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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總部恒生戶口新增轉數快(FPS)支付方式 （更新日期：02-05-2019） 

轉數快(FPS) (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4922456)於 2019年 5月 1日正式使用，有關活動費用、課程費用、捐款及分隊

保險費用等均可使用轉數快(FPS)支付，詳情可參閱相關表格上的支付方式。 

成功付款後，請把”確認頁面”截圖(須顯示付款日期)電郵予負責同工。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25-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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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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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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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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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導師註冊紀錄 （更新日期：23-04-2019） 

2019年 1月 1日-3月 31日導師註冊紀錄期間本會導師註冊的紀錄。本會謹歡迎加入分隊擔任導師，願上帝祝福他

們的事奉，並感謝離任的導師過去辛勤工作和貢獻，願 神祝福及帶領他們日後的事奉。 

導師註冊紀錄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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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慶回歸升旗禮 （更新日期：08-05-2019） 

特區政府將舉行慶回歸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四支青少年制服團隊組成列隊觀禮。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9年 7月 1日(一，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6:30 – 9:0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現役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中及高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80人(每分隊 10人,如有超額將於截止日期後另行分配) 

截止報名日期：2019年 5月 27日或額滿即止 

註（一）：出席升旗禮及綵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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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稍後通知 

註（三）：每位出席者可獲 2019年升旗禮紀念布章一個 

註（四）：所以參加者個人資料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提交，否則將不獲接納 

* 此活動獲納入「分隊嘉許計劃」內 

*分隊導師帶領隊員參加此活動，可獲計算「導師嘉許計劃」。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報名人數、組別、負責帶隊之導師。如有查詢請聯絡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Kelvin)(電話：

2714-9253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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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同樂日 （更新日期：07-05-2019） 

BBazaar 創藝館將於母親節一連兩日，為大家帶來連場驚喜。 

飛越草原的繩網陣，刺激有趣的化石發掘，熱情澎湃的非洲鼓樂……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將化身為非洲大草原，讓爸媽與子女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共渡一個愛與歡樂的時光。 

誠邀你一同參與並其中與大家一起感受這份快樂，渡過一個溫馨而不一樣的節日。 

親親同樂日  

日期: 12-13/5/2019 (Sun & Mon) 

時間: 1200 - 1800 

地點: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 L1 天幕廣場及 L2 展覽場地 

對象: 公眾人士 

活動推介 

► 親子主題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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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小手工 

 

► 樂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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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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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馬拉松」先導計劃 （更新日期：04-05-2019） 

「閱讀馬拉松」先導計劃    

 

背景 

為推動及培養兒童、青少年閱讀基督教書籍的興趣及習慣，香港基督少年軍（BBHK）參與基督教出版

聯會（ACP）舉辦的「閱讀馬拉松」獎勵計劃，讓成員能夠在分隊的引領下接觸及閱讀基督教書籍，從

而逐步培育成員達成基督化的生命。 

目的 

‧引發兒童及青少年對閱讀基督教書籍的興趣，培養閱讀習慣。 

‧擴闊兒童及青少年知識範圍。 

‧讓兒童及青少年靈命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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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細則 

1. 組別 

  ‧ 幼級組（5-8 歲或幼高至小三）              

  ‧ 初級組（8-12 歲或小四至小六） 

  ‧ 中級組（11-18 歲或中學學生） 

  ‧ 導師組（18 歲或以上） 

2. 書籍 

  ‧書單由 ACP提供。 

  ‧書本由分隊／參加者自行購買。 

 ‧為鼓勵分隊參與，在報名期內報名的首 30支參加的分隊最多可獲$500資助購買書單內的指定書籍。（資

助為實報實銷） 

*交妥報名表格後，請待總部確認申請及通知，才開始購買書籍的程序。 

3. 參加方法 

i. 分隊在 ACP 或 BBHK 網站下載「閱讀馬拉松」報名表，填寫參加者登記表後，電郵至總部發展

幹事劉華恩女士 rachel_lau@bbhk.org.hk，主題請列明：遞交「閱讀馬拉松」分隊報名表及分隊

號碼，例︰遞交「閱讀馬拉松」分隊報名表_第 1 分隊。 

ii. 總部收到報名表後，通知分隊是否獲得資助，並會將(1)書單及(2)「閱讀馬拉松」分隊記錄冊電

郵予負責導師，分隊可以在指定日期內購買所需的書籍。 

iii. 如獲資助之分隊，須在限期前將單據交回總部。 

iv. 「閱讀馬拉松」分隊記錄冊亦可於 ACP 或 BBHK 網站自行下載。 

v. 所有記錄均需由分隊負責人填寫。 

vi. 於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將完成的計劃記錄紙，電郵至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主題請列明：遞交「閱

