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2年 02月 29日) 

 

〈總部消息〉 

 
二月份「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 (更新日期: 28-2-2012)  

 

新一期的《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之「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歡迎於網上瀏覽雜誌內容，並鼓

勵各導師及隊員介紹親友閱讀：  

● 「 少年軍見證」：參閱雜誌網上版 | 參閱雜誌印刷版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更新日期: 28-02-2012)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BB Asia 2011 Annual Report》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同工年假 (更新日期: 27-02-2012)  

 

總幹事吳淑玲女士於將 3 月 1 日(星期四)至 3 月 3 日(星期六)往海外公幹及於 3 月 7 日(星期三)

至 3 月 10 日(星期六)取年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女士署任。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emily_chan@bbhk.org.hk 與陳美珊女士聯絡。  

 

2011-12 年度分隊普查及導師服務時數申報截止日期 

（更新日期：16-02-2012）  

 

2011-12 年度分隊普查及導師服務時數申報的截止日期為 2012 年 2 月 29 日，各分隊敬請留意！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九東區：林子謙先生（子謙）  

九中區：陳汝康先生（汝康）  

港島區：溫可立先生（Steven）  

新九西區：曾子峰先生（子峰）  

新東北區：鄭美婷女士（美婷）  

下載分隊普查表格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15-02-2012)  

 

詳情請按此參閱。 

 

http://www.grateful-heart.org/WonderfulGrace/content.php?section=3&cat=%E5%B0%91%E5%B9%B4%E8%BB%8D%E8%A6%8B%E8%AD%89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flagday/%E4%BA%8C%E6%9C%88%E4%BB%BD_-_%E7%AC%AC198%E5%88%86%E9%9A%8A_%E9%BB%83%E6%9B%89%E6%99%B4.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BB_Asia/BB-_Asia-2011-Annual-Report.pdf
mailto:emily_chan@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dev_new_form/2012%E5%88%86%E9%9A%8A%E8%B3%87%E6%96%99%E8%AA%BF%E6%9F%A5%E8%A1%A8.pdf
http://www.bbhk.org.hk/248/


總幹事隨筆 (更新日期：15-02-2011)  

 

有關新一期總幹事隨筆，詳情請按此參閱。  

 

精品廊週年盤點 (更新日期：10-2-2012)  

 

請注意！BB SHOP 將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四)至 3 月 31 日(六)進行週年大盤點，此段期間 BB 

SHOP 暫停營業。分隊若需購買制服配件、獎章或紀念品，請於 3 月 13 日(二)前遞交「訂購表

格」或親臨總部選購。BB SHOP 將於 4 月 2 日(一)恢復正常運作。 

盤點期間，恕不接受任何訂購、退換或提取制服資助，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7-02-2012)  

 

有關 2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香港基督少年軍接受香港電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 06-02-2012)  

 

本會第 258 分隊導師、隊員及家長已於 2 月 5 日完成香港電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訪問，歡

迎大家重溫節目內容。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香港基督少年軍受訪 - 節目播放時間：  

節目名稱：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節目主持人：郭立椿、邱焱  

播放頻道：香港電台第一台  

播放日期：2012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  

播放時間：下午 13:00-14:00  

網上重溫：請按此收聽  

 

BB SHOP 制服配件及獎章售價調整 (更新日期：04-02-2012)  

 

由於近兩至三年人民幣不斷升值，而 BB SHOP 大部份制服配件及獎章之生產商均來自國內，導

致整體購貨成本不斷上升，加上 BB SHOP 於近五年內並沒有調整貨品售價(毛衣除外)。為追及

人民幣升值及通漲，個別制服配件及獎章將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調整售價，有 

關調整售價之項目已於 BB SHOP 網頁內公佈。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bbshop@bbhk.org.hk 與楊勝南先生聯絡。  

備註：凡於 201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遞交訂購表格之售價則不受影響，但必須於 2012 年 4 月

15 日或之前親臨 BB SHOP 付款及取貨。  

 

http://www.bbhk.org.hk/186/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Prayer-items-Feb-2012.pdf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1/CareForDisabled&d=2012-02-05&p=4109&e=167829&m=episode
http://www.bbhk.org.hk/348/?L=0
mailto:bbshop@bbhk.org.hk


『凝燃愛券』歸還事宜 (更新日期 : 31-01-2012) 

  

