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5 年 6 月 10 日) 

總部消息 

2015 至 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 （更新日期：08-06-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5 至 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之選票已於 6月 5 日 (星期五) 寄遞各基本會員，請將填妥之選票 (按此樣本) 放入指定回郵信封內，並於本年 7月 11 日下午 1時或以前成功寄抵總部，或於 7月 12日下午 5時或以前直接投入週年會員大會場地 (君好海鮮酒家，長沙灣荔枝角道麗閣邨麗薇樓地下) 所放置的選票箱內。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2015-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參選人資歷 
香港基督少年軍 宣傳短片 – 演員招募 （更新日期：05-06-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即將拍攝機構宣傳短片，現公開招募演員，詳情如下： (1) 小妹妹：視覺年齡 3-5歲，外表精靈可愛，笑容甜美，活潑外向 (2) 初中男生：視覺年齡 12-14 歲，身型偏胖，精靈討人喜愛，活潑開朗 有興趣參與者，請將以下資料，於 30/6 或之前電郵至：pr@bbhk.org.hk ● 基本資料：隊員姓名及歲數、所屬分隊隊號、分隊導師姓名、分隊導師電話 ● 近照：半身及全身近照各 1張 ● 短片：可用手機拍攝 (1) 小妹妹：主角在室內不同地方執拾回收物品、再將回收物品展露鏡頭前 (回收物品建議：汽水罐、飲品紙盒) (2) 初中男生：情景→主角在雪櫃內取出唯一冰凍飲品，正在享受的時候，另一名正在喘氣的朋友衝入來，發現雪櫃已經沒有飲品，兩人互相對視 … 我們會將相關資料交給製作公司專業人員作鄰選，在參與者中各選一名擔任影片主角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楊彩雲Candice  (2714 5400) 分享：     



恭賀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得獎者 （更新日期：03-06-2015） 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於 6月 1日晚舉行了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頒獎典禮，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張烈文先生榮獲【生命事奉獎】，另五位同工(社會工作部部門主管何仕泉先生、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市場及銷售主任戴詩琳女士、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公關及籌款主任楊彩雲女士)榮獲【事奉優異獎】。本會謹此祝賀。 分享：     
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 （更新日期：03-06-2015） 為配合服務發展，執行委員會於 5月 20日(2014-15 年度第五次會議)通過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特此通知。 分享：     
  



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更新日期：27-05-2015） 

 早前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張明信片? 大家會否願意為我們 BB 這個家一直承傳下去，讓我們 BB 這個事工為更多迷失的青少年人建立一個愛與包容的家。你的點滴支持，將可以幫助更多的青少年人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另外在未來的一年，定期在每月的月初，提供 BB 制服系列的電腦卓面壁紙免費下載，大家可以登入http://www.bbhk.org.hk/monthlydonor 下載 分享：     
  



2015 年名譽嘉許章、長期服務獎狀及訓練嘉許章 （更新日期：21-05-2015） 為表揚各委員、分隊導師及學校分隊監督於基督少年軍運動內之參與和貢獻，本會將於 7月 12日(星期日)週年會員大會舉行後頒發名譽嘉許章、五年長期服務獎狀及訓練嘉許章(名單請按此) 予有關人士。本會將於一星期內以郵寄方式通知各得獎者，請於 6月 19 日(星期五)或之前回覆，以便預早安排。有關名譽嘉許章之查詢，請賜電 2714-5400 與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女士(Emily)聯絡。而有關五年長期服務狀之查詢，請賜電2714-9253 與各分區發展幹事 聯絡。另有關訓練嘉許章之查詢，請賜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有關各獎項之準則、審核及通過之機制，請參閱「導師獎勵制度文件」。 分享：     
《E News 電子通訊》誠徵分隊相片 （更新日期：21-05-2015） 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誠徵分隊相片，歡迎大家提交立願禮或其他活動相片，讓我們刊登： - 分隊導師精選 1張相片，連同以下資料電郵至：doris_law@bbhk.org.hk  (1)相片 1張  (2)分隊隊號  (3)相片內容簡介  (4)導師姓名 - 相片要求：需於 2015年 3月至 6月期間拍攝 - 相片像數：不低於 1MB的檔案 - 遞交日期：2015年 6月 15日或之前 *本會將選取最佳相片刊登於相集中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羅貝凝女士 Doris (2714 5400) 分享：     



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更新日期：20-05-2015） 為保安緣故，總部將於土瓜灣辦事處安裝 24 小時閉路電視監察系統，謹此通知。 分享：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0-05-2015）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5-6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8-05-2015） 有關 5-6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分享：     
2015-16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 更新 （更新日期：07-05-2015） 有關 2015-16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之細則及表格已更新，其中包括增加皮鞋資助，詳情請按此。 申請表 Q & A 分享：     
  



