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4 年 7 月 16 日) 

總部消息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 （更新日期：16-07-2014） 為使大家更便捷地瀏覽本會通訊，我們特別推出《E News 電子通訊》，內容更精彩豐富，具備更多少年軍元素。 除歡迎大家瀏覽，亦歡迎大家將 E-News 轉發給分隊隊員、隊員家長、教會會友及少年軍友好，讓更多朋友了解少年軍事工發展。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請按此瀏覽 分享：     
2014-15 年度執行委員會各職位互選結果 （更新日期：16-07-2014） 2014-15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芳名如下，請各位記念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之配搭，並求主賜下復興的火，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各展所長帶領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 主席        ：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 (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黃承香牧師 書記        ：張啟森先生 司庫        ：談允中先生 辦事處聯絡員      ：金錫泰先生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馮肇彬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     ：黃定康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   ：胡定邦先生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召集人    ：馮聖華先生 其他委員       ：江俊華女士、江耀龍牧師、林弘基先生、蕭智剛先生、黃慧芝女士、 翁靜淳牧師 * 上述各職位之任期由 2014 年 9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31 日止。 



領取各獎項及教練委任狀之安排 （更新日期：16-07-2014） 各導師如未能於 7 月 13 日週年會員大會或導師日聚餐領取五年長期服務狀、名譽嘉許章、訓練嘉許章、教練委任狀，請於 2014年 7月 22日至 9月 30日親身或授權導師到總部領取。如未能在此段期間領取，則作放棄領取論。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謝謝! 分享：     
購置會址計劃 - 最新消息@15/7 （更新日期：15-07-2014） 有關購置紅磡商業中心雙連單位作為新會址的計劃，執行委員會已在 7月 13日所舉行的週年會員大會中報告進展，現簡列如下： 經過一輪交涉，期間已成功爭取： 

• 呎價由$6,500減至現時少於$5,900，即成交價$3,050萬 
• 業主願意寬限成交期至 120天 
• 獲永隆銀行批核四成按揭 (無需擔保人) 可是： 
• 在買賣合約的法律條文上，業主表明就樓宇間格不會提供任何證明，亦不會付上任何責任 
• 律師提醒本會若在此不明朗的情況下簽訂合約，就要付上所有的責任，包括法律上及可能涉及的維修費用 
• 本會一再要求業主提供法律文件證明樓宇結構乎合規例，但對方未能提供 
• 本會亦依據律師提議，向業主要求帶同建築師前往單位作實地視察，但遭對方婉拒 
• 購置會址專責小組經仔細衡量情況後，認為不宜在現階段簽訂買賣合約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會積極物色合適單位作本會發展之用。 在這段期間，我們到訪了約 50支分隊，與導師及隊員分享擴展的異象及需要。 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回應，現時最新認捐數字約 330萬，距離首輪目標尚欠約 1,300萬，誠邀同行者們繼續禱告記念。 深信這是神自己的聖工，祂必開路，也必完成！ 有關「購置新會址計劃」的最新財政需要，詳見如下： 樓價總值 其他支出    印花稅    樓宇買賣律師費    裝修費連基本傢俬設備 

HK$30,500,000   HK$2,600,000 HK$30,000 HK$3,500,000   HK$36,630,000     新會址儲備基金及其他可動用資金 最新認捐數字 基督少年軍之友捐款 
(HK$6,150,000) (HK$3,300,000) (HK$2,000,000)   HK$25,180,000 (銀行按揭(樓價 4成) (HK$12,200,000) 尚欠款項： HK$12,980,000 分享：     



感謝出席 55週年感恩崇拜暨 2014 年週年會員大會及 55週年感恩聚餐 （更新日期：
14-07-2014） 55週年感恩崇拜暨 2014年週年會員大會及55週年感恩聚餐已於7月13日順利舉行，感謝各位導師撥冗出席！您們的參與和支持是本會的榮幸，亦足證各人對基督少年軍運動的投入和關注。願神繼續與每位導師、隊員同在！ 2014 年週年會員大會共有 112 位基本會員和 26位普通會員出席； 55 週年感恩聚餐筵開 46席，共 550 多位嘉賓、導師及隊員出席，聚餐內拍賣 4塊珍貴獎章板共籌得$37,000善款。 分享：     
 

  



2014-2017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更新日期：14-07-2014） 發出選票：1,410票 共收選票：396 票（有效選票：386 票、作廢選票：7票、棄權選票：3票） 點票結果如下： 張烈文先生  324票； 江俊華女士  316 票； 蕭智剛先生  312票； 江耀龍牧師  266 票； 黃定康先生  251票； 黃慧芝女士  236 票； 黃進展先生  169票； 2014-2017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如下： 張烈文先生；江俊華女士；蕭智剛先生；江耀龍牧師票；黃定康先生。 2014-2015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如下： 黃慧芝女士 分享：     



7-8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9-07-2014） 有關 7-8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分享：     
會計部退修日 （更新日期：09-07-2014） 會計部將於 2014 年 8月 4日（一）進行退修日，BB Shop 當天暫停營業一天，如各分隊有任何查詢，請向總部其他當值同工留言，會計部同工們將盡快回覆。 分享：     
制服貨品價目調整 （更新日期：07-07-2014）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4 年第二季 （更新日期：28-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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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購置會址計劃 - 最新消息@25/6 （更新日期：25-06-2014） 感謝神的供應、並大家的支持，購置會址計劃最新認捐數字約 330萬，截至現時為止已有 26人/團體加入百人會，當中包括 18 名會員、3支分隊、3間分隊教會及 2名同工。 在 5至 6月期間，除了我們到訪不同分隊作分享，有些導師主動在分隊中及教會執事會中分享 BB的需要，其中一些分隊更統籌賣物會為 BB 籌款 … 衷心感激各同行者的參與及支持。 誠邀大家繼續參與： (1) 邀請委員及同工到分隊作分享 (2) 與教會分享 BB的需要 (可邀請委員及同工在執事會中分享)       - 呼籲教會作一次性捐獻       - 在教會崇拜中收取特別奉獻 (3) 努力與相關人士/公司分享，邀請捐獻或借款 (如有需要可邀請委員及同工親自與他/她分享) 下載計劃單張  分享：     
 

