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1年 12月 07日) 

 

〈總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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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更新日期：05-12-2011)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是特別為資助及獎勵基督少年軍隊員，在校內成績有明顯進步，

在分隊內表現良好，並獲隊長推薦。此計劃現已接受報名，請情敬請參閱附件，截止日期為本年

12月 31日(星期六)。如欲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2714-5400與公關及籌款幹事楊彩雲小姐(Candice)

聯絡。  

   

  

12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2-12-2011)  

   

有關 12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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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8-11-2011)  

   

詳情請按此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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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011-2012%E5%B9%B4%E7%94%B3%E8%AB%8B%E8%A9%B3%E6%83%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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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SA_Scholarship_201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Prayer_items_Dec_2011.pdf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http://www.bbhk.org.hk/248/


2010-2011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相片 

(更新日期：23-11-2011)  

   

2010-2011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相片已上載到 BB 相簿，歡迎按此瀏覽。  

   

  

「2011-2012 年度清貧學生資助計劃」－－暫停申請  

(更新日期: 18-11-2011) 

 

本年度由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的「2011-2012 年度清貧學生資助計劃」，由於資助金額已用完，

故暫停申請，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獲獎－深港社會工作合作項目 (更新日期：17-11-2011)  

   

本會於 10 月 21 日獲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頒發「深港社會工作合作項目協力獎」(按此)，表揚

本會自 2008 年開始參與深圳的社工督導工作。另本會學校社工部主管何仕泉先生獲頒「深港社

會工作合作項目香港社工督導服務金獎」，兼職督導陳偉業先生、何慧明女士、武婉嫻女士獲頒

「深港社會工作合作項目香港社工督導服務銀獎」。   

  

更換冬季制服(更新日期:17-11-2011)  

   

根據制服獎章配帶規則，所有分隊需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轉換冬季制服，如有任何疑問，請

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BB 賣旗 421  (更新日期：11-11-2011)  

   

感謝神！由社會福利署主持的『2012-13 年度全港賣旗』選擇賣旗日之儀式已於 11 月 10 日(星

期四)進行，神為我們安排了很好的日子: 2012 年 4 月 21 日，在此感謝大家一直的代禱支持。

請各導師及隊員繼續禱告紀念，求神賜予一班負責統籌賣旗的籌委及同工們有智慧作各樣安排及

預備。  

  

   

  

Sharity2010 - 隊員訪問(更新日期 :11-11-2011)  

   

http://www.bbhk.org.hk/234/
http://www.bbhk.org.hk/278/


Sharity2010 參與分隊早前獲南華早報 Young Post 訪問，分享有關 Sharity 活動內容及隊員的

得著及感受，有關訪問已於 11 月 10 日出版，歡迎各導師及隊員可按此細閱。 

   

   

總幹事隨筆 (更新日期：09-11-2011)  

   

有關新一期總幹事隨筆，詳情請按此參閱。  

   

  

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09-11-2011)  

   

本會於 2011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場地內拾獲一副太陽眼鏡、兩個服務年章及一個相

機袋連電池，如欲認領，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聯絡。若三個月內(即至 2012 年 2

月 9 日)仍未有人領回失物，本會有權作出任何處理。  

  

有關委任總部主管級職員的官階事宜(更新日期：09-11-2011)  

   

執行委員會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議決委任總幹事為隊牧、副總幹

事為副隊牧、部門主管為隊長；生效日期為 12 月 1 日。此修訂主要為配合機構的發展和形象，

方便主管級職員對外推廣事工和網絡聯繫工作。  

   

  

2010-11 本會《年報》及新一期《BB News》  (更新日期: 07-11-2011)  

   

2010-11 本會《年報》及新一期《BB News》經已出版，歡迎下載參閱。  

● 2010-11 本會《年報》：按此下載  

● 新一期《BB News》：按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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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hk.org.hk/222/
http://www.bbhk.org.hk/186/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1_about_us/annual_report/AnnualReport_2010-201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1_about_us/BB_News/BBNEW_Oct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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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2011 年第三季 (更新日期: 02-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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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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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Across Asia Newsletter》  (更新日期: 04-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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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E5%88%86%E9%9A%8A%E4%BF%9D%E9%9A%AA%E7%94%B3%E8%AB%8B%E8%A1%A8%E6%A0%BC2011-12.xls
mailto:zoe_lam@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E5%9F%BA%E7%9D%A3%E5%B0%91%E5%B9%B4%E8%BB%8D_-%E6%84%8F%E5%A4%96%E4%BF%9D%E9%9A%AA_%E6%89%BF%E4%BF%9D%E7%AF%84%E5%9C%8D__2010-11.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20111001ureg01unistd.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20111001ureg01unistd.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E6%94%BF%E7%AD%96%E6%9B%B4%E6%96%B0%E6%92%AE%E8%A6%812011%E5%B9%B4%E7%AC%AC%E4%B8%89%E5%AD%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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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6%E9%9A%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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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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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notice/Attachments/Across_Asia_Newsletter_Aug-Sep_2011__3_.pdf