尼泊爾 7.9 級地震 捐款呼籲 （更新日期：06-05-2015） 尼泊爾加德滿都西北部於 4月 25 日發生 81年來至為嚴重的 7.9級大地震，造成廣泛破壞，逾 800萬人住在地震災區，以及超過 94萬兒童亟待救援。同時，超過 140萬人急需糧食。 香港基督少年軍期望為賑災工作出一分力，在此向大家發出呼籲，期望分隊成員可以募集捐款，幫助尼泊爾地震災民重建家園，並將於捐款支票或入數紙於 2015年 6月 30日或之前交回總部，總部將在收集所有捐款後，轉交世界宣明會進行救援工作。 在此亦呼籲各位帶頭捐款，發揮 BB精神，以生命影響生命！ 如欲捐款，可循以下途徑： (1) 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基督少年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支票背後請註明「尼泊爾 7.9級地震捐款」、捐款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2) 直接存款入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 411-687858-838 請將銀行入數紙郵寄/傳真/電郵給我們，並註明「尼泊爾 7.9級地震捐款」、捐款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世界宣明會將按支票或入數紙所註明之捐款者姓名開發收據，本會將於收取款項 3個月內分發收據予各捐款者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電話︰2714 5400  |  電郵︰2714 3196  |  電郵︰fundraising@bbhk.org.hk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分享：     
  



「換意」接受新城電台訪問 （更新日期：05-05-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換意」將接受新城電台訪問，向市民分享以物易物的理念。 歡迎大家當日收聽。 新城數碼生活台 節目名稱：宇宙狂熱 日期：7-5-2015(星期四) 時間：下午 2時至 4時 網上重溫：http://metroradio.com.hk/MLD/ProgramArchive.aspx?channel=MLD&language=tc&date=2015/05/07 分享：     
  



2015-16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更新日期：23-04-2015） 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的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目的為表揚青年義工對社會的承擔和貢獻。是次計劃將選出 20位積極服務社會的香港青年義工，參與本港義工服務的推廣工作，及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流活動。 本會獲邀請推薦合適的青年義工參與計劃。現邀請各分隊推薦符合以下的參選資格的中、高級組隊員、導師參與。 參選資格： 1. 年齡介乎 16 歲至 24 歲 2. 擁有香港居留權 3. 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不為報酬，熱心服務社會，並能承諾在獲選後兩年內繼續參與義務工作，及協助主辦機構推廣義工服務的青年義工 4. 評選會按年齡分為兩個組別，合共選出 20位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準候選人接受訓練，在訓練中表現良好的準候選人將正式成為「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詳情請下載參選章則。 參加方法： 請將填妥申請表(分隊推薦人必須由分隊隊長/ 隊牧簽署)及參選表格在 2015年 5月 11日下午 5:30 前，電郵至victor_chu@bbhk.org.hk；或郵寄至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封面註明：「2015-16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各申請者將安排在 2015年 5月 14日(四)，晚上在總部進行面試。 獲本會推薦的合適青年義工將獲大會按情況邀請參與以下的面試或訓練營: 第一輪面試： 



2015 年 6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 6時 第二輪面試：   2015 年 7月 4日(星期六)，下午 1時至 6時 訓練營： 2015 年 8月 21 至 23 日 外地交流活動： 2015 年 12 月舉辦的 4至 5日交流活動 如有任何疑問，請瀏覽以下網頁 www.volunteering-hk.org/tc/youth15或致電 2714 9253 與朱煜明先生聯絡。 申請表 參選表格 參選章則 宣傳單張 分享：     
  



媒體報導「青年對談 2015」 （更新日期：15-04-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青年對談 2015 - 生涯規劃」獲媒體採訪報導，並獲嘉賓蔡海偉先生以活動為題於專欄上撰文。 詳細內容請按此瀏覽。 分享：     
少友精品廊(BB Shop)更新備忘 （更新日期：14-04-2015） 1. 請盡量以支票或銀行轉賬支付貨款。支票抬頭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 / [Stedfast Association, Hong Kong Ltd] 或轉賬至：恒生銀行 298-8-131310 2. 請於不少於 3個工作天前訂購(填妥訂購表格並電郵 bbshop@bbhk.org.hk或傳真 2761 3474)；如少於 3個工作天，或欲即時購買，精品廊不保證可如期辦理。 3. 訂購獎章或制服配件(不包括紀念品)，必須由分隊註冊導師簽署。 4. 訂購之貨品需於訂購日期起計 21 日內取貨及付款，如逾期，一律取消訂單。如需再訂購貨品，需重新遞交訂購表格。 5. 請取貨人即時點算貨品數量和檢查質素，如有問題請即時處理，精品廊不會在事後補發貨品。 6. 所有未經拆開或使用之貨品，可於 14 日內憑單退換其他呎碼貨品。逾期恕不接受退換。所有金屬章憑單保用 6個月，必須非人為損壞，才獲接受辦理。 7. 蓋上「臨時收據」印章的訂購表格只能作臨時收據用途，正式發票及收據，將於 14個工作天內寄予分隊。 8. BB SHOP辦公時間：星期一、二、四、五(10:00 – 13:00 & 14:00 – 17:30)；星期三(14:00 – 17:30 & 18:30 – 21:30)；星期六(09:30 – 13:3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9. 貨品價格或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精品廊保留最終決定權。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1-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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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月 1日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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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費用為每人港幣 30元正。 凡於 2015年 5月 1日起開始投保，半年費用為每人港幣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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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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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5 年第一季 （更新日期：08-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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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經已出版 （更新日期：08-04-2015） 最新一期《E News電子通訊》經已出版。 歡迎大家瀏覽，亦鼓勵大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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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及五區主要活動行事曆 （更新日期：25-03-2015） 為方便各導師在制定分隊活動及考慮參加導師訓練課程時在日期上有更好的預算，請登入總部行事曆http://goo.gl/igKqzZ，內裡已列出各主要總部活動，區活動，導師訓練課程等，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相關同工。 分享：     
PMM Media 報導「換意」資訊 （更新日期：04-03-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以物易物計劃「換意」獲公益資訊平台 PMM Media採訪，詳盡報導換意的營運和理念。 網址： http://www.pmmmedia.com/chi/ngo_news/131/view.php 分享：     
  



