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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尋求新總部的辛酸經歷（文：吳淑玲） （更新日期：30-11-2016）
總幹事分享㝷求新總部的辛酸經歷，詳情請按此，資料由明報轉載。
分享：

2016-17 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 （更新日期：18-11-2016）
2016-17 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由 11 月 22 日(星期二)起 (如用郵遞，以郵戳日期為準) 總部暫停處
理皮鞋資助的申請。
分隊仍可繼續為隊員申請訓練或制服資助，惟由於資源有限，所有申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敬請留
意。
分享：

接駁獎章服務 （更新日期：17-11-2016）
如導師佩戴兩個或以上的勳章/獎章，可選擇分別掛上合適位置，或把勳章/獎章進行接合工序(即縫合於同一金屬條，
方便一併掛上)，BB Shop 有提供勳章/獎章接合服務。如需使用上述服務，請於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攜帶獎章親臨總部 BB Shop。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 9253 與 BB Shop 同工黃炬然先生聯絡。

分享：

2016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 （更新日期：17-11-2016）
恭賀本會提名的義務領袖得獎者徐明江先生(訓練委員會委員)、馮聖華先生(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委員)、張桂強先
生(前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青年義務領袖得獎者杜頤先生(前訓練委員會委員)、文斯諾先生(新界東北區區助理指
揮官(活動))。頒獎禮將於 11 月 30 日晚上 6:30 假柴灣青年廣場舉行。由於場地座位有限，如欲出席，請於 11 月 21
日或之前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2714-9253)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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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15-11-2016）
按「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所載，每年換冬季制服日期為 12 月 1 日，各分隊須由此日期起穿著冬季
制服集隊。特此通知，敬希留意！
分享：

政策更新撮要(2016 年第三季) （更新日期：10-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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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按
分享：

2016-17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更新日期：09-11-2016）
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016-17 年度，頒發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Grantham Uniformed Youth Groups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 2016-17) 予本港十三支青少年制服團隊共二十六名就學青少年成員。現誠邀貴分隊推薦
合資格成員申請，成功申請並獲本會推薦者，經葛量洪獎學基金批核後，可獲現金港幣八千元。
申請資格如下：本會 25 歲（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或以下隊員或註冊導師，並於 2016-17 年度就讀本港中學、
專上學院或大學非兼讀課程；具良好品格及領導力，並積極參與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間之社會服務時數達 50 小時；從未獲頒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並獲分隊隊長或隊牧推薦（如
申請人為隊牧，必須獲所屬主辦單位之最高負責人推薦）。如申請人積極參與總部/ 區主辦的訓練或活動；或曾代
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參與內地或海外交流活動，將獲優先考慮。
申請方法及批核程序：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一篇不少於 500 字（中、英皆可）的文章（題目：參與香港基督少年
軍活動的經歷和反思），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三），下午 5 時 30 分或之前以電郵、傳真、郵寄或親身交回總部
制服團隊部； 篩選後個別申請人將會被邀請出席總部安排的面試；本會將會向葛量洪獎學基金推薦最多兩名合適
的申請人。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 9253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面試日期及時間： 2016 年 12 月 7 日，晚上 7-9 時，總部
申請表格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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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環保園之友」嘉許狀 （更新日期：04-11-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獲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頒發 2016「環保園之友」嘉許狀，如欲了解曾獲獎項，請
按此。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十一月一日）舉辦第六屆「環保園之友」頒獎典禮，嘉許超過一百間參與計
劃的公私營機構，表揚他們對環保園回收再造商的支持，並鼓勵他們進一步深化與環保園租戶的合作，
共同推動本地回收再造業。
分享：

總部消息
香港基督少年軍獲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嘉許 （更新日期：02-11-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獲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嘉許，評為「家庭友善僱主」及獲得「支持母乳餵哺獎」，
頒獎禮已於 2016 年 10 月 25 日舉行。如欲了解曾獲獎項，請按此。
「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由家庭議會及民政事務局舉辦，旨在表揚重視家庭友善精神的公司和機構，
鼓勵僱主繼續進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及措施，藉此喚起僱主關注家庭核心價值的重要性，並締造有利
家庭的文化和環境。如欲了解詳情，請按此。

分享：

2016 年榮譽勳章、銀名譽獎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 （更新日期：28-10-2016）
本會背後一直由一群熱心的牧師、隊長、導師以及會內人士支持及代禱。為表揚他們在少年軍運動內
之貢獻，本會將於 10 月 30 日「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內頒發榮譽勳章、銀名譽獎章、銅
名譽獎章及 10 年以上長期服務獎章(名單請按此)予有關人士。本會亦將於日內發出書面通知予各得
獎者，請於 10 月 12 日(星期三)前回覆。有關 2016 年長期服務獎之查詢，請賜電 2714-9253 與各分區
發展幹事聯絡。有關榮譽勳章及銅名譽獎章之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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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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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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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修訂版 （更新日期：17-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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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今年新設義工之「意
外傷亡及醫療保險」，費用為每人港幣 30 元正。投保範圍與註冊導師及隊員相同。詳情請參閱活動
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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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總幹事隨筆 ─ 為一個信念而死，懷念史篤士先生(Mr. George Stokes) （更新日期：14-10-2016）
今天的空氣有點沉重，早上傳來史篤士先生(Mr. George Stokes)安祥離世的消息。我翻看自己的隨筆，
2009 年曾在〈英國尋根之旅〉探望過他，轉眼七年，以下是當時的一些記述：
「今天很高興去了探 Mr. George Stokes，他也很高興我們去探他
跟他閒話家常，就好像一家人在細訴 BB 的歷史；在分隊的點滴與見聞，大家都很鍾情他的私人珍藏
─ 是那些不同年代的 BB 章，眾人都露出“貪婪”的眼神，虎視眈眈。
Stokes 年輕時是一個這樣英偉的男人，舉家來香港協助發展青年工作，先後成立香港青年協會、香港
青年獎勵計劃及協助 BB 分隊的工作，曾擔任第一分隊副隊長和第三分隊首任隊長。一個 87 歲的老
人，將一生奉獻給他熱愛的青年工作，看他的舊照、舊物；談他的歷史與生活，原來人一生就是在這
樣點點滴滴間，貢獻自身的力量，為一個組織的成長而栽種，但願我的人生也能像他一樣，默默地發
熱發光。」
以下是史篤士先生的一些生平介紹
史篤士先生加入協助開辦華人運作參與分隊
令史篤士先生參與愛華村堂開辦少年軍工作的原因，是與史篤士先生來香港參與青少年工作的背景有
關。在 1959 年的一個在倫敦舉行的國際難民年(World Refugee Year)的展覽中，史篤士先生見到當時
香港人的生活艱苦，沒有活動給予兒童青少年，生活刻板枯燥無味，因此，史篤士先生向朋友表示他
希望前往香港工作，利用他接受工作訓練時所學到的知識，以及從事青少年工作的經驗，幫助香港的
青少年。輾轉之下史篤士先生得到英國基督教福利會(Christian Aid) 的邀請，於 1960 年前往香港發展
青少年事務。史篤士先生在抵達香港後的三年內，成立了青協，把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引進香港，亦
有參與少年軍的工作，擔任第 1 分隊的副隊長，亦曾在畢特利離港休假期間擔任代理隊長一職。
雖然第 1 分隊是以華人為主，但因香港佑寧堂始終是以外國人為主，對分隊發展始終有一定的限制。
加上第 1 分隊位處香港島半山區堅尼地道，為中上階層住宅區，除了第 1 分隊的隊員外，能接觸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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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香港貧窮及有需要的青少年十分有限。相反，即將開辦中華循道公會愛華村堂位處的柴灣地區，
當時有密集的木屋、石屋及公共房屋，聚居的中國人生活艱苦，欠合適的青少年人活動。同時愛華村
堂及其籌備開辦的少年軍分隊對象均為區內本地華人，教會與分隊有共且的目標對象，發展空間較大，
亦可以接觸及幫助更多貧窮的本地華人青少年，正合史篤士先生來港工作的使命，因此令史篤士先生
加入參與愛華村堂開辦少年軍的工作，史篤士先生更於 1963 年 8 月起辭任第 1 分隊副隊長，全力協
助開辦工作。(註一)
「為一個信念而死」很能道出史篤士先生一生的奮鬥目標。他將大半生貢獻給香港的青年工作，今天
我們看見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基督少年軍的發展和成就，讓我們永不忘記史篤士
先生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
願他安息。
註一：內容摘自本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P.48，「香港基督少年軍之起源與發展簡史」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有關其他總幹事隨筆，請按此處。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2016 （更新日期：17-10-2016）
本年度少友獎學金計劃申請表格已上載至 www.bbhk.org.hk/sa，截止申請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星
期六)，此計劃是特別為資助及獎勵基督少年軍隊員而設，隊員需在校內成績有明顯進步或持續地成
績優異，在分隊內表現良好，並獲分隊隊牧或隊長推薦。