  



購置會址計劃 - 最新消息@21/6 （更新日期：21-06-2014） 執委會原定於 20/6簽訂臨時買賣合約購置紅磡商業中心雙連單位，然而因當中牽涉一些法律細節需要跟進，因此暫延簽約日期。 有見及此，我們決定將原定於 24/6/2014(下星期二)舉行的購置會址~萬眾一心祈禱會(一)延期舉行，日期待定。 要感謝主，其實在整個籌備購置會址的過程，一直看見神的帶領，包括永隆銀行可為我們作四成按揭(無需擔保人)；樓價已減(由呎價$6,500減至現時少於$5,900，即成交價 3,050萬)；業主願意寬限成交期至 120天…… 在這段期間，我們到訪了大約 40支分隊，與導師及隊員分享擴展的異象及需要。 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回應，現時最新認捐數字約 330萬，距離首輪目標尚欠 1300萬(首期連印花稅)，誠邀同行者們繼續禱告記念。 深信這是神自己的聖工，祂必開路，也必完成！ 分享：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0-06-2014）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2013-14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結果公佈 （更新日期：28-05-2014） 本會第8分隊上士余愷儀小姐及第162分隊上士葉偉皓先生，獲頒2013-14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特此恭賀兩位得獎者並祝願各分隊蒙主賜福，繼續訓練優秀人材，作主精兵，貢獻社會，榮神益人！ 分享：     



有關歷史悠久之分隊旗規格 （更新日期：28-05-2014） 由於最初分隊成立時沒有總部授旗儀式，各分隊可自行製作分隊旗，總部亦沒有清晰指引。執行委員會認為應尊重歷史悠久之分隊使用有其歷史意義的旗幟，故於 2013至 2014年度第四次會議(2014 年 3月 18日)通過豁免第 50 分隊之前成立的分隊可在任何場合使用其沿用多年的分隊旗。日後如該分隊新製造旗幟，亦可選擇按其原創款式製造，但如委託總部代辦，則必須按現時規格(香港基督少年軍旗幟規格及禮儀指引)製造。 分享：     
購置會址計劃-宣傳短片 （更新日期：17-05-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 - 購置會址計劃宣傳短片現已推出，歡迎各分隊於集隊時播放或分享給親友，讓更多同路人了解購置會址計劃的進展及需要，一同以禱告及行動支持基督少年軍的事工發展。 詳情可按以下連結瀏覽︰ 

• 購置會址計劃宣傳短片 
• 購置會址計劃支持表格 
• 購置會址計劃專頁 分享：     

 

  



小綿羊訓練經驗和成效的問卷調查 （更新日期：08-05-2014） 本會獲基金的資助, 正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合作進行一項有關「小綿羊訓練經驗和成效的研究」，而訪問的主要對象為小綿羊分隊及有接收隊員從小綿羊升上幼級組的分隊導師及家長。 由於是項研究對本會發展小綿羊或幼級組事工很有幫助, 因此分隊的支持及參與是非常主要的。本會已向相關分隊電郵有關資訊，亦請導師們在私禱中紀念是次研究計劃的進展順利。 如對是次研究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02-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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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月 1日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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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於 2014 年 5月 1日起開始投保，半年費用為每人港幣15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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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郵寄至總部會計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或電郵 zoe_lam@bbhk.org.hk與會計文員林靜婷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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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訂購制服團隊部A4 SIZE「文件夾」 （更新日期：27-03-2014） 制服團隊部將於 4月 1日起推出文件夾以供分隊購買作招募及宣傳用途，奉獻價每個$3，最少需購買 50個， 如欲訂購請填妥表格電郵至 ugd@bbhk.org.hk 或傳真 27613474，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文件夾樣色 / 文件夾真實圖 / 文件夾真實圖 2 

 分享：     
  



特別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3-03-2014）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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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黃婉婷 (Bonnie)聯絡。 分享：     
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 （更新日期：06-03-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1月 21 日(2013-2014 年第三次會議) 中通過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按此)，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敬請留意！ 分享：     
 

  



誠邀推薦學校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區本計劃 （更新日期：19-02-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積極發展『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透過不同活動﹑訓練並社工支援，以啟發學生潛能，培養良好品德並促進心智的正向發展。為促進我們的發展，現誠邀您向認識的中小學教師與校長推薦服務。若學校希望我們親臨介紹計劃，校方可填妥回條傳真致 34118822 ，或電郵致stedfast_house@bbhk.org.hk，或郵寄致『新界荃灣馬灣珀欣路 33 號挪亞方舟二樓 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品中心收』。計劃詳程可按此參閱，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3411 8811 與林得志先生或麥婉盈小姐聯絡。 分享：     
加拿大基督少年軍消息 （更新日期：23-12-2013） 加拿大基督少年軍已於多年前暫停了一切少年軍活動及發展，現得居住當地的香港前導師統籌策劃， 召集曾參與少年軍的導師或隊員及有志於青少年事工 (居住在加拿大)之人仕，共同籌劃復辦加拿大基督少年軍。 如有興趣，請聯絡伍先生(1-416-502-1258) 或電郵   bb.canada.org@gmail.com 分享：     
2014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29-11-2013） 本會 2014年行事曆經已推出，請按此參閱。                                                   分享：     
  