4 月 1日更換夏季制服 （更新日期：03-03-2015） 按「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所載，每年換夏季制服日期為 4 月 1日，各分隊須由此日期起穿著夏季制服集隊。特此通知，敬希留意！ 分享：     
「2014-2015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截止申請 （更新日期：28-02-2015） 本年度由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的「2014-2015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已截止申請。 下一年度的申請詳情將稍後通知。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享：     
本會於 2014年分別獲頒 3項大獎 （更新日期：23-02-2015） 本會於 2014 年分別獲頒 3項大獎，詳情請參閱：www.bbhk.org.hk/awards 獎項  頒發機構  年份  傑出參與大獎 匯豐社區夥伴計劃 2014 社會資本動力獎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2014 機構卓越大獎 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 2014 分享：     
  



五十五週年紀念章佩戴安排 （更新日期：26-01-2015） 為慶祝本會成立 55週年，所有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可於2015年 1月 31日前在穿著時佩戴五十五週年紀念章。 由 2015 年 2月 1日起，此紀念章不可佩戴於制服上，敬請留意。 分享：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搬遷通知 （更新日期：22-01-2015）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將於 2015年 2月 1號搬遷，新地址資料如下： 新地址：紅磡差館里 21-27 號富業大廈(商場)1樓 8室 電話：2362 9831 聯絡人：劉思萱師傅 分享：     
  



BB Asia IBS-LEAD Camp （更新日期：16-01-2015） BB Asia (亞洲基督少年軍)將於 6月舉行領袖訓練營予各成員國家/地區之小隊長，如有興趣參加，請於 31/1(六)或之前填妥表格電郵予 victor_chu@bbhk.org.hk。 活動名稱：IBS-LEAD Camp (A bridging course for Senior NCOs) 日期：2015 年 6月 7至 13 日 地點：新加坡 (住宿地點包括新加坡基督少年軍總部營地、當地教會，及在指定營地紥營) 對象：16-18 歲，完成 ANCO，考獲游泳章二級、遠足章二級/露營章二級，獲分隊隊長及隊牧推薦 費用：新加坡幣$120 (包括膳食住宿)，參加者需自行安排機票及購買旅遊保險 (如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國際交流基金) 活動目的：http://ibslead.com/about-us-3/ 訓練內容及時間表：http://ibslead.com/schedule/ 相關問題：http://ibslead.com/faq/ 報名表格:請(按此) 查詢：2714-9253 (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 分享：     
  



2015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06-01-2015） 有關 2015 年總部活動行事曆，請按此細閱及預留時間參與各項活動。               分享：     
55 週年國際營面書(FACEBOOK)現已開啟 （更新日期：24-12-2014） 55 週年國際營的面書（facebook）現已啟動，歡迎各位國際營的營友及導師瀏覽查閱。 https://www.facebook.com/55thbbhkinternationalcamp 分享：     
  