感謝各分隊踴躍支持『凝燃愛券』售賣活動，『凝燃愛券』的公開售賣日期即將結束，請導師們

盡快收集隊員所籌得之款項及剩餘的『凝燃愛券』，並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前交還總部制服團

隊部同工。  

備註： 

1. 認購『凝燃愛券』後，如未能全數銷售，可退回完整無缺的券給我們。  

2. 因考慮到核數及保安問題，請各導師及隊員謹慎保存該券，如有遺失便要自行負責補回

該券的同等面值，不便之處，敬請原諒。(例：遺失 1 張=$10)  

查詢： 

制服團隊部 發展幹事 Tel: 2714 9253 | Email: ugd@bbhk.org.hk  

 

『新年利是十分一』捐獻收集事宜 (更新日期 : 31-01-2012)  

 

感謝各分隊踴躍支持『新年利是十分一』活動，請導師們盡快收集隊員所奉獻的款項，並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前交給總部制服團隊部同工。  

查詢： 

制服團隊部 發展幹事 Tel: 2714 9253 | Email: ugd@bbhk.org.hk  

 

2012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17-01-2012)  

 

2012 年度行事曆(按此)已更新，請各導師留意，2012 年週年會員大會及導師日聚餐訂於 7 月 8

日舉行。隨著本會服務不斷發展，為了確保有足夠時間預備財務和核數師報告，每年之週年會員

大會將由已往 6 月最後一個週日改為 7 月第二個週日，敬請留意。  

 

新一期《Across Asia Newsletter》 (更新日期: 28-12-2011)  

 

新一期亞洲基督少年軍通訊《Across Asia Newsletter》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少年軍見證」將定期刊登於《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  

 

(更新日期: 04-01-2012)  

 

由 2012 年 1 月份開始，香港基督少年軍將定期接受《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訪問，該雜誌將於

每期刊物上刊登名為「少年軍見證」的欄目，而本會將邀請導師及隊員受訪，歡迎分隊導師提供

感人的隊員見證，詳情請致電 2714 5400 與公關及籌款幹事楊彩雲聯絡。  

感謝《身心美》奇妙恩典的慷慨支持，該雜誌將免費送出每期刊物予本會各分隊，每分隊乙本。

1 月份月刊已經出版，各分隊導師可於總部的分隊文件櫃中索取。  

另外，歡迎於網上瀏覽雜誌內容，鼓勵各導師及隊員介紹給親友閱讀：  

mailto:ugd@bbhk.org.hk
mailto:ugd@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Calendar2010-11_17-01-2012.xls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BB_Asia/Across_Asia_Oct-Dec_2011.pdf


● 《 身心美》奇妙恩典雜誌網址：www.grateful-heart.org  

● 「 少年軍見證」：參閱雜誌網上版 | 參閱雜誌印刷版  

特別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7-01-2012)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500 本，主要對象為導師。為了讓更多隊員參閱這本以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為主的書籍，現接受大量訂購，5 本或以上 6 折、10 本或以上 5 折、20 本

或以上 4 折，請分隊趁此機會，積極推介給導師及隊員。分隊亦可藉此優惠，購買特刊送贈予

隊員作獎勵禮物。 

特刊內容除了以回顧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歷史為主，還會包括基督少年軍之起源及於世界各地之發

展簡史。除此以外，還會加入理論文章、經驗分享文章、大量珍貴歷史相片連中英文標題；和五

十週年徵文比賽、繪畫比賽及填色比賽得獎作品等豐富內容(請參閱目錄大綱)。特刊內頁為 264

頁，A4 size，封面燙金及 Spot UV 過膠製作。特刊精裝版(硬皮封面封底)每本原價為港幣 100

元，平裝版每本原價為港幣 70 元。請按此填寫訂購表格及以正式收取付款才作實。如有查詢，

請致電與 2714-5400 行政幹事李翠霞(Grace)聯絡。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2011 年第四季 (更新日期: 03-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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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此瀏覽詳情。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資助—2011-2012 年度清貧學生制服資助計劃  

(更新日期：06-12-2011)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之撥款資助清貧隊員購買制服及參與領袖訓練已於 2011 年 11 月全數批出。

基於分隊仍有制服資助的需要，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決定撥款資助有需要的分隊購買制服。唯撥