*本年度之計劃詳情及申請表格經過檢視後有所更新，請各申請者留意*
計劃詳情 (請按此下載)
申請表格 (請按此下載)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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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隨筆 ─ 華福見聞 （更新日期：12-10-2016）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處身在一個時代轉變，訊息泛濫、政治混亂的世代，我們該如何自
處呢？
聖經記載：「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8-20）。「地下的權柄」指的便是世界上的權柄。剛於
8 月底在台北舉行的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青年與差傳＞的專題中，清晰點明，基督徒應該
努力進入社會的七個領域─政治、教育、媒體、經濟、藝術文化、家庭、宗教─發揮影響力。透過轉
化七個領域，除了傳統的活動佈道，關係佈道，也要透過慈善、教育、媒體對這世代的社會與青少年
對話。
其中比較有名的例子，包括美籍華裔籃球選手林書豪；擁有 28 枚奧運獎牌的美國游泳運動員菲比斯；
以及為香港人津津樂道的「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傑出運動員，透過運動生涯，生
命經歷傳講信仰信息，在社會及世界為主作了美好見證。
故此，基督少年軍運動將繼續併持下列五大願景，包括：
1.
2.
3.
4.
5.

優化全人訓練
推動品格培訓
青年進入社群
鞏固家庭價值
彰顥基督生命

我們將繼續以多元化的服務和事工實踐策略，培育基督少年軍成員作廿一世紀領袖─生命紮根於基督；
使命實踐於社會；胸懷放眼於普世。
有關其他總幹事隨筆，請按此處。
分享：

誠邀分隊於立願禮程序表內夾附捐款單張 （更新日期：12-10-2016）
最新捐款單張現已推出，誠邀分隊於立願禮程序表內夾附基督少年軍捐款單張，邀請來賓支持基督少年軍。
歡迎索取單張，請致電 2714-5400 與公關及籌款部同工聯絡。
「每月捐款計劃」單張

分享：

按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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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2-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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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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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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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
閱活動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
分享：

總部消息
代訂旅遊巴服務 （更新日期：05-10-2016）
感謝各分隊積極支持香港基督少年軍各個大型活動。為使分隊更方便參與及改善人流管理，尤其是前
往會場及活動完結後的撤離，臻品中心新設「代訂旅遊巴服務」負責有關安排。其他活動亦歡迎使用
該代訂服務。
未來幾個月的大型活動，歡迎分隊使用我們的代訂旅遊巴服務
一）10 月 30 日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
二）12 月 3 日 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
三）12 月 18 日 步操比賽
請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傳真 27116858 或電郵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遞交。
分享：

臻睦中心獲社企認證「創進級」認證 （更新日期：07-09-2016）
臻睦中心獲社企認證最高級別「創進級」認證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睦中心通過香港社會企業總會的專業評核，在本年 9 月份獲社企認證「創進級」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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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睦中心
臻睦中心於 2011 年正式成立，是一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廢料回收計劃，並先後於土瓜灣、
荃灣、葵涌及紅磡設立社區回收服務站，目的為推行社區環 保教育社區回收工作，並鼓勵居民及少
年軍成員，在生活上實踐環保生活。服務站招募區內居民成為會員，將家中的廢膠交到服務站，按重
量用以物易物形式換取物 品。同時，本中心更會定期到區內已設置回收筒的大廈回收家居廢膠，從
而達到保護環境及持續發展的目的。
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list.php?classid=7
社企認證
「社企認證」是一套專業、客觀、全面性的評審系統，用作評核各社企的質素。宗旨是透過社企營運
模式扶助弱勢社群，鼓勵公眾認清及支持社企，締造關愛和諧的社會。
www.seemark.hk
分享：

2017 年分隊招募匙扣 （更新日期：31-08-2016）

總部已為分隊製造了一批 BB Logo 匙扣，供各分隊購買用作招募隊員之用，訂購詳情如下:
訂購數量:20 個起
費用:每個$2.5
查詢:如有任何疑問，請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或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27149253)聯絡
請於網上登記: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krA4yWfvnkhWqRv8ZpvxlPmva3ibLjeoasMBaH_745Yoo
g/viewform?c=0&w=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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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至二○一九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參選表格 （更新日期：18-05-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二○一六至二○一九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即將進行，請有意參選的基本會員，於
六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一時正或之前透過傳真（2761-3474）、電郵（ugd@bbhk.org.hk）或
郵寄方式送達總部。謝謝!
二○一六至二○一九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參選表格
生命素質文章
分享：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搬遷通知 （更新日期：22-09-2015）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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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得獎名單 （更新日期：07-12-2016）
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各組別三甲健兒誕生了，恭賀所有得獎者！
詳情請瀏覽 www.bbhk.org.hk/anchorthon
如有得獎者未領取獎座或獎品，請於 12 月 31 日前致電 2714 5400 與公關及籌款部同工聯絡。
賽事成績處理需時，各參加者的完成時間及電子證書下載方法將於 12 月中通知大家。謝謝！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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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活動相片 （更新日期：06-12-2016）
感謝大家的支持，「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完滿舉行。活動精彩相片可到
http://www.bbhk.org.hk/anchorthon 瀏覽或下載。
分享：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6-17」第 2 階段門票申請 （更新日期：01-12-2016）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6-17」(2016-17 Give A Day, Get A Disney Day)是由義務工作發展局及香港迪
士尼樂園度假區攜手合辦，計劃旨在推動香港市民服務社會，共建和諧社區。
於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間，本會之註冊導師及隊員如參與「5 小時的總部服務(包
括總部舉辦之大會操、出隊售買樂滿罐、步操比賽或區舉辦之活動)及 5 小時分隊服務」；隊員家長
參與「分隊服務(包括協助帶領隊員參加總部或分隊活動) 達 10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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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註冊導師、隊員及家長(每位隊員只可連同一位家長登記)
名
額：100 個 (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所有門票，必須於大會指定日期前使用。
查
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陳惠茵女士聯絡
申請方法：請填妥分隊登記表、個人登記表、分隊確認服務申報表、個人服務時數申報表一併電
郵 (zian_chan@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
服務計算時段