《浣熊圈團隊遊戲 130 個》及研究報告派發事宜 （更新日期：16-12-2014） 《浣熊圈團隊遊戲 130個》、「小綿羊」制服團隊對幼兒品格及靈性發展評估研究報告、品格為本幼稚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成效研究報告現已出版，每支分隊可獲贈以上刊物各一套。 歡迎分隊導師聯絡制服團隊部同工協助索取。 *已登記安排月曆送貨的分隊將在接收月曆時收到以上 3 本刊物。 此外，《浣熊圈團隊遊戲 130個》書籍(書本介紹請按此) 已於 BB SHOP發售，資料如下： 對象：所有基督少年軍導師及隊員 (每人每次只限購買兩本) 售價：凡於 2015 年 2月 28 日前購買，可享優惠價每本$80（2015 年 3月 1日起，將以正價$120 發售）， 訂購表格請按此。 分享：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佩戴要求澄清 （更新日期：26-11-2014）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供完成小隊長訓練課程的中級組隊員/ 小隊長佩戴。上士及高級組隊員不可將此章佩戴在制服上。 考獲獎章者只可佩戴最高一級的獎章，即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者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由 2015 年 2月 1日起各合資格的中級組隊員/ 小隊長必須佩戴此獎章於制服上。 有關佩戴方法可參閱：獎章佩戴規則 分享：     
總部同工將不接受分隊於立願禮送贈之紀念品 （更新日期：31-10-2014） 總部非常感謝分隊於成立禮和立願禮向同工送贈各類紀念品，唯由於總部辦公室地方有限，及基於環保原因，總部同工將不再接受紀念品；唯鼓勵分隊以奉獻方式支持少年軍事工取代送贈紀念品。 分享：     
委任黃進展先生替補翁靜淳牧師請辭執行委員會委員一職 （更新日期：30-10-2014） 執行委員會於 2014-15 年度第一次會議(9月 17 日)通過接納翁靜淳牧師請辭執行委員會委員一職，並委任黃進展先生替補翁牧師之崗位，任期至 2015年 8月 31日，即翁牧師之任期屆滿日子。 按組織章程細則第 50條之規定：「執行委員會有權在任何時間並不時委任任何人出任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填補某臨時空缺，該填補某臨時空缺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該出缺職位未完結的任期，直至本會下一次周年會員大會。」 分享：     
  



修訂副隊長委任資格 （更新日期：24-10-2014） 執行委員會於 9月 17 日(2014-15 年度第一次會議)通過修訂副隊長委任資格，請參閱附則(1)3.1.4.1。有關原版本和修訂版之分別，請參閱附件。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 （更新日期：22-09-2014） 本會開設不同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鼓勵大家登入及推介予隊員，有助掌握最新資訊： 香港基督少年軍官方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BoysBrigadeHK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https://www.facebook.com/bbhkugd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及離島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HKI?fref=ts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中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1594137049423/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517554356/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西及九龍西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33309756697717/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NNE?ref=br_rs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anchor.house.bb 分享：     
  



2014-15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更新 （更新日期：05-09-2014） 有關 2014-15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之細則及表格已更新，其中包括增加津貼冬季毛衣、高級組生命成長營、總部或區舉辦之部份收費活動($200 或以上)，詳情請按此。 分享：     
免費集隊體驗日 （更新日期：19-08-2014） 為了加深各教會、學校、機構對基督少年軍的認識，制服團隊部會為有興趣團體免費舉辦集隊體驗活動日及事工分享會。歡迎導師推介給各大團體，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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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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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2714-9253 (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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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七一回歸升旗禮(滿額) （更新日期：10-06-2015） 多謝各分隊踴躍參與，七一回歸升旗禮已經滿額，請報名十一國慶升旗禮。 凡出席七一或十一升旗禮之參加者，可獲 2015 年升旗禮紀念布章一個。 請參閱附圖之紀念布章 分享：     
  



十一國慶升旗禮 （更新日期：10-06-2015）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出席回歸十八周年國慶（10.1）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四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組成一支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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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或中級組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活動詳情如下： 國慶（10.1）升旗禮： 日期：2015 年 10月 1日(四，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6:30 – 9:0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及初、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70人 截止報名日期： 2015 年 8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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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任—曾子峰(電話：2714-9253 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 備註：出席者請佩戴勳章(Medal) 分享：     
  



2015 年導師日聚餐(優惠期尚餘兩週) （更新日期：03-06-2015） 

 日期:2015年 7月 12日(日) 時間:晚上 7:00-9:30 地點:君好海鮮酒家(長沙灣荔枝角道麗閣邨麗薇樓地下) 費用:一圍 12位($2600)、半圍 6位($1300)(於 6月 15日或之前) 
       每位($240)(於 6月 16日起) 對象:導師及隊員 服飾:夏季第 1號制服或禮服配帶綬帶(家長或試辦分隊請穿分隊戶外服) 截止報名日期:6月 22日 



報名方法:請填妥「分隊報名表格」電郵至 tszfung_tsang@bbhk.org.hk，並將劃線支票寄交總部曾子峰先生收。 

(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 聚餐紀念品 1 紀念品名稱:大時代襟章 產品簡介:為慶祝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 56 週年，我們會在聚餐內義賣一套五款大時代襟章，五款襟章記載了創辦人及基督少年軍的重要年份及大事，極具收藏價值。 售價:每套$40 發售量:200套(只在聚餐內發售) 

 分享：     
  



同心同根 2015 國內交流團 （更新日期：02-06-2015） 

 這次交流活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青年部協助統籌和聯絡，並由香港童軍總會、香港海事青年團、醫療輔助隊、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女童軍總會、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香港升旗總會、民安隊少年團、香港基督少年軍、交通安全隊、香港基督女少年軍及香港航空青年團等 12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招募和組織隊員參加。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5」考察活動及重點包括： 愛國教育 ─ 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啟發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知，對祖國國疆的愛護，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了解國情和關心國家的未來發展 認識祖國 ─ 了解北京歷史、文化發展、人民生活，社會經濟狀況 歷史文化 ─ 考察恩施特殊面貌 (包括恩施大峽谷及雲龍地縫) 科技保育 ─ 培育參加者對大自然科學、文物、環保、生態的興趣 建立友誼 ─ 藉著交流、探訪和研討等活動，使兩地青少年認識 



