀潮浸信會代表

活動剪影

活動預告

日期：2018年11月7、14、21、28、

           12月5、12、19及2019年1月2日

         （星期三，共8堂）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觀潮浸信會10樓

費用：本會導師 -  $800

           非本會導師 -  $1,200

日期：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 - 下午5:00

地點：觀潮浸信會10樓

費用：本會導師：$250

　　　非本會導師：$400

日期：2019年1月10、17、24及31日

          （星期四，共4堂）

時間：晚上7:30- 9:30

地點：觀潮浸信會10樓

費用：本會導師 - $400

           非本會導師 - $600

          （包括課堂講義及魔術道具費用）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觀潮浸信會代表

拓展新事工，宣揚主的名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WEB C221 60週年領帶夾$90WEB C221 60週年領帶夾$90

WEB C222 60週年貼紙$10

WEB C223 60週年環保袋$60

WEB C225 60週年潑水速乾雨傘$195

WEB C224 60週年燙章$15

文物小組自成立以來，除了舉辦培訓工作坊及小型文物展覽，早前更配

合總部辦公室裝修，佈置全新的文物櫃。第一階段主要展出不同年代的隊員和

導師制服配件、隊員榮譽獎章和專章、少量軍號和旗幟等；櫃內更設QR-code

方便直接了解文物名稱及年份等資料，歡迎分隊蒞臨參觀。文物小組歡迎各導

師或前成員向本會捐贈文物，有意者請電郵相關文物的文字描述和相片予本會

relics@bbhk.org.hk

總部消息

導師制服配件、隊員榮譽獎章和專章、少量軍號和旗幟等；櫃內更設QR-code

方便直接了解文物名稱及年份等資料，歡迎分隊蒞臨參觀。文物小組歡迎

師或前成員向本會捐贈文物，有意者請電郵相關文物的文字描述和相片予本會

relics@bbhk.org.hk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週年

舉行日期 活動項目

2019年2月16日 

2019年3月至5月（待定）

2019年7月28日

2019年7至8月

2019年9月14日

2019年10月5日

2019年10月27日

2019年11月17日

2019年12月29日
至2020年1月1日

（待定）

60週年啟動禮
暨臻訓中心10週年感恩禮
家長義工小組啟動禮

運動會

週年會員大會

音樂營

Anchor Run 2019

60週年感恩崇拜
60週年感恩聚餐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 

國際營

步操比賽

文物櫃正式開幕

活動預告

60週年紀念精品

紀念活動 行事曆

攜手邁步 傳承使命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週年60



國際交流

活動剪影

最美的事奉培靈會於2018年6月12日假聖

公會諸聖座堂舉行，共有200名導師出席。

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總幹事池嘉邦牧師籍彼

得後書1章3-8節勉勵導師在事奉上尋求神的心

意，突破自己的界限。聯合詩班獻唱「主是我

力量」，盼望我們以神居首，在基督少年軍的

事奉裡並肩作戰。

國際交流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8」- 

  探索嶺南文化科技發展之旅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8」於2018年7月21至29日順利完成，9天內與13個青少年制服團體的隊

員一同遊走於佛山、桂林、陽朔、貴州及貴陽等地。從古往今來的文化與建築中，欣賞與學習中國

生活文化和傳統特色；二百多位參加者在旅程中有不少鮮為都市人所知的趣事軼聞，例如當地人家

的獨特語言、信仰及其他風俗等。

升旗禮是整個行程中最重要環節，很榮幸大會能安排本團以制服團隊身分負責整個升旗禮。天還未亮時，我們便出發前往廣場。我有幸作

為主旗手，站在嘉賓後面，視線毫無阻礙地參與儀式。在這次升旗禮，我完成了旗操，也是步操生涯中的一大突破，感到十分滿足。這也是行

程裡惟一全部參加者一同穿著整齊制服的機會，讓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行程完結前，我們在景區進行晚會，一同在戶外享用自助晚餐，穿插了歌舞和噴泉表演，其中各制服團隊都派出隊員進行制服表演，把全