截止申請日期

預計領取門票日期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017 年 2 月 1 日後

備註：1) 大會要求，如非親自領取門票者，須遞交代領聲明書及出示其身份証副本方可領取門票，
而為使確認
過程順利，建議分隊預早安排有關人士填寫。
2) 合資格領取門票者，可選擇捐贈門票予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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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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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分隊登記表
個人登記表
分隊確認服務申請表
個人服務時數申請表
申請者必須由分隊或個人名義填妥以上 4 張表格。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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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委員會主席對談第二炮之 --- 與國委會主席對談 （更新日期：22-11-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除了紮根在港發展外，亦不斷參與亞洲事工的擴展，近年更協助建立深圳基督少年團，
並探討在台灣開辦 BB！想了解更多 BB 對外既工作，請把握機會，與現屆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
席 – 江俊華女士對談！你的一小提問，有機會引發 BB 對外發展之靈感！
活動詳情：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26&sortid=103
網上報名：https://goo.gl/77LE4f
分享：

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 截止報名 （更新日期：19-11-2016）
感謝大家支持「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活動，由於反應熱烈，參與人數已經爆滿，正式截止報
名。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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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中安歇 洗滌心靈 生命重整之旅 （更新日期：18-11-2016）
生活在這壓力和躁動不安的都市，節奏變得急速趕忙，人對周遭事物缺乏明慧的心靈之窗去聽、去看、
去感受。枯竭疲累不單是個人的問題，而且蔓延整個社會。
德蘭修女這樣說(Mother Teresa) ：“God speaks in the silence of the heart. Listening is the beginningof
prayer.”
透過與自然共話、靜步明陣、歸心靜禱、回歸聖言，引領參加者在趕忙亂錯中覺醒，締造空間讓心靈
靜定清明，再發現我是誰和我屬誰，並在日常生活中體現與上主同偕。
【生命重整之旅】
適用對象： 香港基督少年軍註冊導師或青少年事工導師
要求人數：12 人
課程日期：
第一期 -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第二期 - 2017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
第三期 - 2017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課程時間：10am-4pm
活動地點：馬灣
課程收費：$1200/人(包括簡便午餐)
特別優惠：香港基督少年軍註冊導師或獲分隊隊長、教牧推薦的青少年事工導師，優惠價$660/人
課程備註：可提供個別靈命導引
查詢及報名：3411 8811
導師：謝麗婷(Winnie Tse)
Winnie 分別於 1994 年及 2008 年獲頒社會工作碩士及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2016 年亦完成了靈修指
導課程 (將於 2016 年 5 月獲頒授教牧學博士，主修靈命導引)。Winnie 曾於顧問公司擔任資深顧問及
亞太區服務總監，為跨國公司及本地機構的管理層、員工與家屬提供輔導、危機處理、創傷治療及職
業轉型等諮詢服務；亦為不同企業及非牟利機構提供有關壓力處理、領導轉變、生涯規劃、員工輔導
等的培訓。除了推動職場事工，亦參與靈命培育、神學院教學、督導及個人諮詢等工作。
分享：

臻訓中心訓練課程及活動 （更新日期：16-11-2016）
臻訓中心為各分隊提供多元化的專業訓練活動。透過歷奇活動，建立青少年的領導才能、紀律、自信
心及團體精神。
臻訓中心於技術、知識、帶領技巧及心態上給予全面的訓練，務求培訓出專業的歷奇導師，以及擴闊
參加者的眼光及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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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臻訓中心劉博謙先生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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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交流」文化交流團 （更新日期：09-11-2016）

(名額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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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程（初擬）
天數

行程

第一天

23 Dec

新加坡

第二天

24 Dec

新加坡 （體驗公共交通、瞭解城市規劃和民生發展政策、與青少年交流、參
觀訓練學院）

第三天

25 Dec

柔佛巴魯 --＞吉隆玻

第四天

26 Dec

吉隆玻
火蟲）

第五天

27 Dec

吉隆玻 （拜訪孤兒院、瞭解城市規劃和民生發展政策、茨廠街（外稱唐人街））

第六天

28 Dec

吉隆玻-->檳城
關仔角夜市）

第七天

29 Dec

檳城 （乘纜車參觀升旗山、熱帶香料園、龍山堂丘祠、娘惹博物館、張粥士
故居）

第八天

30 Dec

檳城-->香港機場




(參觀甘榜格南、小印度和牛車水)

（拜訪新加坡基層組織、參觀國會、參觀阿羅美食街）

（參觀布特拉太子城、新行政中心、瓜拉雪蘭莪紅樹林、乘船觀賞螢

（拜訪老人院 、參觀喬治市魔鏡系列（亞美尼亞創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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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坐長途車，請團員在報名前清楚考慮本身的體力及健康狀況。

名額 20 人 (年齡為 15-29 歲之隊員或導師）
費用團費港幣 3,000 元 （*全津實付$1050；半津實付$2025），另加雜費$500 (包括本會團衣、交流紀
念品及活動物資等)
如有需要，可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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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表
家長信
活動詳情
截止日期：2016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面試 及 簡介會日期：201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面試地點 及 時間：總部，上午 10:00

簡介會地點 及 時間：待定，下午 2:00

活動分享會日期 及 時間：2017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2:00 (暫定)
注意事項




成功取錄之參與者須出席由本會安排之活動及會議，並參與活動前之籌備工作。
於活動後 3 星期內，參加者須提交活動報告或分享冊。
此活動可列入「分隊嘉許計劃」

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羅瑞琪女士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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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2016-2017 年讀經運動 （更新日期：08-11-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6-2017 年讀經運動正式開始！本會希望透過讀經計劃，鼓勵隊員不但養成良好的
讀經習慣，並可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基督的教導，以達成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基督化的人格。
是次讀經運動之詳情如下：
主題經文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
音 8：31 下- 32，以新標點和合本為準)
比賽經卷
約翰福音、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提摩太前、後書 (中級及高級組)
約翰福音、提摩太前、後書 (初級組)
讀經計劃的目標
透過讀經運動，鼓勵隊員不但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並可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基督的教導。
活動時間及地點
日期：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時間：暫訂下午一時至六時
地點：待定
活動項目