行程: 日期/時間 行程安排 用餐 住宿 8 月 5日 (三) 下午 從紅磡火車站乘直通火車 T98班次前往北京 (8 月 5日 15:15 出發至 8月 6日 15:13 抵達) 晚 火車上 8 月 6日 (四) 下午 中央民族大學交流活動 早/午/晚 酒店 (北京) 8 月 7日 (五) 上午 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早/午/晚 酒店 (北京) 下午 綵排『四海一家』全球華裔青年聯歡節表演項目 晚上 參觀考察『大柵欄商業區』 8 月 8日 (六) 上午 a. 出席天安門廣場升國旗儀式 b. 出席人民大會堂『四海一家』 全球華裔青年聯歡節 早/午/晚 酒店 (北京) 下午 考察新農村建設『南宮新村』 8 月 9日 (日) 上午 a. 遊覽『八達嶺』長城      b. 參觀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早/午/晚 酒店 (北京) 下午 參觀恭親王府 8 月 10 日 (一) 上午 乘高鐵前往湖北省恩施市 早/午/晚 酒店 (恩施) 晚上 『恩施土家族女兒城』晚膳及欣賞民族歌舞 8 月 11 日 (二) 上午 考察『恩施大峽谷』 早/午/晚 酒店 (恩施) 下午 考察『雲龍地縫』 8 月 12 日 (三) 上午 遊覽『清江畫廊』 早/午/晚 酒店 (恩施) 下午 市內參觀及準備交流活動 晚上 與恩施市青少年交流及惜別晚會 8 月 13 日 (四) 上午 退房後參觀『恩施茶葉城』 早/午/晚 - 下午 乘高鐵經武漢往深圳，再轉乘過境巴士返香港 



• 以上行程暫擬，其中的內容及細節可能仍需修改。 
• 行程較緊密，且需在火車上住宿，請團員在報名前清楚考慮本身的體力及健康狀況。 名額 2 名導師及 18名 14歲以上之中級組或高級組隊員 費用 1. 29 歲以下之導師或隊員只需 $1000 (民政事務局資助)（*全津實付$150；半津實付$575） 2. 29 歲以上導師需支付全費 $5,200 *申請「國際交流基金」津助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22&sortid=91 報名 參加者須填妥 1)「活動報名表」一份，連同 2) 身份證與回鄉證副本及 3) 費用寄交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邨 A座地下。 繳費方法 分隊可以劃線支票、現金或銀行轉賬方式繳交報名費用。 1. 支票付款：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少年軍』，支票背後請寫上分隊隊號、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2. 現金付款：請親臨本會總部辦事處（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繳交及辦理報名手續。 3. 銀行轉賬：請把報名費用存入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與報名表寄回本會。 *請勿郵寄現金。總部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截止日期 2015 年 6月 13 日(星期六) 面試日期 2015 年 7月 4日(星期六)，早上 9:30 面試地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注意事項 成功取錄之參與者須出席由本會及大會安排之活動及會議，並參與活動前之籌備工作。 活動及會議日期如下： 
• 籌備會議︰2015 年 7月 4日(星期六)面試完結後，地點為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 授旗禮及簡介會︰2015 年 7月 18日(星期六)；時間：下午 5時；地點：香港禮賓府 
• 活動分享會︰容後通知 
• 於活動後 3 星期內，參加者須提交活動報告或分享冊。   活動報名表 T-shirt尺碼表 活動通告下載 行程下載 「交流基金」津助詳情 申請「交流基金」津助 *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公關及籌款主任(籌款)溫可立先生或發展幹事鍾寶茹女士聯絡。 
  



「換意」以物易物活動 （更新日期：02-06-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品中心舉辦的「換意」以物易物活動，由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向九龍城區居民提供一個以物易物的資源平台，並鼓勵回收及循環再用。鼓勵各位基督少年軍隊員及導師踴躍參與，既環保又可換得心頭好。以下為「換意店」資料：地址：九龍城廣場 118 號 Design Zone 內 營業時間：逢星期二至日下午 2-6 時 活動內容：會員制以物易物、環保手作工作坊、環保教育 現邀請各分隊響應活動，參與支持「換意店」，或捐出家中新淨二手物品。為方便隊員參與，附上表格供分隊集體登記；只需將填妥的登記表電郵（emily_yeung@bbhk.org.hk楊燕慈小姐）／傳真（34118822）給我們，我們會將各申請者的會員證一併寄回分隊。 
  



六月份活動：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barterfun 查詢電話：34118811 (楊燕慈 Emily) / 55346305 (洪俏婷 Cheryl) 分享：     
  