五十五週年紀念章佩戴指引 （更新日期：21-11-2013） 為慶祝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 55 週年，由 2013 年 12 月 1日至 2015 年 1月 31 日，所有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五十五週年紀念章」。穿著制服時之佩戴指引，請按此參閱。 分享：     
重申有關導師申請補領獎章之政策 （更新日期：07-11-2013） 導師如欲補領任何屬Medal類別之勳章或獎章(例如：銅名譽獎章、長期服務獎章)，必須向總部提出書面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例如：遺失、嚴重破損)，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之三倍價錢補領，每個獎章只可補領一次。如欲補領屬 Badge類別之獎章(例如：名譽嘉許章、訓練嘉許章)，則須致電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補領，補領次數不限。由於所有獎章存貨有限，即使符合補領資格，本會並不確保在短期內可補發給導師。 分享：     
重申有關隊員申請補領創辦人章和會長章之政策 （更新日期：07-11-2013） 隊員如欲補領創辦人章和會長章，必須向總部提出書面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例如：遺失、嚴重破損)及附上證書副本，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補領，每個獎章只可補領一次。當隊員到總部取章時，須帶備證書正本以供核實身份。由於所有獎章存貨有限，即使符合補領資格，本會並不確保在短期內可補發給隊員。 分享：     
 

  



55 週年紀念活動 （更新日期：06-11-2013） 2014 年是本會成立第 55 週年，將推出一連串紀念活動，詳情請參閱：www.bbhk.org.hk/55th 分享：     
重申有關「不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有色鏡片眼鏡」之規定 （更新日期：02-11-2013） 有見漸變色眼鏡片（例如：全視線鏡片）日漸普及，總部近年於各項活動和分隊集隊期間，亦發現有導師、隊員於穿著制服時佩戴變色眼鏡片眼鏡。根據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第 2 章 「制服執行指引」的2.2項「穿著制服禮儀及儀容指引」第 7點：當中提及有關眼鏡之規則為「 不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有色鏡片眼鏡」。 由於漸變色眼鏡片於不同的環境會變成有色鏡片，導師請勿於穿著制服期間佩戴，以合乎有關規定。如因健康原因而必須於穿著制服時配戴有色鏡片保護眼睛，請向總部遞交申請信及附上醫生證明書。 （參考：按導師的經驗，他們如日常使用漸變色鏡片眼鏡，一般會多配一副無色鏡片眼鏡於穿著制服時使用。） 分享：     
 

  



軍樂隊呼籲協助物色練習場地 （更新日期：04-09-2013） 軍樂隊為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分隊之一，成立至今已超過四十年。軍樂隊現時提供的服務包括：為總部、分隊及外間團體提供軍樂表演服務，並協助總部及分區舉辦軍樂訓練。為保持服務及訓練質素，軍樂隊成員每星期均會進行集隊練習，但近年，因難以安排一個穩定的場地，以令練習受到影響，長遠亦影響軍樂隊之發展。 有此，請各分隊為軍樂隊的發展及物色合適場地禱告，願神幫助及祝福。 如導師有任何建議或能協助物色合適場地，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溫可立先生(STEVEN) 聯絡。 分享：     
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Q&A （更新日期：29-07-2013） 同工於出席分隊立願及頒獎禮時，常會見到一些普遍分隊會遇到的問題，而歸納了有關問題及情況，現製訂了一份「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 Q&A」，期望有助分隊在舉行立願禮或頒獎禮時能更加流暢及順地進行；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享：     
馬灣臻訓中心停止借用露營物資 （更新日期：11-07-2013） 由即日起，馬灣臻訓中心將停止借用所有露營物資，直至另行通知，如欲借用露營物資，請致電 2714 5400 與總部活動工作員黃鎮升先生(Jason)聯絡，謝謝。 分享：     
  



關於捐款的問與答 Q & A （更新日期：03-07-2013） 為了解答大家對捐款的疑問，並讓大家更了解本會的收入來源及支出用途，本會特地預備了「關於捐款的問與答 Q & A」: 請按此參閱 Pls Click  分享：     
邀請參與 NCO Conference （更新日期：16-05-2013） 為了提升基督少年軍青少年全人培育的形象，讓青少年走入社區，服務社群，見證基督。訓練學校轄下的NCO Conference是一個讓小隊長嘗試自組委員會，發揮創意，並學習實踐擔任僕人領袖。自 2013 年 2月起，NCO Conference每月均有定期聚會，至今已進行了 3次的聚會，成員約 10 多人。 訓練學校歡迎有興趣的現役中士及上士加入NCO Conference，共同發揮少年人的創意，提升基督少年軍的形象。NCO Conference 資料如下： 聚會日期：每月一次（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聚會時間：下午 3-6 時  地點：總部 對象：現役中士、上士 有興趣者可填妥回條，並傳真至 3411 8822 或電郵至 victor_chu@bbhk.org.hk。 如對NCO Conference 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 9253 與本會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請(按此)參閱有關回條及資訊。 分享：     



請任人士資格及任期 （更新日期：13-05-2013）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3 年 3月 27 日(2012-2013 年第四次會議) 中修訂附則(3)「請任人士資格及任期」，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按此)。敬請留意！ 分享：     
總幹事隨筆 （更新日期：10-05-2013） 有關新一期總幹事隨筆，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2013-14 年度學生隊員制服及領袖訓練資助計劃 （更新日期：18-04-2013） 本會現已接受申請 2013-14 年度學生隊員制服及領袖訓練資助計劃，資助隊員購買制服及參與各區和總部舉辦的領袖訓練。凡符合資格者，均可透過分隊申請有關資助。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1&sortid=93 申請表格可按此到常用表格-基金 / 資助申請表格 下載。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 （更新日期：10-04-2013）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2 年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新修訂將於四月一日起生效，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為確保你能充分了解香港基督少年軍 (以下稱為“本會”) 收集個人資料的準則，請細閱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如閣下以往一直有收取本會的資訊或推廣，在四月一日以後將繼續沿用過去的做法。如閣下反對本會將其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請填寫以下「拒收直接促銷通知」，郵寄或電郵通知本會停止使用有關資料。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 5400 與行政部朱小姐聯絡。  分享：     
  