1）讀經獎勵計劃 ----- 分隊必需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或前遞交完成名單
2）聖經網上問答比賽 ----- 分隊請於 2017 年 1 月 3 日 (星期二) 或前報名
聖經問答比賽 ----- 分隊請於 2017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或前報名，並於 2017 年 3 月 3
日 (星期五) 前遞交「出賽名單」
3）聖經演繹比賽 ----- 分隊必須於 2017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或前遞交報名表格
4）聖經故事填色比賽 ----- 分隊必須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或前遞交參賽作品

2016-17 讀經計劃紀錄表(小幼)
2016-17 讀經計劃紀錄表(初)
2016-17 讀經計劃紀錄表(中高)
2016-17 讀經運動報名表格
2016-17 讀經讀經運動詳情及比賽規則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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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活動檢討問卷 （更新日期：02-11-2016）
感謝神的保守及賜予合宜的天氣，使「2016 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能順利進行！
我們更感謝 貴分隊的支持及參與，使當天的活動更添色彩！
為了解 分隊對是次活動的意見，以作出適當的跟進及檢討，歡迎各出席的分隊導師/隊員於 11 月 7
日前填寫以下活動檢討問卷，讓我們能為明年的大會操作更好的預備和做得更好。
出席分隊之問卷：請按此
工作人員之問卷：請按此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享：

聖誕頌歌節 分隊表演招募 （更新日期：02-11-2016）
臨近聖誕節，相信不少分隊正在物色佈佳音的地方，是年度基督少年軍將參與聖誕頌歌節，分隊能夠
在各大商場內進行聖詩演唱，機會難逢，報名從速。
詳細資料：
日期、時間、地點選擇：每節以一小時計，場地先到先得
尖咀 美麗華
10/12 8-9Pm
22/12 8-9Pm
尖咀 1881
11/12 4-5Pm
17/12 6-8Pm
18/12 4-5Pm
旺角 朗豪坊
16/12 2-4Pm
23/12 2-5Pm
荃灣 荃新天地
11/12 2-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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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 每節表演為 1 小時
- 可在場派發基督少年軍宣傳單張及福音單
- 各商場場地均有不同器材提供，請參閱資料
服飾： 1/3 人數選著大會 Tee，其餘表演者穿著整齊冬季制服
聖誕頌歌節簡介：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下稱 CDMF）每年的旗艦活動 — 聖誕頌歌節(下稱"頌歌節")已經是連續第七屆
舉辦。過往六年參加頌歌節的人數多達 40,000 名。頌歌節在港九新界百多個人流熱點已經舉辦了一
千多場表演。頌歌隊身體力行，傳揚關愛基層下代的文化訊息，並為參加政府的「兒童發展基金」（下
稱 CDF)計劃的青少年籌得 逾港幣二千多萬元的儲蓄配對金。CDMF 連續六年成功舉辦的聖誕頌歌
節，是每年聖誕節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期待的年度盛事。亦正好展示官、商、民各界都認同 CDMF
的宗旨與工作，落力參與，使更多有需要的下代受惠成長，幫助他們建立金融與非金融資產，長遠脫
貧。至今，CDMF 已向數千位 CDF 青少年籌募配對儲蓄金。通過聖誕頌歌節，我們期盼繼續為本港
清貧青少年的發展出力，令更多青少年將來發光發亮。
http://www.cdmf.org.hk/b5_evt_details.php?id=7
報名/查詢：發展主任 曾子峰 2714 9253

*協助之隊員可獲計算總部服務時數*
*是次活動可列入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
分享：
Anchorthon 制服團體挑戰賽 – 公開招募代表隊 （更新日期：05-10-2016）
「Anchorthon 慈善跑‧慈善行」特設制服團體挑戰賽，邀請各制服團體派出隊伍參與 10 公里賽事，
現公開招募 5 名年齡介乎 16-21 歲之隊員(男女不限)代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參賽。有興趣者請將個人曾
參與 10 公里跑步賽事的成績、或使用任何跑步 App 截圖證明完成的時間，然後電郵到
heiman_chan@bbhk.org.hk ，並在電郵中註明分隊隊號、姓名及聯絡電話。首 5 名最佳成績者將代表
本機構參賽。
查詢：2714 5400（公關及籌款部－陳希雯女士）
電郵：heiman_chan@bbhk.org.hk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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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讀經運動 （更新日期：08-11-2016）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6-2017 年讀經運動即將開始！有關是次讀經計劃經文如下：
中級及高級組：約翰福音、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提摩太前、後書 (共 54 章)
初級組：約翰福音、提摩太前、後書 (共 31 章)
小綿羊、幼級組：6 個聖經故事 (必須包括約翰福音)
聖經演繹比賽題目：
1. 復活之主向門徒顯現 (約 20:19-30)
2. 耶穌堅固彼得的心 (約 21:1-19)
3. 耶穌治好大臣之子 (約 4:43-54)
4. 耶穌是好牧人 (約 10:1-18)
5. 耶穌赦免行淫婦人的罪 (約 8:1-11)
6. 耶穌給五千人吃飽 (約 6:1-15)
此外，為了讓分隊了解是次活動的安排，本會安排一次簡介會，詳情如下：
讀經運動簡介會暨祈禱會
日期：2016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四)
時間：7:30 p.m.
地點：香港讀經會書室及訓練中心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 138 號 聖安德烈基督中心 3 字樓 A 室

2016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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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備註：請填寫 2016-2017 讀經運動簡介會暨祈禱會網上報名表 (按此)
分享：

師友同行計劃 （更新日期：28-09-2016）
目的：藉著師傅的指導和同行，啟發青年領袖對基督少年軍事奉的承擔和擴闊其視野。
內容：參加者將被配對一位有參與總部層面服務的資深導師，於計劃時段內與師傅不定期接觸(建議
每月一次)。
參加者資格： 18-29 歲的導師 或 中級組小隊長(准下士、下士、中士)、上士、高級組隊員
建議接觸形式：飯/茶聚、出席特別活動、旁聽會議、其他有助啟發承擔和擴闊視野的活動等
時段：2016 年 9 月 - 2017 年 7 月
師友同行首聚日：2016 年 9 月 24 日(六)上午
獎勵：參加者完成後可獲得證書一張，表現優異者可獲嘉許狀。

師友同行計劃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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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4-5400 與訓練主任 何家旗先生聯絡。
分享：

2016 年 12 月 07 日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6 年 12 月 07 日

訓練消息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07-12-2016）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截止申請，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創辦人章，請於截止日期
前遞交表格。請投考者必須出席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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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016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資料 （更新日期：07-12-2016）
已更新 2016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6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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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分隊資訊 （更新日期：28-11-2016）
三項達人大賞賽 2017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及香港航空青年團合辦，民政事務局及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的【三項達人大
賞賽】，活動報名截止日期將會延後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請踴躍派隊參加!
詳細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ayp.org.hk/lsyp/。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657 0861 與 AYP 梁先生聯絡。
第 95 屆銀章頒獎禮