款有限，受資助者的要求和獲資助的款項以將會改變，敬請留意。凡符合資格者，均可透過分隊

申請有關資助。請按此下載有關詳情及申請表格。  

 

《隊員成長簡介》參考文件(更新日期：30-11-2011)  

 

為了讓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事工能夠配合社會的發展，近年各委員會就隊員年齡、組別及訓

練內容等均作出整合和修訂。分隊工作委員會於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中，制訂 《隊員成長簡介》

參考文件，文件已上載總部「資料下戴」網頁。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4-10-2011)  

 

為保障本會各分隊成員於集隊、參與各項戶外活動及總部舉辦之活動安全，總部每年均會代各分

隊成員安排「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新一年度的承保期為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止。所有已註冊導師及隊員皆可透過總部辦理上述事宜，費用為每人港幣 30 元正。  

投保範圍包括：投保人在分隊集隊、總部或聯合分隊所舉辦活動中引致傷亡或殘缺。賠償金額：

死亡或殘缺最高為港幣 200,000 元正，醫療最高為港幣 2,500 元正。  

http://www.grateful-he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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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dev_new_form/SA%E6%B8%85%E8%B2%A7%E9%9A%8A%E5%93%A1%E8%B3%87%E5%8A%A9%E8%A8%88%E5%8A%83BBHK%E7%94%B3%E8%AB%8B%E8%A1%A811-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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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已透過電郵通知各分隊隊長或聯絡人有關保險事宜，如欲申請，請填寫申請表格連同支票(支

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或「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Limited」)，於 2011

年 11 月 15 日或以前郵寄回總部會計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

zoe_lam@bbhk.org.hk 與會計文員林靜婷小姐(Ms. Zoe Lam)聯絡。各分隊仍可在此年度任何時

段透過總部申請，詳情請參閱活動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  

女導師穿著禮服時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 (更新日期：06-10-2011)  

執行委員會於 2011 年 9 月 1 日(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議決日後女導師於穿著禮服時，除了

可穿著現時指定款式的皮鞋(制服及獎章佩帶規則：黑色綁帶皮鞋，圓頭，無筒，無飾物，無花

紋，鞋跟不高於 3 厘米 / 導師一般稱為步操鞋)外，亦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黑色無綁帶，無

筒，無飾物，無花紋，鞋跟不高於 6 厘米，參考圖片)，即日生效。詳情請參考《制服及獎章佩

戴規則》。  

 

2011-2012 年度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 (更新日期：22 -09-2011) 

 

為了鼓勵各分隊及分隊導師積極參與總部所舉辦及推介之活動，新一年度將繼續推行「分隊嘉許

計劃」和「導師嘉許計劃」，藉此推動更多分隊和分隊導師踴躍參與不同的總部活動。 

 

詳情請下載下列相關文件： 

 

分隊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導師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體部同工聯絡。 

2011 年週年會員大會議記錄(更新日期︰16-08-2011) 

  

2011 年週年會員大會議記錄，有待下一屆週年大會通過，按這裡下載  

 

執行委員會委員及總部辦事處職員穿著制服時所佩戴之「導師名牌」修訂  

(更新日期：13-05-2011)  

執行委員會日前通過總部辦事處職員穿著制服時所佩戴之「導師名牌」的顏色由藍色底白色字改

為綠色底白色字，而執行委員會委員穿著制服時所佩戴之「導師名牌」的顏色由藍色底白色字改

為紅色底白色字。此修訂生效日期為 2011 年 5 月 15 日，詳情請參考《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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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NKW/temp1/2011-12%E9%A6%99%E6%B8%AF%E5%9F%BA%E7%9D%A3%E5%B0%91%E5%B9%B4%E8%BB%8D%E5%B0%8E%E5%B8%AB%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8%A9%B3%E6%83%85.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1_hq_news/2011AGM_minutes.pdf
http://www.bbhk.org.hk/404/


〈活動消息〉 

賣旗日「物資整理服務日」 (更新日期:27-02-2012)  

本會喜蒙社會福利署批准舉行賣旗日，現希望招募分隊義工協助事前物資整理的工作，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  

2012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14:00-17:30 pm  

2012 年 3 月 27-30 日(星期二至五)：14:00-17:30 pm / 18:30-21:30 pm  

地點：觀塘浸信會 (地址：九龍觀塘功樂道 83 號)  