活動消息 

55 週年感恩聚餐紀念品 （更新日期：16-07-2014） 55 週年感恩聚餐尚餘少量紀念品，如有興趣購買，請填妥表格傳真至 27613474。 如有問題請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下載訂購表格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 《向生命師傅致敬》快閃行動 （更新日期：09-07-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 《向生命師傅致敬》快閃行動 各位香港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導師，誠意邀請大家參與《向生命師傅致敬》的快閃行動。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讓隊員、導師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向各自的生命師傅致敬。在你的成長歷程中，有那些人對你的生命起了正面而關鍵性的影響: 父母? 老師? 分隊導師? 你會否想向這些人表達你的謝意? 今次的活動是你的好機會! 日期: 2014 年 8月 9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5:00-6:00 地點: 新界- 5:15 (A) 沙田港鐵 B站外  5:30 (B)沙田大會堂外(長樓梯位置) 九龍- 5:15 (A) 尖沙咀天星碼頭(近文化中心)  5:30 (B)尖沙咀星光大道 香港- 5:15 (A) 銅鑼灣時代廣場  5:30 (B)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銅鑼灣站 E 出口) 服飾: 整齊夏季第一號制服 參與對象: 所有組別 



報名方法: 分隊請於 2014年 7月 26日前經總部網頁報名，或直接聯絡分區幹事報名 活動安排: 當天的行動將於沙田、尖沙咀、銅鑼灣舉行。 每個地點設有兩個快閃地方，A 點及 B點，參加者首先在下午 5:00 在 A 點集合，下午 5:15 在 A點舉行第一次的快閃行動，完成後在下午 5:30前到達 B 點。 當天會有一名導師作活動指揮，當參加者看見該導師以立正(ATTENTION) 姿勢站好。當指揮敬禮時，參加者一同敬禮，敬禮動作維持 1 分鐘，當見到指揮落手時，參加者一同落手後，即時解散。活動詳細安排將於 7月底時公佈。 注意事項 為達到快閃的效果，當天將不會集合參加者作任何簡介或綵排，但會事前向分隊聯絡人給予詳細資料及講解。 參加者敬請不要全部人在集結在同一個地方，建議各參加者假裝自己是一般的途人 解散時不會有特別的口令，敬請留意指揮之動作，當指揮完成敬禮姿勢時，參加者請一同散開 社交媒體宣傳 總部將會通知傳媒來拍攝採訪，同時會以社交媒體方式把照片及花絮發放予公眾人士，以收推廣香港基督少年軍之效用 查詢: 詳情可與溫可立先生(Steven) 聯絡 
網上報名 分享：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升旗禮 （更新日期：05-07-2014）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邀請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升旗禮，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9月 3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6:30-8:30 地點:金紫荊廣場 服飾:夏季第一號制服 名額:80 名 民政事務局將安排旅遊巴接載隊員往返學校，如有興趣請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27149253) 分享：     
明日之星夏令營 (活動已延至 7 月 21 日截止報名) （更新日期：02-07-2014） 日期： 營會一：2014年 7月 14-18 日(星期一至五) 營會二：2014年 8月 4-8 日(星期一至五) 時間：10:00-18:00 地點：馬灣公園挪亞方舟 對象：10-14歲兒童 (小學四年級至中學二年級) 



費用：每位 $1980 (包括活動、午餐及交通) 內容：考古發掘、手工製作、曲奇餅製作、餐飲禮儀訓練、鑽木取火、小記者工作坊、生命之旅、潛望鏡製作、再生能源、戶外繩網、堆沙堡壘、太陽能車製作、太陽能煮食、參觀太陽館、團隊訓練 名額：60 人 報名方法：在截止日期前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傳真致 3411 8822，或電郵致 anchor_house@bbhk.org.hk，或郵寄致：新界馬灣珀欣路 33號挪亞方舟二樓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收。詳程請按此參閱。 宣傳短片： 

 分享：     
  



「愛。家庭運動 2014」 （更新日期：02-07-2014） 新一年度的愛家庭運動，內容豐富，請進入臻品中心內細閱 項目 內容 簡介(日期) 1) 愛  分享 分享記錄簿及書籍閱讀 送贈圖書及撰寫讀後感想 2) 家庭選舉 「有品家庭」選舉 可參加『感恩家庭組』或『快樂家庭組』 3) 愛  相聚 挪亞方舟親子同樂日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活動 4) 愛  學習 專題講座 分隊可建議題目，由專業講員負責講座 5) 愛  自然 親子露營／原野煮食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活動 6) 愛  感謝 手工藝製作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導師到分隊教授 7) 愛  嘉許 閉幕禮及頒獎 於 15年 1月 1日進行，同時免費參與國際營開放日 分享：     
  



十一國慶升旗禮(滿額) （更新日期：26-06-2014）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出席十一國慶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三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組成一支千人的隊伍於升旗禮中精神抖擻地列隊進行致敬禮。 現誠邀各分隊導師、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活動詳情如下： 參加者可獲國旗 BB紀念布章一個 日期:2014 年 10月 1日(三) 時間:上午 5:30-8:3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現役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及初、中、高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70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9月 3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 註（二）：有關免費交通接送及早餐安排，有待民政事務局資料通知 查詢：請將報名人數資料電郵發展主任—曾子峰 (電話：2714-9253 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已報名分隊:8(1)、87(10)、170(6)、173(8)、210(20)、222(1)、235(3)、251(10)、252(10)、282(1)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 55週年紀念活動國際營 （更新日期：05-06-2014） 本會謹訂於 2014 年 12月 30日-2015 年 1月 2日（四日三夜）假烏溪沙青年營舉行香港基督少年軍 55週年紀念的壓軸活動 – 國際營。是次國際營歡迎全港的初、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參與。 國際營將於 9月開始接受報名，導師、隊員可密切留意總部網頁的最新消息。 分享：     
DJ訓練課程：YouthDJ @Training2014 （更新日期：11-06-2014） 

 日期：2014 年 8月 11-15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3:00，另有實習時段和結業禮 地點：環球電台 (地址：九龍灣宏照道 11號寶隆中心 A座 901室 