「第 95 屆銀章頒獎禮」將於明年 5 月舉行，如分隊隊員已完成銀章級各科之訓練，請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填妥有關表格後連同紀錄簿寄交總部。
銀章完成申請表
銀章完成通知書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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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6 年第二期遠足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25-11-2016）
已更新 2016 年第二期遠足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請參閱下列附件。
2016 年第二期遠足章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更新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23-11-2016）
已更新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請參閱下列附件。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 （更新日期：16-11-2016）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1604 已滿額，如欲報讀 2017 年度 OBTC 課程，詳情請瀏覽︰
http://www.bbhk.org.hk/obtc
分享：

2017 年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11-11-2016）
已更新 2017 年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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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訓練新安排簡報會」之會後跟進安排 （更新日期：09-11-2016）
感謝導師對少年軍運動的支持！「步操訓練新安排簡報會」已於 11 月 2 日舉行，在會上導師所分享
及給予的意見（包括教授中級組步操章及高級組步操訓練部份的教官要求；進行步操章一級考核時安
排審核員到分隊審核；步操章二級加入總部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及步操教練的續任要求），訓
練委員會將於下次會議作出跟進，並於跟進後再另行通知分隊。
而有關步操章中央考核的安排（包括路試的考核次數由一年 5 次逐步增至一年 10 次、步操章中央考
核將增設行政費每位$30、隊員若參加步操章三級及荊冕章之步操路試考核，必須自行安排 3 位隊員
協助進行模擬教學部份）及各級導師訓練課程的要求及報讀豁免安排，則會如期執行。敬請各分隊留
意。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訓練消息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9-11-2016）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基督少年軍歌曲(BB Song)訓練課程 (OATC-17BSC1) (更新日期 :
31-10-2016)
導師基本繩藝訓練課程 (OATC-17BRC1) (更新日期 : 31-10-2016)
導師黃昏退修營 (OATC-17RET1) (更新日期 : 31-10-2016)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OATC-17BDC1) (更新日期 : 9-11-2016)
其他訓練課程(BBTC)
香港獨木舟總會立划板（初級）課程 (更新日期：3-11-2016)
烘培工作坊 (BBTC-16BKW1) (更新日期：2-11-2016)
康樂緣繩下降技術證書課程(更新日期：3-11-2016)
基督少年軍歷史文物教學工作坊 (BBTC-17HCT1) (更新日期：
2-11-2016)
游泳班 (BBTC-17SWC1)(更新日期：9-11-2016)
挑戰網陣(低結構)技術證書課程(BBTC-17LEC1)(更新日期：3-11-2016)
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更新日期：3-11-2016)
教練訓練課程
步操教練訓練課程 (OATC-16FDI1) (更新日期：8-11-2016)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訓練課程 (OATC-17NCT1) (更新日期 :
31-10-2016)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6 年 12 月 07 日

2017 年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08-11-2016）
課程編號：SS2017-01
日期：(營前會) 201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
(營會) 2017 年 2 月 3-4 日(星期五至六, 年初七至年初八)
(營後會) 2017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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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地點：(營前會及營後會) 九龍牛頭角道 251 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營會) 待定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350
開班人數：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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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18 歲以下隊員必須填寫家長同意書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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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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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章(基督少年軍歷史文物研習)訓練課程 (BBCY-17HBC1) （更新日期：04-11-2016）
日期：2017 年 2 月 5、12、19 日及 3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總部
對象：中級組隊員
內容：香港基督少年軍獎章歷史及演變、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歷年獎章及制服樣式、
香港基督少年軍發展史(1959-1989)
負責人：李嘉輝先生(文物小組成員)
服飾：第 1 堂穿冬季制服
第 2 至 4 堂穿分隊 T-shirt
費用：$100
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10 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17 年 1 月 20 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梁恩橋女士(Florence)，2714-5400
報名表格：按此下載
備註：學員課堂出席率須達 80%，並通過課程評核，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參加者將獲贈紀念布章乙個
分享：

2016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更新) （更新日期：03-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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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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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82 分隊) 沙田平安福音堂 沙田瀝源街 7 號沙田娛樂城 1 樓 B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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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隊請於迎新講座舉行前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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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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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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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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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梁恩橋女士(Florence)聯絡。
分享：

導師、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步操訓練之新安排 （更新日期：25-10-2016）
「步操」為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三大元素之一，為提升各成員在步操訓練上的技巧及完善有關安排，
訓練委員會已在會議上通過「導師、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步操訓練之新安排」(按此)。
而為使導師能更了解有關修訂的內容，總部將舉行「步操訓練新安排簡報會」，歡迎導師出席。簡報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更改)紅磡馬頭圍道 37 號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801-802 室-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
報名：按此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備註：為方便預算出席人數及場地安排，導師如欲出席，敬請報名。(此簡介會並非必須出席，屬自由參與。)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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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更新日期：01-10-2016）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Advanced Diploma in Adventure-based Leadership
簡介
臻訓中心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破天荒攜手推出【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課程，透過體驗式學習及歷奇教育，讓基督少年軍導師、隊員及同工增進領袖培訓的知識。課程將於
本年度 11 月尾開課，為期 15-18 個月。基督少年軍導師、高級組隊員及同工報讀此課程，更可申請
由城網歷奇中心捐出的基金資助。此外，本課程為資歷架構認可第 4 級別，課程內容通過質素保證，獲資歷
架構認可。

課程內容
內容包羅「體驗式學習與歷奇教育的基礎理論」、「歷奇為本領袖培訓的概念及實踐」、「活動解說
與引導的概念及實踐」、「個人成長與領導力」、「環保與戶外教育」及「歷奇活動技巧進階」六大
範疇。

入學資格
申請人需符合以下條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包括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及一
科選修科目；或
香港中學會考五科成績達 E 級或以上，包括英國語文（課程乙）及中國語文，另有三年工作經
驗；或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一科 AL 或 兩科 AS 成績達 E 級或以上，或同等學歷；或
年滿 25 歲或以上，擁有三年工作經驗。

報名方法：




填妥申請表格 ，並交回臻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7 日。
審批時間約 1 個月，本會將安排個別面試。
審批結果將 10 月尾通知申請人。



最新課程資料及上課時間表，請按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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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er 資助計劃
此項資助基金由臻訓中心訓練伙伴城網歷奇中心捐出，目的為資助有志在歷奇專業方面持續進修的本
會導師及同工報讀此課程，讓他們通過學習相關知識及技術，更有效地服侍青少年。
基本申請資格：
1. 本會同工
入職滿一年或以上
獲直屬上司推薦
對歷奇專業之青少年工作有承擔
2. 本會義務導師
活躍參與分隊或總部事奉
獲直屬分隊隊長或教牧同工推薦
對歷奇專業及青少年工作有承擔
申請方法及細則：






向臻訓中心索取相關表格，填妥後交回。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10 月 7 日。
審批時間約 1 個月，並於 10 月 17-21 日安排個別面見。
審批結果將於 10 月尾通知申請人及其推薦人。
最新資料及表格，請按此下載。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3411 8811 或 電郵至 stephenie_tai@bbhk.org.hk 與市場及銷售主任 戴詩琳
小姐聯絡。
臻訓中心
網址：http://anchorhouse.bbhk.org.hk/
電郵：anchor_house@bbhk.org.hk
電話：(852) 3411-8811
傳真：(852) 3411-8822
分享：
軍樂隊課程 - 風笛訓練中階 (二級) 及 高階 (三級) （更新日期：28-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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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詳情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14 9253 與發展幹事羅瑞琪女士(Suki)聯絡。
分享：