人數：每時段約 20-30 人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14 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國際交流分享 (更新日期：16-02-2012)  

 

最新的國際交流活動分享已上載至網頁，詳情可往「國際交流綱頁」瀏覽。如對交流活動有任何

查詢，可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  

 

 

2012-13 年度國際交流活動（更新日期：01-02-2012）  

 

2012-13 年度國際交流活動已經推出，本年分隊成員有機會代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到訪內地及亞洲

不同國家和城市之餘，亦有機會到蘇格蘭與當地基督少年軍進行交流。  

詳情請瀏覽「國際交流活動網頁」http://www.bbhk.org.hk/476/  

 

馬來西亞國際營 PESTA 2012（更新日期：01-02-2012）  

 

本年 6 月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將於 JOHOR BAHRU 舉行兩年一度的國際營「PESTA 2012」，

香港基督少年軍現正組織代表隊參與。  

活動詳情請瀏覽「國際交流活動」網頁及活動 facebook 專頁  

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費用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交回總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 

  

免費離島遊計劃 2012（更新日期：14-12-2012）  

為推動長洲、大嶼山（梅窩）、坪洲、及南丫島（榕樹灣和索罟灣）的地區經濟活動，減低有需

要團體舉辦活動的交通開支，以及帶動離島渡輪服務的乘客量，政府推出一個免船費計劃，鼓勵

合資格的團體（包括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及各分隊）舉辦前往這些離島的活動。有興趣的機構可

向運輸署提交申請。成功申請的機構可免船費往返上述四個離島舉行活動。  

http://www.bbhk.org.hk/132/?L=0
http://www.bbhk.org.hk/589/?L=0%E8%BD%89%E5%AF%84%E5%88%86%E9%9A%8A%E5%B0%8E
http://www.bbhk.org.hk/589/?L=0%E8%BD%89%E5%AF%84%E5%88%86%E9%9A%8A%E5%B0%8E
http://www.bbhk.org.hk/589/?L=0%E8%BD%89%E5%AF%84%E5%88%86%E9%9A%8A%E5%B0%8E
http://www.bbhk.org.hk/476/
http://www.bbhk.org.hk/476/?L=0%E8%BD%89%E5%AF%84%E5%88%86%E9%9A%8A%E5%B0%8E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900878777&ref=tn_tnmn#!/pages/BB-Pesta-2012-Here-as-One/230394300330820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可以分隊名義或主辦單位名義（如屬合津助資格單位）申請，如以香港基督

少年軍分隊名義申請，由於申請表格上必須包括總部蓋印，分隊可於辦公時間內派員到總部蓋

印，總部將復印該表格作為紀錄之用。  

該計劃將於 2012 年 1 月 3 日開始接受申請，有興趣的分隊可登入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 ，

進一步了解計劃詳情。  

如有查詢或安排蓋印，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按此下載表格  

 

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更新日期:2-6-2011)  

 

2009-10 年度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嘉計名單已上載於網頁，詳情可按此參閱。 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 Stephenie 聯絡。 

 

 

〈訓練消息〉 
 

更改 OBTC1203 期單元一上課日期通知 (更新日期: 24-2-2012)  

原訂於 7月 8及 15 日舉行的 OBTC1203期單元一課程, 由於分別與本會的週年會員大會及愛家

庭活動開幕禮撞期，單元一課程將改在 7 月 22 及 29 日舉行, 敬請留意。  

如欲查閱 2012 年各期 OBTC 的最新上課日期, 請按入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最新消息(更新日期：22-2-2012)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2012 年 1-6 月課程已接受報名，歡迎各導師報名及查詢詳情。  

S1(技能) S2(社交) S3(基督教教育) 

『高空繩網一級及二級場地導

師』培訓計劃  

歌唱及遊戲應用課程  青少年查經技巧課程  

高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團隊動力發展課程  戶外崇拜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五級樂理訓練課程    

以下是 OATC 課程資訊的 link:  

http://www.bbhk.org.hk/oatc11/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總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謝謝！  

 

 

 

 

 

http://www.td.gov.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Transport_Dept_Outlying_Island_form_Final.pdf
http://www.bbhk.org.hk/132/?L=0%E8%BD%89%E5%AF%84%E5%88%86%E9%9A%8A%E5%B0%8E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OBTC2012_timetable.pdf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高級組-生命成長營(更新日期:20-02-2012)  

 

