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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索取愛家庭 2019 年座檯月曆 （更新日期：14-11-2018） 

 

臻品中心印刷了一批愛家庭 2019年座檯月曆，歡迎各分隊到總部索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預祝各位新年快樂，主恩常在﹗ 

分享： 
    

高文貴先生安息禮拜通知 （更新日期：08-11-2018） 

香港基督少年軍軍樂隊成員高文貴先生於 2018年 10月 29日安息主懷 。 

高文貴先生喪禮將於 2018年 11月 15日（禮拜四）下午 5:00假大圍寶福紀念館二樓寶功堂設靈，晚上 8:00舉行安

息禮拜。翌日 2018年 11月 16日（禮拜五）上午 11:00進行出殯儀式（以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儀式進行），中午在

富山火葬場(新界大圍下城門道)舉行火葬禮。出席導師、隊員，請穿著禮服或 1號夏季制服 (佩戴勳章(如有))。 

本會謹向高文貴先生家屬致以慰問，求主親自祝福安慰。 

＜＜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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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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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更新日期：06-11-2018） 

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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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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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截至 2018年 12月 14日）或以下之本會中、高級組隊員、上士或註冊導師，並於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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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月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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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0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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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4日(五)，晚上 7-9時，總部 

申請表格 

  

分享： 
    

 

60 週年活動 （更新日期：01-11-2018） 

為慶祝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 60 週年，我們將於 2019 年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 

詳情請瀏覽︰http://www.bbhk.org.hk/60thanniversary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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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8-19」- 第 2 階段門票(分隊成員及其家長) （更新日期：

01-11-2018）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8-19」(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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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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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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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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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9253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申請方法：請填妥 分隊登記 及 服務時數確認表、個人登記表 及 服務時數申報表一併電郵 (ug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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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30日 2018年 12月 7日 2019年 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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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隊登記 及 服務時數確認表 

2. 個人登記表 及 服務時數申報表 

申請者必須由分隊名義提交以上 2張表格。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78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1A-GiveADisneyDay2018-19_appf_record_%E7%AC%AC2%E9%9A%8E(coy).pdf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1B-GiveADisneyDay2018-19_appf_record_%E7%AC%AC2%E9%9A%8E(pers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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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大城。小市感恩節市集 – 工作坊推介 （更新日期：13-11-2018） 

愛。分享 

感恩節，又點少得感恩節大餐呢? 

為你的甜品放上美美的裝飾，送給身邊的人，一同分享美味! 

 

對象﹕任何人士 / 親子 

費用﹕$10/位 

愛。感恩 

生命中總有大大小小的事，能為我們的心裡帶來陣陣的暖意。 

用相機拍下令你感動的人，用筆寫下令你感恩的事； 

把這份幸福，傳遞開去。 

 

對象﹕任何人士 

費用﹕全免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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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編織 - 大城。小市 X UNIQUE 

鉤織及梭織產品，為你的物品添上特別的色彩及暖意。 

 

對象﹕任何人士 

名額﹕1-2位 

費用: $200 (費用已包括所有冷球、編織圖及借用的鉤針工具) 

市集資料： 

日期：2018年 11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1100-1700 

地點：神召會石硤尾堂（石硤尾站 C出口) 

地址：石硤尾偉智街 5號 

報名及更多詳情: http://bbazaar.org.hk/ 

分享： 
    

BBazaar 精品系列 （更新日期：07-11-2018） 

新推出的《愛言‧愛語》 金句卡正式接受訂購，除了可以訂購一套十二款的金句卡外，更提供單張卡的訂購， 可以

隋意配搭，選擇喜歡的金句。以愛為題的二十四款金句卡，由 BB 隊員一筆一劃親手寫出，另具意義，代你向導師、

隊員、朋友及家人送上祝福。 

http://bbazaar.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2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4&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5%A4%A7%E5%9F%8E%E3%80%82%E5%B0%8F%E5%B8%82%E6%84%9F%E6%81%A9%E7%AF%80%E5%B8%82%E9%9B%86+%E2%80%93+%E5%B7%A5%E4%BD%9C%E5%9D%8A%E6%8E%A8%E4%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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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2- 《愛言‧愛語》 金句卡  

 

 

  

 

  

手寫字金句卡 

配以 12句以愛為主題的金句， 

代你向朋友、家人表達愛意 

尺寸：12.5 x 8.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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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紙質 

語言：中英對照 

款式：二十四張 

單價：$8/張 

A004 - 凡事都能 A4 File 

 