『追夢神州──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活動 （更新日期：27-05-2015） 『追夢神州──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活動 本會獲新家園協會邀請本會青年成員參與將在 2015 年 8月舉辦以『追夢神州──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為主題的大型青少年交流活動，令其親身感受祖國近年的發展及變化，了解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的發展及機遇。同時，新家園協會將利用此次交流的機會，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共同舉辦首屆《四海一家》海外華裔及香港青年聯歡節，讓各地青年一起展示才華、交流感情，打造「四海一家」團結歡樂的青春盛會。 交流活動簡介 主題： 『追夢神州──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活動 內容： 北京南京上海線 日期：8月 6 日 至 8月 13 日；收費：800 港幣/人 北京線        日期：8月 5 日 至 8月 10日；收費：600港幣/人 廣東線        日期：8月 21 日  至 8月 22 日；收費：100港幣/人 對象： 21歲 - 35 歲的本會成員 報名：參加者須填妥 1)報名表格一份，連同 2)費用交往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繳費方法： 分隊可以劃線支票、現金或銀行轉賬方式繳交報名費用。 1. 支票付款：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少年軍』，支票背後請寫上分隊隊號、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2. 現金付款：請親臨本會總部辦事處（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繳交及辦理報名手續。 3. 銀行轉賬：請把報名費用存入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與報名表寄回本會。 *請勿郵寄現金。總部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交流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於 5月 26 日（星期二）或之前填寫報名表格郵寄、傳真或電郵至發展幹事鍾寶茹女士（電郵：pauline_chung@bbhk.org.hk；傳真：2761-3474），總部將確定申請的名單後，通知各成功申請者遞交費用、身份證副本、證件彩照等文件。 附件一：報名表格 附件二：交流活動行程 附件三：新家園協會簡介 如有查詢，請隨時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鍾寶茹女士聯絡。 分享：     
  



抗戰勝利紀念七十周年巡遊 （更新日期：13-05-2015） 本會應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海事青年團及香港航空青年團邀請出席抗戰勝利紀念七十周年巡遊，以向各保衛香港的戰士致敬，現誠邀各分隊中級組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8月 30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 9:00 – 12:00 地點：九龍尖沙咀星光大道 對象：持有步操一級章或以上的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30人 服飾：第一號制服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6月 8日 (星期一) 查詢：發展幹事－蔡茂敦 (電話：2714-9253 或電郵：chris_choi@bbhk.org.hk) 下載表格 分享：     
  



訓練消息 

2015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1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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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方便分隊隊員參加，由 2015 年開始，將會安排在不同地區進行迎新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7 月 7日(二) 10 月 13 日(二) 12 月 17 日(四) 時間 晚上 7:30-8:30 地點 12 分隊隊址-宣道會麗瑤堂 新界葵涌葵興路 100-102號葵涌中心商場 2字樓 暫定 沙田/大圍 暫定 北角/炮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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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與迎新講座及不能於講座當日派發 AYP 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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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紀錄簿須安排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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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必須準時出席，遲到者將不獲安排參加講座，並需於下一期再次報名參加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遠足教練覆修課-法律責任與保險 （更新日期：10-06-2015） 日期：2015 年 7月 9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總部 講者：曾發權大律師(香港基督少年第 163 分隊副隊長) 內容：戶外活動的法律責任 對象：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名額：30人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費用︰全免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按此填妥表格 備註：1)此覆修課可作為AYP CRS增值課程，請導師帶備有關之增值課程表格供負責同工簽名確認    2)如去年已參與此覆修課之導師不用再次參加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6月 30日 分享：     
  



2015 年第二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路試)資訊 （更新日期：10-06-2015） 已更新 2015 年第二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路試)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二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路試)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2015 年 5-11 月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29-05-2015）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福音魔術課程、山野領袖證書課程、手力急救課程 其他訓練課程(BBTC) 小組解說~浣熊圈之團隊應用(Debriefing with Raccoon Circles)促導員訓練課程、原野烹飪證書課程(新)、步規介紹及基本訓練班(新)、小綿羊訓練教材工作坊(新) 教練訓練課程 高級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分享：     
  