遞交「2015-16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9-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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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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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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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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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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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例：「999 分隊遞交 2015-16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陳惠茵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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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2015-16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2015-16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填寫須知及指引
分享：

訓練消息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02-09-2016）
已更新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二級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請參閱下列附件。
2016 年第三期露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課程簡介會 （更新日期：29-08-2016）

2016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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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訓中心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破天荒攜手推出【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課程。課程將於本年度 10 月開課，為期 15-18 個月。基督少年軍導師、隊員及同工報讀此課程，更
可申請由城網歷奇中心捐出的基金資助。課程詳情：http://goo.gl/XaT3eT
徇眾要求，現加開 9 月 7 日課程簡介會，詳情及報名方法如下。
日期：2016 年 9 月 7 日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辦事處（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
費用：免費
報名及查詢：3411 8811 或 stephenie_tai@bbhk.org.hk
*註：所有出席簡介會之人士，須預先報名。
分享：

見習導師分隊招募事宜(更新) （更新日期：26-08-2016）
見習導師分隊現正招募新一年度的隊員，歡迎各教會或分隊 17-21 歲的隊員或青少年人參加。
簡介：見習導師分隊直屬總部，其成立目的是為各分隊培訓未來接班人。
見習導師分隊隊員需要接受為期 6 個月，具系統性的訓練，內容包括基督教教育、步操訓練、領袖才
訓練、野外鍛鍊等。另外，隊員還需要進行為期 10 次的分隊實習，了解不同分隊的運作模式，為將
來服侍分隊作好準備。
訓練期： 9 月至翌年 3 月(共 6 個月)，逢週一晚上 7:30-10:00
實習期：每年 3 月至 5 月
第一次集隊: 9 月 26 日(一) 晚上 7:30-10:00
集隊地點：總部
內容：聖經知識、個人信仰、傳福音技巧、少年軍知識、紀律訓練、野外鍛練、小組帶領技巧、活動
策劃及設計技巧及人際關係技巧
隊員的發展：擔任分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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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資格：可豁免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訓練。
費用：入隊費：每位$400
月費：每位$50
制服配件費：每位$450
入隊資格：





年齡介乎 17-21 歲的少年軍隊員或青少年人
願意接受半年富有挑戰性的訓練
願意接受有系統的紀律訓練
現役隊員須有分隊隊長推薦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8 月 31 日(更新)
報名方法：填妥下列申請表，連同入隊費及第一個月月費(共$450)，寄回九龍土瓜灣樂民新邨 A 座地
下「香港基督少年軍」見習導師分隊負責同工收，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並於背面寫上申請
者姓名。
下載報名表
2016-17 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招募的面見安排
面見日期：2016 年 9 月 5 日(一)
面見時間：晚上 7:30-10:00
面試地點：總部
服飾：夏季制服
分享：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更新日期：05-08-2016）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簡介：本課程是香港基督少年軍聯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首次開辦的課程，透過體驗式學習及歷奇
教育，讓基督少年軍導師、隊員及同工增進領袖培訓的知識。
內容：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6 年 12 月 07 日

報名及查詢：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訓中心 市場及銷售主任 戴詩琳小姐 (Stephenie Tai)
聯絡電話及電郵：3411 8811 / stephenie_tai@bbhk.org.hk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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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OBTC1605) （更新日期：28-07-2016）
(已額滿!)
課程簡介：此課程為開辦小綿羊組別的幼稚園分隊導師而設，導師能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認識基督少年
軍福音運動；完成訓練及符合資格的導師，便能於分隊中擔任隊長/副隊長官階。
課程內容：
課題

上課日期及時間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禮儀及
2016 年 8 月 13 日(六)
導師制服
小綿羊組別及運作模式

上課地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上午 9:30-下午 5:30

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

2016 年 8 月 14 日(日)

荔枝角靈糧堂 荔枝角道 873 號

下午 3:00-6:00

一號西九龍 西九龍薈一樓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

隊內實習

基本步操知識
小綿羊品格培育教材研習
分隊實務體驗

2017 年 2 月 11 日(六)
訓練營及結業面見

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
上午 9:30-下午 5:30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7 月 9 日或額滿即止。
學費：全期學費港幣 HK$1,300
名額：35 名
報名手續：請填妥報名表，連同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或把學費存到渣打銀行
「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寄交香港基督少年軍總
部
(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修畢資歷：-修畢整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的學員，將獲本會頒發「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
-經所屬分隊推薦並合乎註冊要求者，可申請註冊成為隊長、副隊長或輔助導師
課程要求：(學員必須達到以下標準，方獲本會頒發證書。)
1) 出席率-學員必須出席所有課堂，遲到 15 分鐘作缺席論
2) 於完成實習後的一個月內遞交「實習功課」
3) 須穿著課堂指定之服飾上課(將於報名後通知)
修畢資歷：-修畢整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的學員，將獲本會頒發「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
下載報名表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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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文物小組專題工作坊(BBCT-16HER1) （更新日期：03-11-2016）
興趣章(基督少年軍歷史文物研習)訓練課程 (BBCY-17HBC1) (更新日期 : 31-10-2016)
日期：2017 年 2 月 5、12、19 日及 3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總部
對象：中級組隊員
內容：香港基督少年軍獎章歷史及演變、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歷年獎章及制服樣式、
香港基督少年軍發展史(1959-1989)
負責人：李嘉輝先生(文物小組成員)
服飾：第 1 堂穿冬季制服
第 2 至 4 堂穿分隊 T-shirt
費用：$100
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10 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17 年 1 月 20 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梁恩橋女士(Florence)，2714-5400
報名表格：按此下載
備註：學員課堂出席率須達 80%，並通過課程評核，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參加者將獲贈紀念布章乙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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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伴奏合唱」歌唱班(A Cappella)(BBTC-16CAP1) （更新日期：04-07-2016）
簡介：A Cappella「即純人聲合唱」，沒有樂器，沒有背景音樂。A Cappella 一詞，原為意大利文，
直接翻譯為「好像教堂」，因為在中世紀及文復興時期的教會音樂，多為純人聲合唱。但今天的 A
Cappella，風格多樣，內容豐富，並不局限於宗教音樂了。現時，已有不少流行音樂以無伴奏合唱形
式唱出，如 Stand by me、我的驕傲、化蝶、歲月如歌等。大家有興趣可於互聯網上尋找有關 A Cappella
的歌曲影片。
事實上，將 A Cappella 稱作「無伴奏合唱」，並不適合，因大部份 A Cappella 歌曲都是有伴奏的，只
是「人聲伴奏人聲」而已。在主音以外的聲音，如低音、和音、人聲敲擊等，就是伴奏，只不過它們
都是由人聲唱出。學 A Cappella 其實可以好簡單，好好玩，唔用樂器，只靠把口，唱出美妙歌曲。
日期：2016 年 8 月 23、30、9 月 6、13、20、27、10 月 4 及 11 日(星期二) (共八堂)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總部
對象：本會導師、分隊義工、教會弟兄姊妹
費用：$700 (本會導師$580--早鳥優惠: 於 7 月 28 日或之前報名$500)
導師：馮國東先生
(香港無伴奏合唱歌手、編曲者及導師；傳音樂演藝經紀公司合夥人，以港澳當代無伴奏合唱(阿
卡貝拉)協會
創辦人及無伴奏合協會創辦人及無伴奏合唱組合「姬聲雅士」成員之身份最為人所熟悉，著有
多本與無伴奏合
唱有關的書本及樂譜。)
名額：40 人
開班人數：20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8 月 9 日
學分：8 分 (S1, 技能)
查詢及報名：2714-9253 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
備註：全期課堂必須達 80%的出席率及完成課堂的實習/評核部份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6 年 12 月 07 日