讀馬拉松」分隊記錄冊及分隊號碼，例︰遞交「閱讀馬拉松」分隊記錄冊_第 1 分隊。 

4. 年度總結 

  ‧參加者的閱讀記錄以年度計算 

  ‧計算期由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0年 3 月 31日止。 

  ‧在該年度中間加入的參加者，其年度閱讀記錄只由成為參加者當天開始計算至 2020年 3月 31日止。 

  ‧逾期的閱讀記錄不會累積計算作下一年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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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閱讀活動與獎勵 

   5.1 個人獎勵 

      ‧如其間閱讀滿 3本書籍或以上，可獲頒發參與證書。 

      ‧如其間閱讀滿 5本書籍或以上，可獲頒發優異證書。 

   5.2 團隊獎勵 

      ‧閱讀數量最高的分隊，可獲頒「最積極閱讀馬拉松分隊」獎； 

      ‧成功推薦最多成員的分隊，則可獲頒「最鼓勵推動閱讀馬拉松分隊」獎。（具體參與人數／分隊人

數） 

    5.3 申報方法 

      ‧分隊需要在 2020年 4月 15日前把「閱讀馬拉松」計劃記錄紙電郵至總部。 

      ‧總部向 ACP匯報記錄，並向 ACP申請證書。 

      ‧ACP公佈成績後，將通知分隊領取證書。分隊須於指定時間內領取證書，逾期未領取者將不獲補發

證書。 

      ‧所有記錄將以參加者在參加活動登記資料為準。 

6. 支援 

   ‧ 書本將提供「閱讀指引」，協助導師在成員閱讀後進行分享。 

   ‧ 分隊亦可按照需要，自費邀請出版社派出同工帶組、分享，協助分隊舉行讀書會。 

7. 查詢 

   ‧與總部發展幹事劉華恩女士聯絡，電話︰2714-9253、電郵：rachel_lau@bbhk.org.hk 

8. 此活動獲納入「分隊嘉許計劃」內，可獲計算「分隊嘉許計劃」。  

 

9 .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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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2019年 5月 6 – 30日 報名 （遞交參加者登記表） 

2019年 6月 1日 計劃開始 

2020年 3月 31日 計劃完結 

2020年 4月 15日 遞交記錄紙 

2020年 5月 30日 頒發證書 

10. 下載 

分隊報名表 

分隊記錄冊 

書單 

導師指引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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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各科教練之委任申請(請於 2019 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遞交) （更新日期：06-05-2019） 

導師如欲於新一年度(1/9/2019-31/8/2022)申請委任為本會之各科教練，請於 2018年 5月 31日或之前遞交申請文件。 

有關之委任申請須知及表格，請按此下載。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THE NEXT”-- 青年領袖聚會 （更新日期：03-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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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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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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20190613.jpeg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 年 5 月 08 日 

【限定活動】一次史無前例的 BB青年領袖聚會--“THE NEXT” 

 

假如你或你身邊的隊友…… 

--為現役上士或導師 

--年齡介乎 18-29歲 

--對香港基督少年軍的事工發展有抱負、有想法 

--近 5年考獲獎勵獎章或代表少年軍獲得嘉許(註一) 或  近年積極參與總部舉辦之青年領袖發展活動(註二) 

  

那麼你極可能是 BB的發燒友，更是接班人的人選，誠邀收到邀請函的你出席是次的青年領袖聚會  

日期：2019年 6月 13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00-10:00 

地點：DAY DAY PARTY (觀塘時運工業大廈 10樓 A室) 

收費：$150(已包場地費及輕食-不敷之數由總部支付) 

內容：互相認識、遊戲、探討“THE NEXT”群組的發展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將個別收到電郵或 Whatsapp邀請 

盼望透過是次聚會聚集志同道合的青年導師，一起討論 BB各項議題，“THE NEXT”日後或有機會於各委員會上發

揮所長。 

#青年聲音凝聚參與 

註一：包括創辦人章、荊冕章、AYP金章、葛量洪獎學金、HKYSLA、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青年領袖等 

註二：例如師友同行計劃、「青年論壇」籌委、小隊長議會核心成員等 

分享： 
    

軍號章、軍鼓章及風笛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7-04-2019）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8-19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軍號章、軍鼓章及風笛章課程大綱。 

軍號章、軍鼓章及風笛章之修訂主要是加入了相關練習樂曲之樂譜。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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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