訓練委員會 2010-11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新修訂之高級組訓練獎大綱，而當中要求高級組隊

員於考取荊冕章前必須完成兩次由訓練學校舉辦的高級組，2012 年度第二期營會之詳情如下： 

主題：同行者  

活動編號：SS2012-02  

日期：(營前會) 20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 

   (營會) 2011 年 9 月 21-22 日(星期五-六)  

時間：(營前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第一日晚上 9:00 至翌日下午 4:00 

地點：(營前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馬灣島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原價)$300 (優惠價)$180 

服式：分隊 T 恤 

開班人數：15 人 

截止報名日期：(SS2012-02)2012 年 8 月 10 日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連同費用寄交總部，信封面請註明「高級組-生命成長

營」，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 

  

教練續任通告 (更新日期: 14-02-2012)  

 

總部現正處理委任期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之教練續任申請，為確保 閣下的教練委任能夠繼續有

效，請於 3 月 31 日前填妥教練申請表，並寄交總部辦事處辦理。  

如對教練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  

續任教練名單  

各科教練委任文件  

教練申請表  

 

AYP 遠足導師與本會遠足教練之協調機制 (更新日期: 08-02-2012) 

  

為配合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之要求及使分隊能更有效於隊內推行 AYP，並舉辦野外鍛鍊科遠

足課程，如屬本會*註冊導師並同時是 AYP 註冊遠足導師，可參與本會指定之課程或工作坊協

調成為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現時提供予導師參加之課程為於 2012 年 5-6 月舉辦之 OATC「戶外敬拜訓練課程

(OATC-12PAY1)」，如導師有意參加此課程作協調，請按 OATC 之報名手續報讀，並於 2012

年 4 月 30 日前填妥下表。  

http://www.bbhk.org.hk/tcform/?L=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training/%E6%95%99%E7%B7%B4%E5%90%8D%E5%96%AE_2012%E5%B9%B4%E5%88%B0%E6%9C%9F_.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training/%E5%90%84%E7%A7%91%E6%95%99%E7%B7%B4%E5%A7%94%E4%BB%BB%E6%96%87%E4%BB%B6_14-2-2012.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training/%E6%95%99%E7%B7%B4%E7%94%B3%E8%AB%8B%E8%A1%A8_14-2-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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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必須符合本會之教練委任要求方可協調  

分隊隊號  

姓名  

官階  

已完成 OBTC 
是

 

已受洗之基督徒 
是

 

AYP 註冊遠足導師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請按一次遞交
 

 

「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更新日期：04-02-2012)  

 

為回應分隊導師的需求, 本會將於 2 月 15 日開辦一班「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導師訓練工

作坊, 有興趣之導師可填妥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並傳真回臻訓中心  

本活動共分為隊員訓練及導師訓練兩合個獨立內容，導師可按需要參加兩部份活動或其中一部份

活動。有關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資料：  

活動介紹、訓練大綱、參加回條、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分類紀錄卡、宣傳海報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Victor)先生聯絡。 

  

AYP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更新日期: 10-01-2012)  

 

為推動及鼓勵分隊成員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本會之執行處計劃於來年為有意考取野外

鍛鍊科之分隊導師及隊員舉辦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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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意參加此課程者，請填妥下表： 

分隊隊號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BB_%E9%82%80%E8%AB%8B%E4%BF%A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8%A8%93%E7%B7%B4%E5%85%A7%E5%AE%B9.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5%8F%83%E5%8A%A0%E5%9B%9E%E6%A2%9D.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5%88%86%E9%A1%9E%E8%A8%98%E9%8C%84%E5%92%AD.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BB_%E5%AE%A3%E5%82%B3%E6%B5%B7%E5%A0%B104.jpg


姓名  

職級 
導師

 

年齡  

章級 
漸進金章參加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請按一次遞交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對換事宜(更新日期:10-01-2012) 

  

為配合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獎章考核要求，本會已於 2010 年尾修訂了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

冊，並於 2011 年初舉行新修訂簡介會及要求所有新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導師及隊員必須出

席「迎新講座」，以了解中級組專章及高級組獎章對換之要求及方法。  

由 2011 年 9 月 1 日開始，分隊隊員無論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或 2011 年 1 月 1 日後簽發紀

錄簿，均必須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所訂定的要求對換獎章，如隊員完成 AYP 銅章或銀