場氣氛推上高峰。晚會尾聲，我們唱了兩首歌﹕「偶然遇上的驚喜」觸動了大家感動落淚；「友誼萬歲」總結了全團的團結合作的經歷。回港

後不禁回顧這幾天點點滴滴，實在十分滿足。

關心如隊員（260分隊）

培靈會 

本會11支分隊合共30名成員參加了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於8月

18至24日舉辦第23屆之Pesta Beyond 2018盛宴會議，招聚約2,300

名來自馬來西亞、印尼、英國和香港的隊員參加。期間設有步操、

樂隊、舞蹈、歌唱比賽、城市定向及團體活動等。香港隊員到熱情

款待，充分表現BB一家的國際友誼精神。款待，充分表現BB一家的國際友誼精神。

場氣氛推上高峰。晚會尾聲，我們唱了兩首歌﹕「偶然遇上的驚喜」觸動了大家感動落淚；「友誼萬歲」總結了全團的團結合作的經歷。回港

考察活動通過參觀佛山祖廟、南風古灶、黃飛鴻紀念館及嶺南天地，啟發參加者對嶺南文化的認

知，讓他們了解貴陽市及傳統苗族等歷史、文化發展、人民生活、社會經濟狀況。他們於桂林的象鼻山

及二江四湖，欣賞不同景點的地質地貌風光，並於佛山高新科技及傳統企業和「天眼」，培育參加者對

文物、環保、生態及大自然科學的興趣。透過交流、探訪和參加活動，促進中港青少年互相認識。

最美的事奉612

Pesta Beyond 2018



活動剪影

臻訓中心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攜手推出的第1屆【歷奇為本：領

袖培訓高等文憑】課程，共有15位畢業生，獲取資歷架構認可第4級別，畢業典禮暨聚餐

已於7月15日舉行。課程包括體驗式學習、歷奇為本領袖培訓等六個範圍，為期15-18個

月。第二屆高等文憑課程已經正式開課，臻訓中心亦正積極籌辦基礎文憑課程。

【不一樣的退修日營】

剛過去的暑假，本會臻訓中心為大埔循道衛理小學教

師 團隊進行退修營會。退修營會內容豐富，透過「Ci r c l e 

Paint ing」體現團隊互相包容、共同創作的過程；透過高空

繩網，讓教師團隊建立互

信、重尋基督教教育精神

的本義。盼望教師們準備

迎接新學年之前，在退修

會中重新得力。

臻訓中心活動花絮

讓我們將口號化成行動

颱風「山竹」過後，滿目瘡痍。我們可以為社區做些什麼呢？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8分隊（主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到

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參與團隊訓練活動時，特地在午飯前齊齊走到

沙灘上，執拾風災後湧現的垃圾堆。清理社區、愛護社區，從來不單

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每一位都可以實踐的行動！

特別鳴謝 Rainbow Foundation 贊助整天訓練活動

清理社區

BNCO/OBTC Passing Out
香港基督少年軍一直致力培訓青少年成為未來領袖，課程中透過步

操、營會及技能訓練等，讓學員發揮潛能、提升其自信心及責任感、並

培養他們建立團隊精神。是年度「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及 「導

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於8月26日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舉