課程內容：溝通技巧、節目主持人經驗分享、廣播劇初探、認識福音電台運作、節目制作過程『包括錄音、剪輯和混音的技巧』和實習 對象及人數：就讀中三至中四的少年軍隊員，12-16人 費用：全期$500 課程要求：出席率要達 80%、需交結業功課，功課合格方能獲取證書 家長同意書：請按此下載 主辦單位：環球電台 www.twr.org.hk     協辦單位：香港基督少年軍 查詢/報名：楊彩雲 Candice   電話︰2714 5400 | 電郵︰candice_jan@bbhk.org.hk 分享：     
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隊籃球錦標賽 （更新日期：28-05-2014） 2014 年 8月 16日將舉行一場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隊籃球錦標賽，本會將與香港童軍總會、香港升旗隊總會、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醫療輔助隊少年團比賽，現正招募 6名球證於當天義務幫忙，有興趣幫忙的導師/隊員可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溫可立(Steven) 聯絡。 分享：     
  



青年對談系列活動 ─ 與立法會主席對談 2014 （更新日期：21-05-2014） 

 二零一四年為本會成立五十五週年，本會將於七月舉行「青年對談系列活動 ─ 與立法會主席對談」，作為慶祝活動之一，並希望藉此提升青年人對香港及社會時事的認識。 日期：2014 年 7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九龍城聯合道 135 號） 內容：嘉賓分享、訪問對談 嘉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 對象：中、高級組隊員 人數：300-400 人 服飾：夏季制服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鍾寶茹女士聯絡 分隊網上報名 



參觀海關總部大樓 （更新日期：12-05-2014） 為使隊員對海關工作及成立背景有更深認識，本會將安排參觀海關總部大樓，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8月 1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4:00-16:30 集合地點:香港北角渣華道 222號 集合時間:下午 14:00 內容:參觀展覽廊、健身室、圖書館、平台花園及顧客服務中心 服飾:分隊戶外服 對象:初、中、高級組隊員 名額:40 人 報名方法:請將出席人數及聯絡人電郵至 tszfung_tsang@bbhk.org.hk 或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聯絡。 已報名分隊:272(20) 分享：     
  



誠邀分隊在教會/校內義賣「樂滿罐」 （更新日期：02-05-2014） 感謝各分隊熱心支持樂滿罐慈善義賣，是年度因天雨關係而取消其中 7隊出隊義賣，大大影響了銷情。 誠意邀請各分隊在教會/校內義賣「樂滿罐」，以支持 BB事工： 日期：2014 年 5月至 8月期間 義賣物品：迷你罐裝糖果 (內有 4粒 EDO橡皮軟糖)，售價每罐$10 方式：導師及隊員於教會/校內義賣「樂滿罐」，建議在崇拜後或活動中進行 送貨安排：訂貨義賣樂滿罐 200罐或以上，可安排送貨 備註： *送貨安排：為節省總部成本，我們亦鼓勵分隊中有駕車的導師自取樂滿罐 *若義賣後未能全數售出樂滿罐，可退還給總部 查詢/認購：楊彩雲 Candice   電話︰2714 5400 | 電郵︰candice_jan@bbhk.org.hk www.bbhk.org.hk/charitysale 分享：     
  



國際交流流活動：泰國探索之旅 2014 （更新日期：21-02-2014） 為慶祝泰國基督少年軍成立 20週年，泰國基督少年軍將於2014年12月1日至 6日舉辦「泰國探索之旅2014」，讓海外參加者了解泰國歷史文化之餘，亦可參與泰國基督少年軍成立 20 週年的慶祝活動。 參加者除了可以跟當地的基督少年軍隊員及導師交流外，大會亦邀請各人於湄南河河岸的廣場夜市(Asiatique, Chao Phraya River)參與泰國基督少年軍成立 20 週年晚會。另外，行程亦到訪萱儂律(Nong Nooch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曼谷水上市場(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及夜功河(Meklong River)等地方。 活動報名費用： 參加者 提早報名優惠 正常報名價錢 25歲或以上的隊員及導師 泰銖 9000 (約港幣 2150) 泰銖 10000 (約港幣 2400) 25歲或以下的隊員及導師 泰銖 8000 (約港幣 1900) 泰銖 8500   (約港幣 2050) 各隊員及導師亦可按此下載：活動詳情及報名表。如有查詢或報名，可與香港基督少年軍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2714-9253)。 分享：     
  



「一人一錢罌計劃」書籤派發 （更新日期：01-11-2013） 新總部一事雖然至今仍未落實，但我們從來未輕言放棄，鼓勵同路人繼續為此事代禱。 我們製作了「一人一錢罌計劃」書籤，於大會操派發給分隊導師，未領取的分隊書籤則放置於總部分隊櫃內，請導師派發給所有分隊導師及隊員，鼓勵大家繼續積極參與「一人一錢罌計劃」，讓我們儲備充足經費，隨時準備迎接新總部計劃的挑戰。 「一人一錢罌計劃」網址：www.bbhk.org.hk/newhqfr 分享：     
2013-14 年度香港基督少年軍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 （更新日期：06-02-2013） 為了繼續擴闊導師和隊員的視野，本會將於 2013-2014 年度主辦或協辦不同類型的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並推薦合資格的導師和隊員參予外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詳細資料可瀏覽「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專頁。本會另設立「國際交流活動津助基金」，供有需要人士申請。有關過往交流活動分享亦可瀏覽「以往交流活動及參加者分享」。 如有查詢，可與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鍾寶茹小姐聯絡 (2714-9253)。 分享：     
  