章，請分隊填妥有關表格連同紀錄簿寄交總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或發展幹事林子謙聯絡。 

  

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中央考核  

(更新日期:05-01-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

中央考核，即時生效。  

體能章及游泳章的課程大綱均清楚列明其考核之準則及要求，分隊必須按其準則及要求進行考

核，而訓委會則建議分隊可邀請其他分隊有相關教授經驗之導師協助進行考核，以示公正。 

  

2012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29-12-2011)  

 

為了更有效讓透過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下稱:AYP)的隊員及導師了解

其計劃之內容及要求，凡申請參加 AYP 者，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詳情如下：  

日期: 2012 年 4 月 5 日(四), 7 月 4 日(三), 9 月 26 日(三), 12 月 27 日(四)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tcform/?L=0%EF%BF%BD%25


時間: 晚上 7:30-8:30  

地點: 總部  

對象: 新參加 AYP 之基督少年軍成員及於分隊中協助隊員進行 AYP 之導師  

服式: 分隊戶外服  

備註: AYP 紀錄簿將於「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參加者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21-12-2011)  

 

多謝各位支持，1201 期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現已滿額。有興趣報讀課程人士可選讀

1202-1204 期課程。 課程時間表  

 

導師精兵體驗營(更新日期:17-12-2011)  

 

是次營會講員為林建明上尉，為香港浸信教會會友，50 分隊前顧問軍官。現居英國，為英軍現

役軍官，曾駐守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並身兼基督教雜誌《奇妙恩典》專欄〈上帝精兵〉及資

訊〈特稿〉作者主領。透過現役英軍軍官解說，認識軍隊架構及文化，學習長官職責、禮儀、及

相關知識，分享從軍反恐見證。詳情請按此。  

 

申請訓練嘉許章事宜 (更新日期: 15-12-2011)  

 

凡欲於 2012 年 7 月獲頒發訓練嘉許章之本會導師， 請於 2012 年 1 月 31 日前將填妥之訓練嘉

許章申請表格連同所需文件遞交予制服團隊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如欲更清楚此嘉許章的申請

要求，可下載訓練嘉許章文件。  

附件: 申請表格  

 

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8-1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  

風帆章: 主要是更新了對換證書的要求。  

通訊章: 主要是在二、三級中更新了一些多媒體通訊名稱，並加入了考核標準及備註。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風帆章或通訊章訓練則

不受是次修訂影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1-10-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  

創辦人章: 投考資格修訂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OBTC2012_timetable.pdf
http://www.bbhk.org.hk/oatc1/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training_content.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training_application_form.doc
http://www.bbhk.org.hk/520/?L=0


安全章: 修訂前的安全章一級是可以"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對換, 但現在則不可以, 隊員完成由總

部或分隊所舉辦之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其程度只可豁免安全章一級章內的「ii 家居安全」項目；

另需完成其他項目（包括：i 道路安全及 iii 公共衛生教育項目），方可取得安全章一級章。  

自然章: 內容主要是加入了一些關於環保的元素。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安全章或自然章訓練不

受是次修訂影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1 

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9-08-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  

是次修訂主要是說明三個專章可同時間進行。請瀏覽 http://www.bbhk.org.hk/520 。  

另外，高級組獎章訓練大綱已上載至 http://www.bbhk.org.hk/517 ，歡迎瀏覽。  

 

中級組獎章附則修訂(更新日期:04-06-2011)  

 

為配合早前訓練委員會通過之專章訓練大綱及各項新修訂要求，中級組獎章附則亦相應作出修

訂，敬請分隊導師留意。  

 

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7-04-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  

游泳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實習動作的要求及三級章編寫教案的內容。  

拯溺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各級別的課程範圍、考核標準、教練資歷及對換證書要求。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拯溺章訓練不受是次修

訂影響。2011 年 8 月舉行的游泳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留意。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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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暑期隊員訓練課程推介（更新日期：18-03-2011)  

 

訓練及拓展部在 7-8 月期間舉辦以下隊員訓練課程：  

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  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  

國際知識章訓練課程  獨木舟一, 二, 三星訓練課程  

暑期步操章 2, 3 級訓練課程  B.Days Plan 2011  

野外定向(第一階段)訓練課程  藝術章訓練課程  

軍鼓一級章訓練課程  軍號一級章訓練課程  

風笛一級章訓練課程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517/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所有訓練及拓展部舉辦的隊員訓練報名表, 請郵寄至馬灣珀欣路 33 號挪亞方舟 2 樓  

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導師課程推介（更新日期：03-03-2011)   

 

訓練及拓展部在 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將舉辦以下導師課程，請按入"OATC 系列"：  

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 OATC 之課程報名表請寄交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總部)制服團

隊部曾子峰先生收。敬請留意!  