   

   

2011-2012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06-09-2011)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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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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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1」導師登記第三階段 (更新日期: 08-12-2011) (已派發

完畢)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1」(2011 Give A Day, Get A Disney Day)是由義務工作發展局主辦，

香港迪士尼樂園全力支持之計劃，計劃旨在推動香港市民服務社會，共建和諧社區。   

本會現獲此計劃分配 300 個名額，註冊導師如欲參與，必須登記。導師如於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間完成 4 小時的總部服務(包括總部(如賣旗)/區舉辦之活動/訓練#或代表本會參與

外間服務)及 4 小時之分隊服務(分隊集隊)或教會服務，填妥服務時數申報表並獲批核，均可獲

得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日免費入場門票乙張(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對象：本會註冊導師   

名額：50 個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聯絡   

登記：請填妥登記表，並電郵(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  

  登記日期 服務計算時段 申報完成服務及領取門票日期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Calendar2010-11_06-09-2011.xls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Calendar2010-11_06-09-2011.xls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1_hq_news/2011AGM_minutes.pdf
http://www.bbhk.org.hk/404/
mailto:ugd@bbhk.org.hk


第一階

段 

2011 年 4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 

20/7 或之前親身到總部領取,門票有

效期至 15/8/2011 

第二階

段 
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 

12 月 24 日前(門票有效期至

31/12/2011) 

第三階

段 
即日起至 12 月 10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 

12 月 24 日前(門票有效期至

31/12/2011) 

領取門票方法：按導師之登記日期，於服務計算時段完成 4 小時的總部服務(包括總部(如賣旗)/

區舉辦之活動/訓練#或代表本會參與外間服務)及 4 小時之分隊服務(分隊集隊)或教會服務，便可

填妥服務時數申報表電郵(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  

   

注意事項：按大會規定，參加本計劃之義工不可登記多於一個機構及只可領取一張門票，如發現

義工發發現義工於多於一個機構登記及領取多於一張門票，大會將保留追究權利。   

(#於小隊長訓練營或總部考核中，分隊派出的導師並不包括在內。)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1」隊員登記 (更新日期: 03-12-2011) (已派發完畢)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1」(2011 Give A Day, Get A Disney Day)是由義務工作發展局主辦，

香港迪士尼樂園全力支持之計劃，計劃旨在推動香港市民服務社會，共建和諧社區。   

隊員如於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間完成 4 小時的總部服務(包括總部舉辦之聖經問答

比賽、大會操、出隊售買凝燃愛券、UG Day、步操比賽或區舉辦之活動)及 4 小時代表分隊參與

之外間服務，填妥服務時數申報表並獲批核，均可獲得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日免費入場門票乙張(名

額有限，換完即止)。  

   

對象：本會之中級組、高級組及融合組隊員  

名額：100 個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聯絡   

登記：請填妥分隊登記表連同隊員登記表一併電郵(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

總部 

登記日期 服務計算時段 申報完成服務及領取門票日期 

即日起至 12 月 1 日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 
12 月 24 日前(門票有效期至

31/12/2011) 

領取門票方法：填妥分隊確認隊員服務申報表連同隊員服務時數申報表一併電郵

(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所有門票，必須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使

用。  

   

注意事項：按大會規定，參加本計劃之義工不可登記多於一個機構及只可領取一張門票，如發現

義工發發現義工於多於一個機構登記及領取多於一張門票，大會將保留追究權利。   

mailto:ugd@bbhk.org.hk
mailto:ugd@bbhk.org.hk


   

   

  

青網大使粵港交流團(更新日期:26-10-2011)  

為了讓隊員了解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方法及執法部門維繫專重知識產權，海關青網大使計劃於

12 月份舉行粵港考察團，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28-30 日(星期三至五)  

地點:廣州及東莞市  

對象:15-18 歲隊員  

名額:2 名(須經面試甄選)  