2015-2018 年度教練委任申請 （更新日期：27-05-2015） 溫馨提示：2015-2018年度的教練委任申請現正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5年 5月 31日。符合資格之導師如欲於下年度成為委任教練，請於限期前填妥教練申請表，是次申請須經訓練委員會通過。 訓練委員會於 2013-2014年度的會議中，已通過了修訂教練委任之申請要求，教練如欲申請於 2015年度或之後晉升/再次委任成為教練，必須於委任期內曾在總部/區/分隊擔任主任教練或協助教練教授相關項目之課程一次或以上。敬請各教練留意，並確保申請晉升或再次委任前達到有關要求。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教練委任申請須知 教練申請表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參加者資訊 （更新日期：22-05-2015）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5AYP1) 本執行處將於今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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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8月 12 至 9月 23 日、10月 14日、11 月 4至 12月 23日、2016年 1月 6日及 4月 20 日(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5 年 9月 5日、9月 18(晚)至 20 日、10 月 2(晚)至 4 日、11月 21 至 22 日、12月 4(晚)至 6 日及12 月 31至 2016 年 1月           3 日；(後備實習日期：2015年 10 月 30(晚)至 11月 1日及 2016 年 1月 9日至 10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6 年 3月 25至 28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8-23 歲有志於完成 AYP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分隊導師或隊員(參加者必須已參加AYP計劃，並持有計劃紀錄簿) 費用：$450 名額：18 人 開班人數：12 人 查詢：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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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家長同意書(只適用於 18歲以下人士)交回總部，           方獲接納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月 22日 備註： 1. 參加者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並達到課程要求（如：旅程計劃書、日誌和報告     等），經教練按個別學員之表現評核後，方獲教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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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課程所需之器材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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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章級康樂體育科獨木舟訓練課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康樂體育科科委員會將會於 6月舉行獨木舟訓練課程。完成課程的參加者除了可獲得相關證書外，亦可藉此完成金章級康樂體科。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5月 22日；如欲了解有關詳情，請瀏覽 AYP網頁。 
2015 年金章頒獎典禮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2015年金章頒獎典禮將於2015年12月舉行，如分隊有隊員已完成金章級之要求，請於 2015年 7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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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2015 年(下半年)之宣傳海報 （更新日期：12-05-2015） 如分隊欲向弟兄姊妹宣傳或邀請其報讀「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可(按此)下載 2015 年(下半年)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宣傳海報，並鼓勵分隊於所屬教會或機構內張貼以作宣傳之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尹振光(Daniel)聯絡。 分享：     
2015 年軍樂隊暑期課程 （更新日期：07-05-2015） 

2015 年軍樂隊暑期課程 軍樂隊於本年暑假將舉行各項軍樂訓練，包括軍號、軍鼓及風笛。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料如下: 軍號訓練  軍鼓訓練  風笛訓練   分享：     
  



拯溺章一級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13-04-2015） 拯溺章一級訓練課程 (BBTC-15LIS1)  簡介：本課程依照本會拯溺一級章的課程內容設計，旨在提高隊員對水上安全意識及能力，並考驗隊員利用簡單方法拯救水上遇事人士。凡完成此訓練課程，並通過考核者可考獲拯溺一級章。 理論課 日期：2015 年 8月 3及 5日 (星期一、三)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總部 戶外訓練 第一次 日期：2015 年 8月 10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第二次 日期：2015 年 8月 12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考核 日期：2015 年 8月 12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已考獲目標章及能夠以任何泳式游畢 200 公尺的中級組隊員 費用：$160 (不包括：交通費及泳池入場費) (綜援、全書津的隊員只需$30；半書津的隊員$80)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15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 月 4日 (星期六)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聯絡 備註：1. 請各參加者自行前往實習課之地點    2. 學員必須出席 3堂或以上理論課、戶外訓練，方可參加考核    3. 完成游泳章二級並取得合格者可豁免 200 公尺游泳考核 分享：     



中級組會長章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26-03-2015） 本年度會長章之申請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截止申請，如分隊欲推薦中級組隊員能於本年度大會操獲頒會長章，分隊必須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遞交會長章申請表格。 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6-03-2015） 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新一期創辦人章，請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或之前遞交創辦人章申請表格。請投考者必須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總部舉行創辦人章簡介會。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話劇之旅 （更新日期：18-03-2015） 課程目的：為隊員們提供認識話劇的機會，教授基本話劇技巧，藉以提升隊員們對表演藝術和欣賞話劇的興趣。      透過話劇的排練，讓他們逐步建立團體的合作精神，並建立自信及發揮個人潛能；亦提高他們的表達      能力和溝通技巧。 課程內容：由專業導師帶領，同時提供一個具創意及充滿樂趣的平台給予隊員們學習；透過六堂課堂活動，讓他們      學習戲劇的元素，例如：聲線、面部表情等，藉此啟發他們的多元潛能。 第一班 (課程編號：BBTC15ArT1)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逢星期四) (共六堂)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第二班 (課程編號：BBTC15ArT2)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五日(逢星期二) (共六堂)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點：總部 對象：中、初級組隊員 費用：二佰五十元  (凡參加者的家庭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費用是三十元；            而家庭是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費用是一百二十五元) 名額：二十人 



開班人數：十一人 學習成果：中級組隊員出席率達到 80%或以上，並達到課程要求者，可獲頒發藝術章；      初級組隊員，建議導師可作為社交部份的訓練；      凡參加者在課堂表現良好，並獲導師推薦，將獲本會邀請參與一次小型話劇演出與家長及      朋友一同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 截止日期：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六)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14-9253 與蔡先生 (chris choi) 聯絡。 報名手續  1. 請填妥團隊報名表 (http://www.bbhk.org.hk/form.php)，連同費用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或  2. 把費用存到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         寄交本會(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收)  3. 開課詳情將於開課前兩週另函通知 *請勿郵寄現金。本會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備註 1. 隊員在經濟上有困難，可向總部申請資助，以每個個案形式處理。 2. 分隊或分區如有足夠開班人數，可與區幹事聯絡，商討以分隊或分區形式進行。 分享：     