訓練消息 

高級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2-07-2014） 高級遠足教練訓練課程-OATC-14 SEI1(前稱：深資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簡介：本課程是讓參加者了解遠足章中央考核及其注意事項、認識進行野外活動時的法律責任與保險事宜，並透過教學實習鞏固參加者教授山野知識及教學技巧。 理論課 日期：2014 年 8月 14日、21日及 9月 4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課 日  期：2014年 8月 30日(全日) 集合時間︰上午 9時 地    點：課堂中公佈 教學實習 2014山野領袖證書課程及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入學要求 1. 本會註冊的遠足教練；及 2. 完成遠足教練訓練課程(EIC)後，曾教授一個遠足章課程 3. 能應付各項體能及課程要求 課程要求 1. 理論課及戶外實習課之出席率必須達 100% 及 2. 須協助總部完成山野領袖證書課程及遠足教練訓練證書課程教學實習 及 3. 須作為諮詢導師，協助遠足教練訓練證書課程-實習學員的教學實習 



可獲資格 1. 合格者可獲發本會高級遠足教練訓練證書(SEIC)； 2. 符合委任要求者將可委任為本會高級遠足教練 ; 3. 本會之高級遠足教練將獲推薦晉升成為香港青年奬勵計劃 (AYP)銀章級註冊遠足導師 費用 港幣 550 元 名額 20 位(開班人數最少 8人)  截止報名日期 2014 年 7月 31 日 備註 1. 課程時間緊湊，參加者需預留時間上理論課，戶外實習及教學實習 2. 遞交申請表時，請連同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一併遞交 查詢 如有任何問題，可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OATC報名表 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執行手冊更新事宜 （更新日期：25-06-2014） 為配合分隊發展及讓隊員更有效考取 AYP獎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已作更新，而主要更新內容如下︰ P.6 (10.2.3) 中級組專章與 AYP科目之對換要求 P.6 (10.3) 較清晰列明"各科進行時數要求" P.7 (10.4) 加入"直接銀章的進行要求及安排" P.8 (11.2.3) 加入"註" 如對更新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下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2014 年 6月版) 分享：     
2014-2017 年度各科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24-06-2014）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2014-2017 年度各科教練委任名單」。各委任教練可於 2014年 7月 13日 55 週年感恩聚餐當晚領取教練委任狀；如欲出席聚餐, 請先向負責聚餐之同工報名，聚餐費用及詳情, 請按此了解。 如未能於導師日聚餐當晚領取，請於 2014 年 7月 22 日至 9月 30 日親身或授權導師到總部領取。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分享：     
  



OBTC 1403 期學位已滿額 （更新日期：19-06-2014） 2014 年第 3 期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即 1403 期)現已滿額 [1402 單元二 - 小綿羊及幼級組訓練課程除外]，取錄名單將於稍後時間在網頁內公佈。 有意報讀之人士，可選讀 2014 年其他期數課程。而 2014 年課程已於網頁內公佈。 分享：     
OATC2014 年下半年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18-06-2014） 以下是 OATC下半年的訓練課程，請各導師踴躍報名。 S1技能 S2 社交 S3 基督教教育 山野領袖訓練課程 團隊動力訓練課程 星空福音導師訓練課程(中班) (請密切留意日期更新)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禮儀及制服整理課程     低結構教練預備班     康樂緣繩下降技術 證書課程     挑戰網陣(高結構) 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步規介紹及基本訓練課程     另外，年尾會有導師黃昏退修營，歡迎你一起來互相加油努力，互相扶持。 分享：     



創辦人章投考會議及中期會議、結業面見日期更改 （更新日期：05-06-2014） 最新一期之創辦人章投考會議及中期會議原定於 7月 25日舉行，收到隊員的查詢及導師的反映，現最後決定將有所更改，敬請留意。 各投考人敬請準時出席，另外如分隊當中有隊員希望投考創辦人章，可填寫下列報名表格。 日期:2014 年 7月 18 日 時間: 7:30 地點: 總部 服飾: 整齊一號夏季制服 創辦人章投考申請表格下載 現時投考創辦人章的隊員留意，結業面見原定於 7月 18日舉行，收到隊員的查詢及導師的反映，現最後決定將有所更改，敬請留意。 投考人如已完成所有創辦人章項目並獲諮詢導師批核及已出席兩次中期會議，將可獲安排出席是次面見，面見成功後，便可獲安排於本年度大會操中領獎。 日期: 2014 年 7月 25 日 時間: 7:30 地點: 總部 服飾: 整齊一號夏季制服 分享：     



獨木舟訓練課程 (BBCY-14CAN1) 已截止報名 （更新日期：15-05-2014） 讓分隊在暑期能夠安排更多切合隊員需要的專章訓練，總部在今年暑期推出獨木舟訓練課程，由星章至中級金章。 參加者可以在以下的日期，全數出席並通過考核者，可獲簽發香港獨木舟總會一至三星及中銅至中金訓練證書。（分隊仍需為合格的隊員填妥專章紀錄表） 時間：      上午 9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地點：      西貢斬竹灣烈士碑 - AYP 水上活動中心 人數：      16人 (分隊可以包班形式報名，8人為一班) 開班人數：  6人 費用：星章：$90/章；中銅：$100；中銀：$180； 中金：$180 截止報名日期： 8 月課程於 7月 1日前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包括：訓練課程費用、教練費用、租用艇隻費用、日營營費及午餐) 如 7月課程於 6月 1日後報名或 8月課程於 7月 1日後報名 費用：星章：$160/章  中銅：$190；中銀：$380 ；中金：$380   



備註： 
• 請自備獨木舟證書費用 星章：$35/章 中級：$45/章 
• 中金考核需另定考核日期及另繳考試費用   參加要求： 1. 14歲以上；及 2. 已完成目標章之中級組隊員；或高級組隊員 3. 能和衣游泳 50米 (不可使用助浮器) 4. 申請二星至中金課程需出示前一級課程證書 8 月課程 課程 一星 二星 三星 日期 4/8(一)或 8/8(五)或 11/8(一)或   13/8(三)或 15/8(五)或 18/8(一)或   20/8(三) 21/8(四) 29/8(五) 課程 中銅 中銀 中金 日期 2/8(六) 7/8(四)及 19/8(二)或 21/8(四)及 30/8(六)     14/8(四)及 16/8(六)     