請按入 OATC 系列 

S1(技能) S2(社交) S3 (基督教教育) 

初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成功章導師手冊應用課程 靈修導向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帶領活動及解說技巧訓練課程 兒童基督教教育課程 

軍鼓初階訓練課程 
 

專章福音傳意訓練課程 

軍號初階訓練課程 
  

風笛初階訓練課程 
  

手力急救課程 
  

福音魔術課程 
  

高空繩網一級場地導師 
  

高空繩網二級場地導師 
  

禮儀及制服整理課程 
  

 

步操二, 三級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 22-2-2011)  

 

總部將於 3 月開辦步操二, 三級章訓練課程, 如欲知更多詳情, 可按入  

 

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更新日期:17-0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遠足章必須由本會委

任之遠足教練教授，而在這過渡時間(即由即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如分隊開辦遠足章，

亦應盡量安排委任教練協助，以確保進行遠足活動時之安全，請各分隊導師留意。  

而為讓分隊中協助進行遠足章之導師(非委任教練)能更了解進行遠足活動時之注意事項及加強

其對野外活動之安全意識，訓練學校將於 6 月舉行「遠足章協助導師工作坊」，歡迎分隊導師

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另外，「遠足教練覆修工作坊」將於 3 月舉行，歡迎各教

練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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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oatc11/?L=0
http://www.bbhk.org.hk/oatc11/?L=0
http://www.bbhk.org.hk/529/


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7-0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  

體能章之修訂主要為：1. 清楚解釋各項耐能訓練的動作要求；2. 調整各級之考核分數及計分表。  

運動員章之修訂主要為：1. 各布章之訓練時數改為不少於 6 小時(當中包括不少於一堂理論及

一堂實習訓練)。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體能訓練及運動員布章

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2011 年 11 月舉行的體能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

隊導師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30-1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10-11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了課程大

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  

 

2011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更新日期: 03-11-2010)  

 

2011 年的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欲下載 2011 年課程簡介及上課時間表, 請按入  

 

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3-11-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10-11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課程大綱，修訂了課程大

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惟現正進行的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

影響。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聯絡。  

 

國際知識章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4-07-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國際知識章課程大綱，並即時生效 (惟進行

中的國際知識章可按依照舊的課程大綱內容繼續進行)。  

下載新的課程大綱  

 

遠足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6-0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遠足章課程大綱，是次修訂主要為：1. 遠足

一級章訓練以教授一日遠足技巧為主；2. 調整了部份內容的教授次序。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OBTC2011_course_outline_final.pdf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520/


修訂了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惟現正進行的遠足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2010 年 12 月舉行的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遠足教練及分隊導師留意。  

訓練學校將於 3 月舉行「遠足教練覆修工作坊」，歡迎各教練出席。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聯絡。  

 

有關教練委任新的程序安排（更新日期：06-01-2010） 

 

為回應部份教練、導師反映教練委任程序不清晰，訓練委員會於 2009-2010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

通過新的教練委任程序。凡於 2010 年以後符合教練委任資格之導師須填寫「教練申請表」，並

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交回臻訓中心轉交訓練學校處理。是次教練委任程序之更新，並不影響現役

委任教練的資歷。 

此外，訓練委員會也於該次會議中通過，將「小隊長導師（NCO Trainer）」改名為「小隊長訓

練課程教練」，並納入為香港基督少年軍其中一科的教練科目。 

欲知更多教練委任事宜，可下載「各科教練委任文件」、「教練申請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Victor)聯絡。 

 

 

 

〈分區消息〉 

 

http://www.bbhk.org.hk/65/ 

 

香港基督少年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Tel:  (852)2714-9253 

Fax: (852)2761-3474 

E-mail: hq@bbhk.org.hk  

Website: www.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instructor_workshop.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Guidline_of_instructor.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instructor_application_form_09-10-21.pdf
http://www.bbhk.org.hk/65/
mailto:hq@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