報考中央考核步操章事宜 （更新日期：25-03-2015） 由 2015 年第一期中央考核步操章開始，分隊可以路試日期為計算點為隊員報考步操章考核，唯路試考核日期需與前一級完成日期相距最少一年。 **例子：隊員於 2014 年 5月 25日完成步操章一級，分隊可為該隊員報考 2015 年 5月 9日的步操章二級筆試、如筆試合格、便能參加 2015 年 7月 5日舉行的步操章二級路試。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 （更新日期：19-03-2015）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 課程簡介 此課程旨在讓有志於投入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並有計劃於分隊擔任隊長/副隊長官階；或有系統認 識基督少年軍之人士而設。 課程內容 課題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禮儀及導師制服 2015 年 8月 15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土瓜灣樂民新村A座地下 小綿羊組別及運作模式 基本步操知識 小綿羊品格培育 2015 年 8月 16日(日) 下午 3:00-6:00 分隊實務體驗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1月 隊內實習 訓練營及結業面見 2016 年 1月 16 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7月 13日或額滿即止。 下載報名表 分享：     
  



小隊長訓練課程 (NCO Training) （更新日期：04-02-2015） BNCO1501 期 現正接受報名，各分隊如欲參加，請在 2015年 2月 13 日前邀交報名表格及所需費用。詳情(請按此)參閱。 報名表 家長同意書 BNCO1502期 、BNCO1503期 和 ANCO1501期亦將於2015年4月1日接受報名，請各分隊留意課程時間。 分享：     
 

  



2015 年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15-01-2015） 課程編號：SS2015-01 (延期)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2月 9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2月 22-23 日(星期日至一)    (營後會) 2015 年 2月 25日(星期三)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 至翌日下午 7:00 地點：(營前會及營後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課程編號：SS2015-02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9月 14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9月 25-26 日(星期五-六)    (營後會) 2015 年 10 月 5日(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 至翌日下午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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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1 已滿額 （更新日期：10-12-2014）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1 已滿額，請按此參閱其他課程期數，並留意有關課程時間表。 分享：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更新日期：25-09-2014） 溫馨提示： 訓練委員會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由 2012 年 9月起，中級組的專章紀錄將由每完成一個專章遞交一次改為每個年度遞交一次，而遞交表格時段則為每年的 8月 1日至 9月 30 日。 請各分隊自行下載「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 Excel表，並參考「填寫須知及指引」，將隊員完成專章的紀錄資料直接填在表上，存檔後於 2014 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間電郵至 award@bbhk.org.hk 遞交。 (如分隊於去年曾遞交「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並已獲同工電郵確認有關表格，分隊便可繼續用該份表格填寫 2013-14 年度的隊員專章紀錄，但為方便同工檢視資料，導師請用不同顏色的字體填寫紀錄。) 總部將於同年 12月 31日前完成處理有關表格。請在電郵的主題註明「分隊隊號」及「遞交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例：「999 分隊遞交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所屬區之負責同工聯絡。 下載：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填寫須知及指引 分享：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事宜 （更新日期：19-08-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的會議中接納訓練委員會的建議，在中級組專章內新增「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而分隊工作委員會亦已制訂獎章樣式及配戴方法。 此章分為兩個級別，分別為： 1.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銀章（供完成基本小隊長課程(BNCO)之隊員佩戴）；        2.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 (供完成深資小隊長課程(ANCO)之隊員佩戴)              日後在總部或區舉辦的小隊長訓練課程中取得合格成績者，將可獲頒訓練證書乙張及小隊長訓練章乙個。隊員只可佩戴最高一級的獎章，即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者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可配戴，總部設寬限期供隊員購買，至 2015 年 2月 1日各合資格隊員必須配戴。 佩戴方法：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金/銀)必須扣於獎章套最低一行的中間位置。(如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則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 (詳情可瀏覽：獎章佩戴規則) 



 領取方法： 凡參加 2014 年各區舉行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並獲合格成績者，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至 2015年 1月 31 日止可憑證書副本，前往 BB Shop登記免費補領取小隊長訓練章乙個（BB Shop將按隊員在 2014年簽發的證書級別，給予所屬級別的專章）。如隊員持有 2014年以前簽發的小隊長證書，可按補購方法向 BB Shop補購獎章。 補購方法： 1. 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可連同證書副本，向 BB Shop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 2. 非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 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非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1月 31日止連同證書副本，可向 BB Shop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由 2015 年 2月 1日起，BB Shop將不會售賣小隊長訓練章予任何非現役中級組隊員。 註：非現役的中級組隊員不可將此章佩戴在制服上。 分享：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更新資訊) （更新日期：12-08-2014）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更新時間表已上載於總部網頁，詳情請到 http://www.bbhk.org.hk/company.hqassessment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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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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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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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分享：     
  



2014 年度上半年OATC及 BBTC最新課程 （更新日期：19-12-2013）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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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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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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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