報名方法：將填妥團體報名表(連同上課日期及證書副本)，並註明參與的課程  名稱及日期，傳真至 2761 3474，確定日期後分隊才需繳付費用 負責同事： 發展助理 周燕雯女士 查詢電話： 2714 9253 分享：     
少年獨木舟訓練課程 (BBCY-14CAN2) 已截止報名 （更新日期：15-05-2014） 讓分隊在暑期能夠安排更多切合隊員需要的專章訓練，總部在今年暑期推出少年獨木舟訓練課程，由海星章至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   參加者可以在以下的日期，全數出席並通過考核者，可獲簽發香港獨木舟總會各級少年獨木舟證書。（分隊仍需為合格的隊員填妥專章紀錄表） 時間：      上午 9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地點：      西貢斬竹灣烈士碑 - AYP 水上活動中心 人數：      12 人 (分隊可以包班形式報名，6人為一班) 開班人數：  4 人 費用： $90/章   截止報名日期： 



8 月課程於 7月 1日前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包括：訓練課程費用、教練費用、租用艇隻費用、日營營費及午餐) 8 月課程於 7月 1日後報名，費用：$160/章 
• 請自備獨木舟證書費用：$35/章 參加要求： 1. 8-13歲以上；及 2. 已完成白章之初級組隊員或目標章之中級組隊員 3. 能和衣游泳 50米 (不可使用助浮器) 4. 申請海馬章或以上之課程需出示前一級課程證書(章級的次序為：海星章、海馬章、海豹章、海獅章、海象章以及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 *備註： 凡通過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測試者，其資歷等同三級星章或初級證書。年滿 14歲後，可直接參加獨木舟中級課程。   



8 月課程 課程 海星章 海馬章 海豹章 海獅章 海象章 日期 2/8(六)或 4/8(一)或 8/8(五) 11/8(一) 13/8(三)   15/8(五) 18/8(一) 19/8(二) 20/8(三) 21/8(四)             課程        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 日期 15/8(五)或 29/8(五) 報名方法：將填妥團體報名表(連同上課日期及證書副本)，並註明參與的課程名稱及日期，傳真至 2761 3474，確定日期後分隊才需繳付費用 負責同事： 發展助理 周燕雯女士 查詢電話： 2714 9253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4AYP1) （更新日期：
14-05-2014） 本執行處將於今年9月開辦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讓有志於完成AYP金章之導師、隊員參加。 理論課 日期：2014 年 9月 3至 12 月 10 日、2015年 1月 21 日及 3月 18 日(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4 年 9月 9日、9月 20-21 日、10 月 10-12 日、11 月 8日、11月 29-30 日及、12月 25-28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5 年 2月 21-24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6-24歲有志於完成 AYP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本會導師或隊員(參加者必須已參加 AYP計劃，並持有 AYP紀錄簿) 費用：$420 



名額：12 人 開班人數：5 人 查詢：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參加者需連同課程報名表、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家長同意書(只適用於 18歲以下人士)及費用交回總部，    方獲接納報名。(為保障參加者安全, 參加者必須遞交體能活動適應問卷。)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8月 11日 備註：1. 參加者必須 100%出席課程之所有課堂，並達到課程要求（如：旅程計劃書、日誌和報告等），經教練按      學員之表現評核為合格後，方獲教練在 AYP紀錄簿上簽署確定完成訓練及推薦參加由 AYP總會安排之金章      級野外鍛鍊科評核。     2.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實習所需之裝備、交通及膳食費。     3. 有關 AYP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要求及參加資料，可瀏覽 AYP網頁                 (http://www.ayp.org.hk/ch/6-scheme.php)。 分享：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7-05-2014）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OATC-14EIC1) 簡介：本課程栽培有志於運用遠足活動在山嶺之中傳揚福音之導師，成為本會遠足教練。課程除鞏固學員遠足技巧，有效地教授遠足及山藝技巧外，也讓學員經歷不同情況的行山體驗，提升個人的技巧及信心；並準確掌握本會中級組遠足章課程內容、評核技巧。 理論課 日期：2014年 10月 29至 12月 10日及 2015年 1月 21日(逢星期三、共 8堂)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4年 11月 8日、11月 29至 30日、12月 26至 28日(考核) 及 
2015年 1月 10日至 11日 (後備實習日期)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教學實習 參加導師必須在 2015年 1-3月期間教授一次遠足章二級訓練課程，並安排隊員參加由總部在 2015年 3月底舉辦的總部考核。 



對象及報讀要求 (2項至 5項需提交副本作證明)： 
1. 本會輔助隊成員或已完成本會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 單元一課程之人士；及 
2. 持有本會山野領袖證書 (MLC)；或 
3. 持有本會遠足章三級；或 
4. 持有香港青年奬勵計劃銀章 (須以徒步完成野外鍛鍊科)；或 
5. 持有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山藝三級證書 課程要求：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並須完成教學實習 (詳情請查閱教學實習資料) 費用：$ 1100 (實習之裝備、交通及膳食費用由學員自行負責) 名額：25 人 開班人數：8人 學分：10分(S1, 技能) 截止報名日期 : 2014年 9月 19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 陳汝康先生，2714 9253 
  



備註： 1. 請在報名時連同報名表、費用、健康申報表、報讀要求之證書副本 及 教學實習意向回條一併遞交 2. 成功完成訓練課程的學員，可獲發「遠足教練訓練證書 (EIC)」，亦可另行繳交證書費用申領「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二級山藝訓練證書」 3. 符合本會遠足教練委任要求者，可申請成為本會遠足教練 4. 本會遠足教練將獲推薦成為香港青年奬勵計劃 (AYP) 註冊遠足導師 OATC報名表 健康申報表 教學實習回條 分享：     
 

  