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 27613474，如有任何疑問，請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下載報名表及行程資料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0-2011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 (更新日期：

19-10-2011)  

   

2010-2011 年度讀經運動暨聖經問答比賽已於 2011 年 10 月 5 日順利舉行。當日超過 300 位導

師、隊員及家長參與，場面熱鬧。比賽結果可瀏覽讀經運動網頁(http://www.bbhk.org.hk/bible_reading)，

至於當日照片亦可瀏覽 BB 相簿(http://www.bbhk.org.hk/234)。  

  

 

飛越 2012 (更新日期：18-10-2011)  

   

珍愛地球館及香港基督少年軍聯合打造全港首個大型午間除夕嘉年華，希望透過各項精彩的活動，與大家一起渡

過一個既歡樂又難忘的除夕下午。是次活動會有親子遊戲、兒童表演、倒數、家長講座等精彩環節，適合一家大

細一同參與。有關詳細及報名表格，可按此參閱。  

   

活動詳情  

日期：2011 年 12 月 31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2:00 (另於 14:00-15:00 假 2 樓臻訓中心設有免費家長講座)  

地點：挪亞方舟跨越奇園  

對象：親子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Nomination_Form_2011.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Tentative_Program.pdf
http://www.bbhk.org.hk/bible_reading/
http://www.bbhk.org.hk/234/
http://www.bbhk.org.hk/typo3temp/pics/84e7748635.jpg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9_MaWan/chi.pdf


費用：$40 (大小同價，三歲以下費用全免)  

查詢：3411-8883 或 3411-8606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格並寄回珍愛地球館（新界馬灣珀欣路 33 號 2 樓）  

  

「凝燃愛劵」籌款活動 2011  (更新日期：22-09-2011)  

   

第四屆「凝燃愛劵」籌款活動即將展開，為本會籌募「服務發展經費」，誠邀您報名成為義工。

您的參與及支持，有助我們繼續發展青少年事工，幫助更多青少年活出豐盛人生！   

   

請按此參與詳情  

   

查詢 :  

分隊報名及領取『凝燃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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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查詢：  

公關及籌款幹事 楊彩雲小姐  Tel: 2714 5400  |  Email: candice_jan@bbhk.org.hk  

   

  

香港基督少年軍大地愛共行 2011  「Sharity（愛共享）四川服務之旅」(更新日

期：12-09-2011)  

   

 今年香港基督少年軍嘗試把多年來「Sharity（愛共享）」的關愛社區的精神，由香港伸延至四

川，與「大地愛共行」活動結合，為四川山區學校的學童送上溫暖及關心，並為他們帶來從香港

的祝福和小禮物，同享聖誕節的喜樂。  

 

今次的活動絕對適合分隊的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與。由於名額有限，如有興趣請各導師及隊員及

早報名！若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2714-9253)聯絡！詳細資料請參考以

下連結：http://www.bbhk.org.hk/476。  

   

  

「香港基督少年軍 ─ 國際交流活動」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01-09-2011)  

 

 今年香港基督少年軍嘗試把多年來「Sharity（愛共享）」的關愛社區的精神，由香港伸延至四

川，與「大地愛共行」活動結合，為四川山區學校的學童送上溫暖及關心，並為他們帶來從香港

的祝福和小禮物，同享聖誕節的喜樂。  

 

http://www.bbhk.org.hk/370/
mailto:ugd@bbhk.org.hk
mailto:candice_jan@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476/


今次的活動絕對適合分隊的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與。由於名額有限，如有興趣請各導師及隊員及

早報名！若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2714-9253)聯絡！詳細資料請參考以

下連結：http://www.bbhk.org.hk/476。  

 

 另外，我們亦把最新國際交流的活動總結及經驗分享上載至國際交流專頁，如有興趣敬請瀏覽

以下網頁(http://www.bbhk.org.hk/589) 。  

   

   

 

愛家庭運動 2011，《有品家庭選舉》即將舉行！(更新日期:22-8-2011)  

   

由香港基督少年軍主辦，民政事務局及愛家庭議會全力支持的“愛家庭運動 2011”現正進行，壓

軸活動《有品家庭選舉》舉行在即！  

   

我們希望透過這選舉推動家庭核心價值 <愛與關懷>，<責任與尊重>，  

<溝通與和諧>，讓家庭抓緊這些核心價值，建立有品家庭。  

   

誠意邀請身邊有感人家庭故事的分隊導師，推薦充滿愛的家庭參與是次選舉。  

   