行。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獲邀擔任會操檢閱官，並頒發「最優秀

隊員」獎。本年度有4位隊員獲得此獎項，表揚他們突出的表現。

郭廣興隊員（第88分隊）

要完成ANCO的訓練絕不容易，無論是理論課、訓練

營、實習或籌備畢業禮，我們每時每刻都要深思熟慮。

因為我們已不再是隊員，將要成為中堅分子，肩擔著支

持分隊的工作。

要解說我如何成為優秀學員並沒有什麼意義，我不

敢在主面前自誇些什麼。在整個訓練之中，感恩能讓我

盡情發揮自己，並與我的隊友和導師一同經歷和隊伍之間的合作。感恩

有主的同在，耶和華以勒，Amen。

一開始完全沒有想過自己能考獲最優秀隊

員，總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我認為要

做到最優秀隊員，並不只是每次制服檢查獲要

滿分，更不是要討好導師，而是全心全意投入

分隊集隊中，作好本份，主動幫助身邊有需要

的人。即如是我，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位，所以

與其他組員互相幫忙也十分重要。感謝營會中陪我渡過難關的

每位隊友，沒有他們，我就沒有這次美好的經歷。有幸作為基

督少年軍的隊員，在成長路上受到模造和培育，期盼與各位隊

友一同在BB的大家庭裡共同成長。

家長親自頒發證書
「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畢業的隊員共78人，超過300人出

席典禮。我們一直致力推動學員與家人建立良好關係，故此特別邀 請

隊員家長親手頒發證書給子女，讓家長見證子女過去在訓練過程的成

長與得著。

新一代導師加入事奉行列
當天同場舉行「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畢業學員近160

人。課程專為對幼兒、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而設，為本會 培

育新一代的導師，參與課程的導師需到分隊實習，把所學知識和技能

實踐，作好準備，加入基督少年軍的事奉行列。

【不一樣的退修日營】

隆重介紹！臻訓中心全新的網站正式啟用了！以後了解我們各類的訓練、預約各類營會、搜尋我們的位

置，可瀏覽https://anchorhouse.bbhk.org.hk。 或致電3411-8811

譚婼寧隊員（第40分隊）

最優秀隊員 心聲

活動剪影

特別鳴謝 Rainbow Foundation 贊助整天訓練活動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BB設計系 - 大專生設計工作實習計劃 