「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面對生活的種種，衪總能陪伴分擔。 

選用 0.3mm PP作材料，令 A4 file挺身又耐用 

為你生活打打氣，作隨時的鼓勵 

是送禮及自用的好選擇。 

尺寸：31 x 22cm 

材質：0.3mm PP (光面/半透明) 

單價：$16/個 

創辦人紀念日優惠價: $14/個 

訂購網址：http://bbazaar.org.hk/ 

Whatsapp查詢：5534 6305 

------------------------------------- 

http://bbazaa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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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旗下社企項目「BBazaar創藝館」 

由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成立， 

透過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等創意交流平台，促進本地創意文化的經濟動力。 

BBazaar創藝館服務包括：文化創意活動策劃、平面設計服務、紀念品/精品設計及製作服務。 

分享： 
    

大城。小市感恩節市集 – 工作坊推介 （更新日期：07-11-2018） 

愛。連繫 - Circle Painting 

“All for Art. Art for All.” 

圓圈繪畫(Circle Painting)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參與，連繫著大家的活動。 

來與你的小朋友一同展現天賦的創意，在巨型畫布上塗上屬於你們的色彩吧！

 

對象﹕任何人士 / 親子(小朋友需 6歲或以上) 

費用﹕$15/位, 二人同行$20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2&classid=4&sortid=0&boardid=0&t=BBazaar%E7%B2%BE%E5%93%81%E7%B3%BB%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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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自然 - 大城。小市 X J.Y Collection 

可愛的小盆栽生氣勃勃，來親手栽種吧!  

對象﹕任何人士(小朋友需由家長陪同) 

名額﹕25位 

費用﹕$20/位, 二人同行$30 (費用已包括植物、所有其他材料及裝飾) 

愛。皮革 - 大城。小市 X Leather Planet 

親手剪裁丶縫製丶打磨，打造屬於你的屬一無二; 你將會發現原來皮革製品一點都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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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任何人士 

名額﹕6-8位 

費用: $280/$300 (費用已包括皮革及所有借用的工具) 

市集資料： 

日期：2018年 11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1100-1700 

地點：神召會石硤尾堂（石硤尾站 C出口) 

報名及更多詳情: http://bbazaar.org.hk/ 

分享： 
    

2018 年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暨頒獎典禮 (活動後檢討問卷) （更新日期：31-10-2018） 

「2018年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暨頒獎典禮」已於十月二十八日順利完成！ 

總部感謝分隊的支持及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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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得獎者、出席的分隊或工作人員於 11月 8日前填

寫以下活動後檢討問卷，讓日後舉行類似活動時，可以安排得更好。 

得獎者之問卷：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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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azaar.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7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Oncgke9AGTxcVcnfLyjUbqDfG6n7LRJrstGgSiwYOw/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3cp_Jrh1yUBNPBxQx7mTucK7eax7hItNEdsGDVTIcE/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9ESbYebxAU9hBeTqL8fZK8T-ibmOHk3R0AoAhYr-LHs/edit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0&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5%A4%A7%E5%9F%8E%E3%80%82%E5%B0%8F%E5%B8%82%E6%84%9F%E6%81%A9%E7%AF%80%E5%B8%82%E9%9B%86+%E2%80%93+%E5%B7%A5%E4%BD%9C%E5%9D%8A%E6%8E%A8%E4%BB%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0&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0&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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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分隊資訊 （更新日期：14-11-2018） 

圖出山野慈善賽 2019 

日期: 2019年 1月 27日(星期日) 

活動詳情: 按此 

 

AYP in Action不平凡挑戰賽 

日期：2019年 3月 10日(星期日) 

活動詳情：按此 

註：如以「香港基督少年軍」名義報名，將有三隊名額可以優惠價$638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8年 11月 30日)，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如有意參加，請致電 2714-9253與本會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康樂體育科活動內容及規條修訂 

獲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辦事處通知，由 2019年 6月 1日起，參加者參與康樂體育科活動的時間最少為：3個月(銅章

級)、6個月(銀章級)及 12個月(金章級)，敬請留意。 

下載：康樂體育科活動內容及規條修訂詳情 

銀章級完成申請 

「AYP銀章頒獎禮」將於明年 4 月舉行，如分隊導師/隊員已完成銀金章級各科之訓練，請於 2018年 12月 31日前

填妥有關表格後連同紀錄簿寄交總部。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本會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下載：銀章完成申請表 / 銀章完成通知書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2019 （更新日期：07-11-2018） 

2019年度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已上載至總部網頁，敬請留意。 

網頁連結：http://www.bbhk.org.hk/obtc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090
http://www.ayprogaine.com/
http://www.ayp.org.hk/ch/3-activity.php#AinA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AYP/AYP-PR%20Requirement%20Amendment2019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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