獨木舟訓練課程 (BBCY-16CAN1) （更新日期：04-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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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野外鍛鍊中心

人數：

8 人 (分隊可以包班形式報名，8 人為一班)

開班人數： 6 人
費用 (已包括：訓練課程費用、教練費用、租用艇隻費用、日營營費及午餐(旅程除外))：
1. 原價－ 星章：$160/章 中銅：$200；中銀：$400 ；中金：$400
2. 優惠價 (6 月 5 日前報名優惠)－ 星章：$100/章；中銅：$100；中銀：$200； 中金：$200
(領取綜援或全費書簿津貼資助之隊員，只須繳付$30；半費書簿津貼之隊員，只須繳付半費)
3. 中級獨木舟證書考試費：$160 (此考試費不設任何優惠及津貼資助)
截止報名日期：6 月 20 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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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能和衣服游泳及在不可使用助浮器游泳 50 米
4. 申請二星至中金課程需出示前一級課程證書
備註：
1. 請自備獨木舟各級星章證書費用：$25/章、中級獨木舟銅、銀、金章：$35/章
2. 凡報讀一星章隊員需自費購買獨木舟活動記錄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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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料：
一、二、三星章套裝課程
7、8 月 課程
班別

名額

尚餘名額

日期

A 班(已額
滿)

8人

--

15/7、22/7、29/7

逢星期五

B 班(已額
滿)

8人

--

18/7、25/7、1/8

逢星期一

23/7、6/8、20/8

逢星期六

3/8、10/8、17/8

逢星期三

C班
(人數不足
取消)
D 班(已額
滿)

8人

8人

--

星章訓練課程
7、8 月 課程
課程

一星章訓練課程

日期

11/7(一)
(人數不足取消)

名額

8人

尚餘名額

19/7(二) (已額滿) 2/8(二) (已額滿) 16/8(二) (已額滿)
8人

8人

8人

--

--

--

課程

二星章訓練課程

日期

13/7(三)
(人數不足取消)

名額

8人

尚餘名額

21/7(四) (已額滿) 4/8(四) (已額滿) 18/8(四) (已額滿)
8人

8人

8人

--

--

--

課程

三星章訓練課程

日期

15/7(五)
(人數不足取消)

5/8(五) (已額滿)

名額

8人

8人

8人

8人

--

--

--

尚餘名額

8/8(一) (已額滿) 20/8(六) (已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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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課程
7、8 月 課程
課程

中銅

中銀

中金 (已額滿)

中級考試

日期

20/7(三)

26/7(二)及 27/7(三)

1/8(一)及 2/8(二)

13/8(六)

名額

8人

8人

8人

8人

尚餘名額

3人

3人

--

3人

課程

中銅

中銀 (已額滿)

中金

中級考試
(人數不足取消)

日期

22/7(五)

28/7(四)及 29/7(五)

4/8(四)及 6/8(六)

21/8(日)

名額

8人

8人

8人

8人

尚餘名額

2人

--

3人

課程

中銅
(人數不足取
消)

中銀
(人數不足取消)

中金
(人數不足取消)

中級考試
(人數不足取消)

日期

23/7(六)

5/8(五)及 6/8(六)

12/8(五)及 13/8(六)

28/8(日)

名額

8人

8人

8人

8人

尚餘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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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消息
Godly Play:基督教兒童培靈分隊體驗坊 (BBCT-16GOP1) （更新日期：04-07-2016）
簡介：「我們相信孩子不是白紙；為何創天造地的上帝會創造白紙？」 本活動讓隊員親身體驗一套以神為主導、
靈性為核心、聖經為基礎、兒童神學為起點、恩典/玩樂/無限想像為動力、導師為傳道者 Storyteller 和守望者 Door
Person、神聖故事/耶穌比喻/禮節儀式/安靜默想為教案與及非語言資源(如創意、藝術、道具、筵席等)為工具的整
全和持續(2 至 12 歲)兒童信仰栽培系統–Godly Play (www.godlyplayhongkong.org)。導師將見證一套鑽研超過 40
年的兒童培靈藝術(不單是方法)，反思如何適當運用空間、時間、關係和語言，引導孩子自行尋求及親近神，經歷
真確的靈性陶造和成長。教案內容可配合分隊靈修、崇拜或基督教教育的進度，亦會安排導師分享時間。
對象：小綿羊、幼級組或初級組
名額：每課節 8 至 20 名隊員及不多於 3 名導師 (少於 8 名隊員即取消)
地點：香港基督少年軍大埔訓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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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可選擇 8 月 11(星期四)、12(星期五)、13(星期六)、18(星期四)或 19 日(星期五);
亦可自訂日期，再與教練及總部協商落實
時間：每節 2.5 小時，可選擇上午 9:30-12:30 或下午 2:30-5:30
費用：$400/ 節 (包括教練費及材料費)
(原價$2000/節，部份費用已由基金資助)
教練：馬勵勤先生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會友；美國兒童神學中心及英國 Godly Play 培訓師學院合資格導師及培訓
師，曾於英國劍橋神學協會及安格拉亞魯斯堅大學修讀兒童神學及靈性牧養。加拿大卑詩大學心理學學士及戲劇學
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東西方戲劇研究文憑，英國倫敦大學皇家中央演講及戲劇學院戲劇及形體動作治療碩士；
英國醫療及護理專業局註冊藝術 (戲劇) 治療師，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特約講師 (戲劇創作及表演藝術)，衛道神學研
究院 (藝術、遊戲、歷奇、營會事工、遊戲治療) 客座教授。自 2006 年投入明道社聖經精讀團契。馬 Sir 現時是澳
洲以外，亞洲第一位與及唯一的 Godly Play 培訓師，亦是 Godly Play Hong Kong 的創辦人；除了於兒童崇拜、少
青主日學、短宣探訪、藝術治療及基督少年軍生活實踐 Godly Play 之外，亦以 Godly Play 主領不同教會、學校或
機構的退修。
助教：陳玉華女士 -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會友，馬 Sir 太太；美國兒童神學中心及英國 Godly Play 培訓師學院合資格
導師，Godly Play Hong Kong 創辦人。Madam Chan 服侍不同年齡、需要和背景兒童超過 20 年，又是註冊社會工
作者，香港基督少年軍註冊導師及分隊副隊長，自 2006 年投入明道社聖經精讀團契。除了於兒童崇拜、短宣探訪
及基督少年軍生活實踐 Godly Play 之外，陳陳亦與勤勤合作以 Godly Play 帶領不同教會、學校或機構的退修。
查詢及報名：2714-9253 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
截止報名日期：該課節前三星期，先到先得。
備註：不得遲到或早退，穿分隊戶外服(BB T-shirt)；請導師留意及配合兒童培靈操守