山野領袖證書課程 （更新日期：07-05-2014） 山野領袖證書課程 (OATC-14MLC1) 簡介：本課程為有志戶外事奉的教會人士而設，學習基本山野知識，透過大自然經歷神及認識自己，裝備成為野外福音工作者。課程內容包括：地圖閱讀、指南針運用、基本遠足、露營技巧、野外環保、意外處理、戶外崇拜、山藝技巧及定向技巧。 理論課 日期：2014年 8月 27至 10月 15日(逢星期三、共 7堂)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4年 9月 9日、9月 20至 21日、10月 10(晚)至 12日(考核) 及 
          2014年 11月 1至 2日(後備實習日期)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8歲或以上人士，並能應付基本體能及各項課程要求 課程要求：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 費用：$ 950 (實習之裝備、交通及膳食費用由學員自行負責) 



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15 學分：10分(S1, 技能) 截止報名日期 : 2014年 8月 1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 陳汝康先生，2714 9253 備註： 1. 請在報名時連同 報名表、費用 及 健康申報表一併遞交 2. 成功完成訓練課程的學員，可獲發「山野領袖證書 (MLC)」，亦可另行繳交證書費用申領「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一級山藝訓練證書」及「香港定向總會第一階段野外定向訓練班證書」 OATC報名表 健康申報表 分享：     
 

  



獲頒各組別服務獎章資格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3-04-2014） 按訓練學校所規定有關獲頒服務獎章的資格，隊員必須考獲該組別之獎章要求，才可獲頒發服務獎章，如下： 小綿羊：隊員如考獲各個探索章之三級*，獲頒之小綿羊服務銅章可佩戴於幼級組、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幼級組：隊員如考獲各個體驗章之三級，獲頒之幼級組服務銀章可佩戴於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初級組：隊員如考獲成功章金章，獲頒之初級組服務金章可佩戴於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中級組：隊員如考獲白肩索資格，獲頒之中級組服務章可佩戴於高級組制服上 *如導師持有本會於 2012年 9月出版的「小綿羊導師手册」，由於印刷錯誤，請自行更正第 26頁"隊員如考獲各小綿羊探索章的二級(改為"三級")，於幼級組時可獲頒服務銅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01-04-2014） 課程編號：SS2014-01-1 日期：(營前會) 2014 年 5月 26日(星期一)    (營會) 2014 年 6月 1-2 日(星期日至一)    (營後會) 2014 年 6月 10日(星期二)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3:00 至翌日下午 6:00 地點：(營前會及營後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課程編號：SS2014-02 日期：(營前會) 2014 年 9月 15日(星期一)    (營會) 2014 年 10月 1-2 日(星期五-六)    (營後會) 201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待定 



地點：(營前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350 開班人數：10人 服式：分隊 T恤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課程開始前三個星期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17歲或以下隊員必須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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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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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隊鼓勵隊員參加。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4 年金章頒獎典禮 （更新日期：01-04-20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4年金章頒獎典禮將於2014年11月舉行，如分隊有隊員已完成金章級之要求，請於2014年 7月 2日或之前將其金章完成通知書連同 AYP紀錄簿寄交本會制服團隊部收。 分享：     
2014-15 年度 OBTC小綿羊特別班 （更新日期：19-03-2014） 2014-15 年度之 OBTC小綿羊特別班將於本年暑假舉行，如有興趣報讀之幼稚園老師，請填妥表格後寄回總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下載報名表格 分享：     
 

  



2014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更正) （更新日期：23-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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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詳情如下： 日期: 2014 年 4月 8日(二), 7 月 10 日(四),10 月 28日(二), 12 月 18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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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分隊請於迎新會舉行前最少 3天通知負責同工確實出席人數，以便安排 (沒有報名之出席者將有可能被安排在其他時１１１間參與迎新講座) 備註：-分隊應預早為參加者申請AYP紀錄簿，紀錄簿之簽發日期為總部收妥申請資料之日期，唯 AYP紀錄簿須安排於     １１１「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出席之參加者    -由於總部房間所容納的人數有限，講座舉行之時間會因應預計出席人數而作出調節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活動工作員黃鎮升先生(Jason)聯絡。 分享：     
  



2013-2016 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20-01-2014）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2013-2016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 分享：     
2014 年度上半年 OATC及 BBTC最新課程 （更新日期：19-12-2013） 

分享：     
  

S1 Skills S2 Social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訓練課程 教學法及表達技巧課程 飛行探知章導師訓練課程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初級繩藝及紥作訓練課程   挑戰網陣(高結構)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高空繩網場地導師」培訓計劃   



獎章教材及資源共享 （更新日期：09-12-2013） 為達至「資源共享」的目標，總部網頁設有「教材及資源下載」供分隊參考及使用。現時，提供之教材資料包括小綿羊導師手冊、初級組成功章導師手冊、中級組田徑章及興趣章(繩藝)。 總部亦會繼續不定期將教材資料上載至網頁，歡迎分隊參考及使用。 現誠邀分隊，如有任何自製的各級獎章教材，歡迎提交至總部，共享資源。 (為鼓勵分隊分享資源，如提交之教材獲總部確認並上載至網頁，分隊將可獲贈 50 元 BB shop禮劵乙張。)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2014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資訊 （更新日期：01-11-2013） 2014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任何有意成為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導師及對兒童及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報讀。詳情可於 OBTC專頁找到。截止報名日期為開課前四星期或額滿即止。 分享：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課程大綱 （更新日期：04-09-2013）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已於 2013 年 9月 1日正式生效，分隊可按專章之課程大綱要求教授隊員，如導師對此專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2014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 （更新日期：23-08-2013） 2014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已上載於網頁， 詳情請按此查閱。 分享：     
教材書借閱事宜 （更新日期：04-07-2012） 按訓練委員會早前所通過的議案，總部長遠會以電子版教材書取代 BB shop售買的書籍，現時初級組白章的教材書已售罄，總部正安排義工協助製作成電子檔案，而在電子版教材書製成前，如分隊需使用此書，可按總部借用物資程序向制服團隊部同工借閱及自行影印。 如有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