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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12 月 1 日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23-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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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機構年報及軍心 BB News 經已出版 （更新日期：22-11-2018） 

2017-2018 年度機構年報及軍心 BB News 已經出版，詳情請到以下連結﹕ 

2017-2018 年度機構年報 

軍心 BB News 2018 年第三期(十月號) 

想參考更多以往的機構年報，請到以下連結﹕ 

http://www.bbhk.org.hk/about_paper.php?classid=4&sortid=9 

想參考更多以往的軍心 BB News ，請到以下連結﹕ 

http://www.bbhk.org.hk/about_meeting.php?classid=4&sortid=1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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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Anchor Run 2018」成績公佈、電子證書、相片下載、檢討問卷、遞交籌善額及付款

方法 （更新日期：03-12-2018） 

感謝天父的保守，「 Anchor Run 慈善跑.慈善行 2018」得以完滿舉行！我們更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令當天活

動更添色彩！ 

各組別賽事成績可按以下連結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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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可按以下連結，輸入號碼布編號，下載電子證書： 

http://event.ibansport.com/anchorrun2018/  

參加者可到以下網址「Anchor Run 慈善跑‧慈善行」相簿，輸入號碼布編號搜尋自己的相片： 

https://www.run-pic.com/EventPhotographerAlbum.aspx?type=1&albumId=12060 

歡迎各參加者、導師、隊員及家長於 12月 15日前填寫以下檢討問卷，對是次活動表達意見，讓我們作出適當的跟

進及檢討，期望來年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參加者問卷：請按此 

工作人員問卷：請按此 

遞交籌得善款及付款方法︰ 

未交付報名費/籌款額之參加者必須於 2018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將籌款表格連同善款交予所屬分隊聯絡導師或總部。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 郵寄：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香港基督少年軍 公關及籌款部 

- 傳真：2714 3196 

- 電郵：fundraising@bbhk.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601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601
https://www.bbhk.org.hk/AnchorRun
http://event.ibansport.com/anchorrun2018/
https://www.run-pic.com/EventPhotographerAlbum.aspx?type=1&albumId=1206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8YgUn2N9R63_cCjn21cQirMUCFdq1n267fLzNa6lG7p47r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tAgFDwTbDKGMKnoVQ5ZBDQT3UZytBMy3Tds4Fbpcva9eYw/viewform
mailto:fundraising@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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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法 

• 自動櫃員機轉賬或直接存入本會銀行戶口(請保留銀行收據副本交予我們)：  

匯豐銀行 411-687-858-838  

東亞銀行 154-10-400223-5  

•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 

• 網上捐款：https://goo.gl/wWR4r4  / https://goo.gl/Ws3TCs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公關籌款部聯絡。 

分享： 
    

BBazaar 精品系列- B003 彩色印水貼紙 （更新日期：28-11-2018）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為配合 Anchor Run 慈善跑，創藝館特別推出手寫字彩色印水貼紙，讓你時刻提醒自己，向著終點的方向直跑。 

人生也是如此，我們或許經歷過傷痛或成功，但最重要的是，忘記背後，盡忠對準最大既目標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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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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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印水貼紙: 

尺寸：10 x 12cm 

材質：印水貼紙 

重量：淨重 3 g 

每個印水貼紙(圖案) 

尺寸：10 x 4cm 

材質：印水貼紙 

每個印水貼紙(金句) 

尺寸：2 x 3cm 

材質：印水貼紙 

定價：$18/張 

          $15/張（Anchor Run 優惠價）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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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 感恩祈禱簿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即使是極小的事，也值得感恩 

感恩祈禱簿設計精美，尺寸方便收納及攜帶，簿內每頁印有 「每日金句」及 「祈禱事項」， 

讓您每天記下感動的金句及祈禱事項，數算神的恩典。 

尺寸：18 x 10 cm 

材質：紙質 

重量：淨重 63 g 

定價：$26/本 

          $20/本（Anchor Run 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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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22-11-2018） 

秋風漸起，帶來點點的涼意。件隨著 11 月的到來，BBazaar 創藝館為大家帶來一連串的窩心的工作坊及特色攤檔，

讓你的感恩節滿載歡欣與感動! 

 

日期：2018 年 11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神召會石硤尾堂 

對象：公眾人士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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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X 文藝 

 

 

崇拜的地方居然會有文青活動舉行? 

原來教會不只是基督徒禮拜的地方，更可以是青年聚集的地方。BBazzar把一眾檔主帶入神召會石硤尾堂，令它搖

身一變成為聚集歡笑與文化氣息的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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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小朋友畫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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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已包括所有顏料及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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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小市 X 手作 

以上的活動都不感興趣? 無論是文靜的你還是跳躍的你，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合你的活動，更會找到屬於你的

窩心及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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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任何人士 

名額﹕6-8位 

費用: $280(費用已包括皮革及所有借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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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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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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BBazaar 創藝館 

BBazaar 創藝館 是香港基督少年軍旗下的社會企業。B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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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包括﹕文創活

動策劃、平面設計服務、紀念品/精品設計及製作服務。 

分享： 
    

     

訓練消息 

高級組負責導師交流會 （更新日期：28-11-2018） 

目的：讓導師交流帶領高級組的經驗及心得，並分享領袖才能訓練的教材 

日期：2019 年 1 月 16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觀潮浸信會 10 樓 (九龍觀塘翠屏道 11號) 

對象：高級組負責導師 及 有意探討開辦高級組的分隊導師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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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8-11-2018）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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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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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聯絡。 

分享： 
    

「OBTC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1804 期」已額滿 （更新日期：21-11-2018） 

「OBTC導師基本訓練課程-1804 期」已額滿，如欲報讀課程，可參閲 2019 年度之課程資料。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分隊資訊 （更新日期：21-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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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如以「香港基督少年軍」名義報名, 將有三隊名額可以優惠價$500競逐「AYP 盃-6小時賽事」, 此優惠價已包

括參加費及最低籌款額, 參加者可額外再為獎勵計劃籌款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8年 12月 5日, 名額有限, 先報先

得)。 

2. 參賽資格：二至四人一組, 年齡 14歲或以上, 其中一位隊員必須年滿 21歲 (年齡以 2019年 1月 1日計算), 不

限性別。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98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89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OBTC2019_course_outline4(1).pdf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090
http://www.ayprogaine.com/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98&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8A%95%E8%80%83%E5%89%B5%E8%BE%A6%E4%BA%BA%E7%AB%A0%E4%BA%8B%E5%AE%9C
https://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98&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98&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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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8 年 12 月 05 日 

3. 冠、亞、季軍隊伍的隊員均可獲頒獎牌, 並可獲贈由 Columbia 贊助的獎品。 

如有意參加，請致電 2714-9253與本會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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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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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報名, 則費用為每隊$750。 

2. 參賽資格：五人一組, 年齡 16歲或以上, 隊長必須年滿 18 歲(年齡以 2019年 3月 10日計算), 不限性別 。參賽

隊伍須具基本地圖閱讀及理解、指南針運用的能力 。 

3.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比賽期間的午餐 T-shirt、地圖、活動用品和道具獎項 、獎品、團體保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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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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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8%A8%93%E7%B7%B4%E5%8F%8A%E6%8B%93%E5%B1%95%E9%83%A8/%E8%A1%A8%E6%A0%BC/bbayp02-complete_appf.pdf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8%A8%93%E7%B7%B4%E5%8F%8A%E6%8B%93%E5%B1%95%E9%83%A8/%E8%A1%A8%E6%A0%BC/bbayp03-attainment_appf.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