報名表：
分享：

步操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8-06-2016）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5-16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體能章及步操章課程大綱。
步操章之修訂主要是按新步操手冊，修改了各級的參考頁數；「考核標準」亦作出部份修訂，包括：
1)考核時間、2)在筆試內容中加入了各部分數的細分，以讓分隊能了解各部分數的比重、3)將各級理
論筆試及實習試的合格分數統一 及 4)以往的補考為每一課程最多補考一次筆試或實習試，現修改為
筆試及實習試各有一次補考機會。
步操章修訂的課程大綱由即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16 日為過渡期，步操章中央考核第 4 期(2016 年 9 月
17 日)將會以新修訂之考核標準進行考核。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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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3-06-2016）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5-16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體能章課程大綱。
體能章之修訂主要是由六個項目增至七個項目，而部份項目亦作出更改。
體能章修訂的課程大綱由即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為過渡期，2016 年 10 月正式生效。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少年獨木舟訓練課程 (BBCY-16CAN2) （更新日期：21-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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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野外鍛鍊中心
人數：6 人 (分隊可以包班形式報名，6 人為一班)
開班人數：4 人
費用 (已包括：訓練課程費用、教練費用、租用艇隻費用、日營營費及午餐)：
1. 原價－ $160/章
2. 優惠價 (6 月 5 日前報名)－ $100/章
(領取綜援或全費書簿津貼資助之隊員，只須繳付$30；半費書簿津貼之隊員，只須繳付$50)
截止報名日期：6 月 20 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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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能和衣服游泳及在不可使用助浮器游泳 50 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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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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凡持有海象章及年滿 14 歲的隊員可申請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
備註：
1. 請自備少年獨木舟各類章別證書費用：$20/章
2. 凡報讀海星章隊員需自費購買獨木舟活動記錄冊：$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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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課程
海豹章
海獅章
海象章
(人數不足 (人數不足 (人數不足
取消)
取消)
取消)

獨木舟三星

課程

海星章
(已額滿)

海馬章

日期

19/7(二)

21/7(四)

23/7(六)

25/7(一)

27/7(三)

29/7(五)

名額

6人

6人

6人

6人

6人

6人

尚餘名
額

--

2人

證書認可課程
(人數不足取消)

8 月 課程
海獅章
海象章
(人數不足 (人數不足
取消)
取消)

獨木舟三星

課程

海星章
(已額滿)

海馬章
(已額滿)

海豹章

日期

8/8(一)

10/8(三)

12/8(五)

14/8(日)

16/8(二)

18/8(四)

名額

6人

6人

6人

6人

6人

6人

尚餘名
額

--

--

1人

證書認可課程
(人數不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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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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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30-05-2016）
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1602）,(BNCO1603)及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ANCO)名額已滿。
有關詳情可在以下網址査閱。
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detail.php?classid=3&sortid=12&id=610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陳惠茵女士 (Zian) 聯絡。
分享：

2016-2019 年度教練委任申請 （更新日期：11-05-2016）
溫馨提示：2016-2019 年度的教練委任申請現正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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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樂隊課程．風笛訓練中階 (二級) （更新日期：06-05-2016）
訓練日期 2016 年
7 月：10、17、24 日
8 月：7、14 日
（共五堂，每堂為兩小時，即兩節課程）
活動詳情

網上報名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14 9253 與發展幹事羅瑞琪女士(Suki)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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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專題講座(BBTC-16BDC1) 撮要資料 （更新日期：27-04-2016）
關於 4 月 26 日舉行的「性騷擾」專題講座撮要資料，導師可於制服團隊>下載區>教材或資源下載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resource)下載相關資料。
本會歡迎分隊提供自製的各級獎章教材與其他分隊共享，如獲批准接納上載於本會網頁，分隊將獲得
$50 BB Shop 優惠劵。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訓練消息
軍樂隊課程 -風笛初階、軍號初階、軍鼓初階 （更新日期：07-04-2016）
軍樂隊將舉行風笛初階、軍號初階、軍鼓初階課程。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
料如下:
軍樂隊暑期課程 - 風笛訓練
軍樂隊暑期課程 - 軍號訓練
軍樂隊暑期課程 - 軍鼓訓練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羅瑞琪女士 (Suki) 聯絡
分享：

2016 年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及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 (ANCO) （更新日期：31-03-2016）
7-8 月舉辦的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及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 (ANCO )將於 4 月 1 日起接
受報名，敬請留意。
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的實習安排亦已更新，有關詳情可在以下網址査閱。
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detail.php?classid=3&sortid=12&id=61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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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章中央考核全面使用 2015 年版步操手冊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22-03-2016）
新修訂之步操內容將於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而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為過渡期。2015 年第五期及 2016
年第一期之步操章中央考核均接受以 2005 年版中文步操書及 2015 年版步操手冊之內容報考。
由 2016 年第二期之步操章中央考核開始(包括補考)，將全面使用 2015 年版之步操手冊作為考核內容，敬請留意。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分享：

中央考核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3-03-2016）
現時總部會為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安排指定專章項目之中央考核，請分隊導師留意，除遠足章或露營
章外，當分隊隊員參加 / 進行中央考核期間，如未獲得主考官口頭同意，均不可進行拍攝、錄影或錄
音，敬請留意。
分享：

「導師持續訓練獎勵計劃--訓練嘉許章」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27-01-2016）
「導師持續訓練獎勵計劃--訓練嘉許章」申請原定於 2016 年 1 月 31 日截止，為方便導師遞交申請表，截止日期將
延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如欲於本年度獲頒訓練嘉許章，導師必須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表格連同相關證書副本或證
明文件寄交總部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收，信封面請註明「訓練嘉許章申請」。
如欲更清楚此嘉許章的申請要求，可下載訓練嘉許章文件。

分享：

基督教教育章課程大綱新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6-01-2016）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5-16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基督教教育章課程大綱，此修訂主要是在課程定位及評審方面
作出了一些修改，並加入了課程要求，以鼓勵隊員參加分隊集隊以外之教會聚會，投入教會生活。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基督教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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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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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總部小隊長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6-01-2016）
2016 年第一期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現已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2016 年 2 月 5 日。而深資小
隊長訓練課程(ANCO)及第二、三期的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亦可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報名。
有關課程內容及上課日期，可瀏覽以下網頁。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14 5400 與發展助理陳惠茵小
姐(Zian) 聯絡。
小隊長訓練課程資料
分享：

軍樂隊課程 - 軍樂訓練 （更新日期：26-11-2015）

軍樂隊課程 - 軍樂訓練
軍樂隊將舉行各項軍樂訓練，包括軍號、軍鼓。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
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料如下:
軍樂訓練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