最新動向

本會旗下新社企項目「BBazaar創藝館」於本年4月正式開始營運，透過

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等創意交流平台，促進本地創意文化的經濟動力。

BBazaar創藝館過去曾舉辦多次青年市集，為超過200個單位提供市集銷售及

交流平台。BBazaar創藝館致力創造更多平台予年青人，更於過去的暑假推

出「BB設計系－大專生設計工作實習計劃」，招募具設計潛質的年青人，

為他們提供發揮的機會，在真實的職場環境展現才能，實踐理想，將創意帶

入社區。

對BB認識更深
「實習中的學習很多，對將來很有幫助。」實習生負責的工作

範疇非常多元化，由BB年曆卡設計、市集宣傳品、網絡媒體宣傳到

大型活動籌備等都有涉獵。創藝館的工作繁重，死線一浪接一浪，

但眼見自己一手一腳「創造」的作品相繼面世，箇中的滿足感足以

抵銷過往辛勞。社工系畢業在即，Winky直言在創藝館實習是裝備自

己的好機會，在活動籌備及宣傳方面都獲益良多；不但更了解機構

的運作，亦能掌握年輕人的喜好，將來可以藉此與服務對象打開話

題。 

「以前只是在方舟參加繩網訓練，沒有想過原來有這麼多訓練

以外的活動。」說到BB，Winky分享，從前她一定會先聯想到穿起制

服，個個威風凜然的隊員導師。參與BB設計系讓Winky發現原來除了

制服團隊外，BB還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服務社會。BBazaar創藝館的

服務與平常接觸的分隊活動很不同，當中包括不少市集籌劃及產品

設計的工作，亦令Winky大開眼界。「兩年前，在關愛生活館擔任暑

期助理，開始認識BB的不同項目，到今年在創藝館實習，更覺得BB

比想像中更大更多元化。」

創藝館創藝館BBazaar

「這裏的限制少，發揮空間很大，做到自己滿意的作品會好有

成功感！」高中時修讀過視藝的Winky坦言，當年為應付公開試，創

作時需以評分標準為考量，制肘很多，亦鮮有加入個人特色。參與

創藝館的設計工作，Winky的設計得到大家的欣賞，肯定了她對設計

的熱情；更重要的是，能做到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當中的成就感實

在非片言隻語所能形容。

「手繪字是我這兩年來的興趣，可以將自己的興趣融入設計

中，實在很有意思。」即將推出的「愛言．愛語」手繪字金句卡正

是由Winky一手設計；除了抄寫金句外，後續還要將文字電腦圖像

化、調整、排列及上色，每個步驟也是Winky親手主理。金句卡能

透過自己的手繪字製作成產品並祝福別人，亦令Winky十分期待。

創藝館未來亦會陸續推出更多基督教精品，包括金句卡及文具

精品，期望透過產品將正面的訊息傳開。而Winky亦會繼續以兼職同

工的身份在創藝館參與設計工作，透過各類市集活動及產品，把信

念與祝福帶入這個城市裏。

更多BBazaar創藝館資訊: bbazaar.org.hk

欣賞是對設計者的肯定

218分隊（主辦單位：和樂浸信會）隊員謝穎淇（Winky）為BB設計系首屆

「畢業生」，於BBazaar創藝館擔任設計實習生三個月。Winky現時是社工系的本

科生，高中時有修讀過藝術，過去也曾為分隊教會設計宣傳海報；機緣巧合之

下報名參與BB設計系，成為BBazaar創藝館的其中一員，踏上了不一樣的跑道。

創藝館服務包括 - 文創市集

活動策劃、平面設計、紀念品
設計及製作服務。

本會旗下新社企項目「BBazaar創藝館」於本年4月正式開始營運，透過

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等創意交流平台，促進本地創意文化的經濟動力。

BBazaar創藝館過去曾舉辦多次青年市集，為超過200個單位提供市集銷售及

交流平台。BBazaar創藝館致力創造更多平台予年青人，更於過去的暑假推

出「BB設計系－大專生設計工作實習計劃」，招募具設計潛質的年青人，

為他們提供發揮的機會，在真實的職場環境展現才能，實踐理想，將創意帶

218分隊（主辦單位：和樂浸信會）隊員謝穎淇（Winky）為BB設計系首屆

「畢業生」，於BBazaar創藝館擔任設計實習生三個月。Winky現時是社工系的本

科生，高中時有修讀過藝術，過去也曾為分隊教會設計宣傳海報；機緣巧合之
218分隊（主辦單位和樂浸信會）
隊員謝穎淇（Winky）

對       象：大專生或以上；對設計軟件如AI、InDesign、

                 PS或PremierePro有基礎認識

實習內容：產品設計及製作、平面設計及印刷、

                  數碼繪圖、多媒體設計及項目策劃

實習時段：最少3個月，期間每星期1-2 天（設實習津貼）

名       額：2 位（須通過面試）

地       點：馬灣（另設交通津貼）

申請方法：申請者請將履歷表及作品集電郵至doris_law@bbhk.org.hk

                  電郵標題請註明「申請者姓名– BB 設計系」

最新產品「愛言．愛語」系列
金句卡是Winky實習期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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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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婉婷女士（總幹事助理）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

主席：李日誠牧師　  副主席：陳少賢先生　  司庫：屈富仁先生      書記：何景亮先生      精品廊經理﹕林偉耀先生

董事：方煒鍵先生、林弘基先生、黃燕儀女士、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贊助人：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名譽會長：李炳光牧師SBS   會長：鄺保羅大主教　會牧：吳振智牧師

副會長：張振華監督、張觀運牧師、朱永生牧師、褚永華牧師、林崇智牧師、羅慶才牧師、蘇成溢牧師、蘇以葆主教JP

名譽顧問：陳聖光先生MH、鄭佑生牧師、馮兆榮先生、許朝英先生、盧龍光牧師、文子安牧師MH、易嘉濂博士MH

顧問：陳江耀先生、張德明牧師、張天和牧師、曹偉彤牧師、周兆真牧師、徐奇榮先生、馮兆成牧師、劉俊泉先生、李寶珠牧師、李思敬牧師、

雷慧靈博士JP、陸輝牧師、彭振國牧師、冼日新牧師、屈富仁先生、邢福增教授　

義務核數師：甘志成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法律顧問：黃廣興律師、楊彼得律師　義務醫事顧問：李祥德醫生、丁錫全醫生

執行委員會：

主席：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何景亮先生       書記：黃承香牧師    司庫：林惠燕女士

辦事處聯絡員：李振明傳道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方煒鍵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金錫泰牧師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召集人：林弘基先生    委員：陳建榮傳道、馮聖華先生、馮肇彬先生、吳景棠先生、蕭智剛博士、黃燕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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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取消郵寄BB News 給我

     請將此頁連同郵寄標籤，傳真2761-3474或電郵至總部﹕hq@bb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