詳情請到 http://www.bbhk.org.hk/597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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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內地考察活動  (更新日期:26-05-2011)  

   

本會獲邀參與是次由民政事務局主辦的青少年內地考察活動。參與團員來自不同制服團隊及青少

年團體。活動重點除了讓參加者了解中國過去的歷史及探索歷史遺跡，亦體現國家的新時代發

展；同時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及對祖國歸屬感，並藉此讓三地青少年互相認識，促進文化交流。  

 

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綱頁:( http://www.bbhk.org.hk/476）。如有查詢，可致電總部（27149253）

與林子謙先生聯絡。  

 

 

http://www.bbhk.org.hk/476/
http://www.bbhk.org.hk/589/
http://www.bbhk.org.hk/597/
http://www.bbhk.org.hk/132/
http://www.bbhk.org.hk/476/?L=0


 

〈訓練消息〉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更新日期：10-11-2011）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定於 201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 7 時 30 分在總部演講室進行。如

欲投考，請填妥創辦人章申請表格，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或以前交回總部（傳真號碼：2761-2474

／郵寄地址：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如未能於上述日期前遞交表格，可留意下一期投考

人會議通知，下次會議初擬於 2012 年 7 月下旬進行。如對投考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陳劍琴小姐聯絡。 

 

中級組露營章- 總部考核之考期更新及報考安排(更新日期:07-11-2011)  

   

中級組露營章二、三級-總部考核原定於 1-2/1/2012、31/12/2011-2/1/2012 舉行，現二級之考期

除了 1-2/1/2012 外, 現增設多一次考期於 31/12/2011-1/1/2012 舉行，敬請留意!   

   

由於上述之考期屬郊遊旺季，為確保營地有足夠地方讓隊員進行考核，本會將向度假營申請預訂

露營營位(二級$65、 三級$130)，而為使有足夠營位供隊員報考，如 貴分隊現正進行露營章二、

三級，並計劃於上述之考期參加總部考核，請於本星期四(10/11)或之前電郵

(tszhim_lam@bbhk.org.hk)或致電(2714-9253)通知林子謙先生。  

   

  

高級組-生命成長營(更新日期:07-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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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營>，2012 年度之<生命成

長營>詳情如下： 

主題：同行者  

活動編號：SS2012-01  

日期：(營前會) 201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營會) 2012 年 2 月 24-25 日(星期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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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szhim_lam@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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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012-01)2012 年 1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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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更新日期：04--11-2011)  

   

本會應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邀請聯合舉辦「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活動。本活動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和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資助。是項活動期望在大眾之間推廣綠色知識，並希望訓練逾百位綠色導師在教會中推動綠

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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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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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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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tcform/?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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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0%8E%E5%B8%AB%E8%AC%9B%E5%BA%A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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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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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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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3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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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隊員了解其計劃

之內容及要求，於 2011 年起，隊員如申請參加 AYP，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詳情如下：  

日期: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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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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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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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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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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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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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續任通告 (更新日期: 17-03-2011)  

   

總部現正處理委任期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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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交回總部辦事處辦理。  

   

由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有關教練事宜已轉由制服團隊部跟進，如對教練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 2714 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聯絡。  

   

續任教練名單  

各科教練委任文件  

教練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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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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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Guidline_of_instru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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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oatc11/?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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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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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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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訓練嘉許章事宜 (更新日期: 21-01-2011)  

   

凡欲於 2011 年 6 月獲頒發訓練嘉許章之本會導師, 請於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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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琴女士, 如欲更清楚此嘉許章的申請要求, 可下載訓

練嘉許章文件  

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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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投考創辦人章通告 (更新日期：26-11-2010)  

   

本年申請投考創辦人章之的截止申請日期已上載於獎章考核資訊內，如欲知道更多詳情，請按入  

   

  

分隊方舟旅行計劃 (更新日期: 04-11-2010)  

   

臻訓中心為了讓分隊可以善用馬灣挪亞方舟設施，在收集及聆聽分隊意見後，再獻新猷，推出「分

隊方舟旅行計劃」，讓分隊可以善用少年軍在方舟資源，協助分隊向家長、教會、學校等推廣少

年軍運動。本計劃讓分隊以優惠的價錢，享用本會繩網活動、參觀方舟展館，讓隊員、導師、甚

至家長經歷一天愉快的活動，欲知更多計劃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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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520/?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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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tent.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training_application_form.doc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429/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noah_ark_fun_day_plan_BB.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OBTC2011_course_outlin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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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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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instructor_worksho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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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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