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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24-09-2019） 

2019 年 9月 22 日步操比賽活動完結後，發現有 1 個水樽、1個保溫杯及 1 個叉電話器(見下圖)，沒有人認領，現存

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總部)，請於 4/10/2019 或之前可致電 2714 9253 與周燕雯女士聯絡，如沒有人認領，將會

給回收中心處理。 

 

分享： 
    

10 月 5 日辦公室及 BB SHOP 暫停開放 （更新日期：13-09-2019） 

10 月 5 日(星期六)為本機構 60 週年感恩崇拜，總部辦公室及 BB SHOP 將暫停開放，謹此通知。 

分享： 
    

8/10/2019 總部同工會 （更新日期：18-09-2019） 

2019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總部同工將舉行會議，當天上午總部及 BB Shop將暫停開放，下午 2:30 會照常開放服務。

敬請留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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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卓越勳章、銀名譽獎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 （更新日期：12-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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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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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星期五)前回覆。有

關 2019 年卓越勳章、銀名譽獎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之查詢，請賜電 2714-9253與各分區發展幹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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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執行委員會各職位互選結果 （更新日期：03-09-2019） 

2019-2020年度執行委員會芳名如下，請記念新一屆委員之配搭， 

求主賜下智慧、力量，保守各人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各展所長，帶領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 

主席                                                 ﹕ 胡定邦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 何景亮先生 

書記                                                 ﹕ 林惠燕女士 

司庫 ﹕ 金錫泰牧師 

辦事處聯絡員 ﹕ 李振明傳道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 方煒鍵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 ﹕ 趙富霖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            ﹕ 江俊華女士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主席 ﹕ 黃承香牧師 

其他委員 ﹕ 陳建榮傳道 

    張烈文先生 

    馮聖華先生 

    莫華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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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智剛博士 

    黃燕儀女士 

 *上述各職位之任期由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日止。 

有關總部更改開放時間—取消星期二至四晚上當值(BBN)事宜 （更新日期：28-08-2019） 

由 2019 年 9 月 1 日起，逢星期二至四晚上當值(BBN)將會取消。 

總部辦公開放時間更新如下: 

星期一至五                                    ︰09:30-13:00, 14:00-17:30 

星期六                                           ︰09:30-13:30 

精品廊(BB Shop)營業時間則  維持不變，仍於星期三晚開放，歡迎導師前來購買貨品。 

星期一、二、四、五                      ︰10:00-13:00, 14:00-17:30 

星期三                            ︰14:00-17:30, 18:30-21:00 

星期六                            ︰09:30-13:30 

如導師於星期三晚上到總部取證書或交費用(需要簽收的)，請先與相關同工接洽安排。 

如一般取文件，可於分隊文件櫃內以自助形式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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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邀請青少年制服團體 / 青年組織代表參加長春航空開放活動 （更新日期：02-10-2019） 

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成立 70 周年，空軍將於今年 10 月在吉林長春舉辦航空開放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參觀

軍營及交流活動。受主辦機構邀請，在北京高校學習或創業的的香港代表亦會一同參與，與香港青年代表進行交

流。 

由於名額有限，請各制服團體 / 青年組織提名 3名 18 至 26歲的青年隊員，觀摩是次軍營開放活動，並參與相關

青年及文化交流活動。是次活動將於 2019年 10月 18至 21日舉行，具體行程將稍後附上。民政事務局將負責是

次活動的機票及住宿等有關開支。 

為方便安排相關行程，請各成員於 10月 4日（星期五）中午前，以電郵方式交回提名隊員的提名表格、參加者的

身份證和有效旅遊證件副本。 

提交方法: 電郵 tszfung_tsang@bbhk.org.hk  與署理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 

分享： 
    

物資整理服務日 （更新日期：27-09-2019） 

誠徵義工協助物資整理工作，詳情如下： 

日期： 2019 年 10 月 19日(六) 

時間： 09:00-13:00 

地點: 

豐盛校園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豐石街秦石邨  (港鐵車公廟站 B 出口步行

約 8 分鐘) 

對象: 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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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及查詢： 

公關及籌款部 Stephanie 林素華 

電話：2714 5400 

電郵：stephanie_lam@bbhk.org.hk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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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第二階段報名安排 （更新日期：25-09-2019） 

本年度「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之第一階段報名已於 9 月中截止，步操隊名額已滿，但仍尚餘部份座

位，大會現接受分隊第二階段之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10 月 2日(額滿即止)，敬請留意。 

如在第一階段未報名之分隊欲參加 10月 27 日的「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請瀏覽大會操網頁報名

(http://www.bbhk.org.hk/foundersday)。 

 

如於第二階段報名截止後仍有餘額座位，大會將開放座位給已在第一、二階段報名，並想增加座位數量之分隊加

位(額滿即止)。 

 

注意：第一及第二隊段是之報名，每支分隊參加大會操之人數：一個組別最多為 40人，兩個組別或以上最多為 60

人。 

有關大會操第一階段的分隊報名情況, 請按此了解(截至 20/9/2019)。 

如有任何人數更改或查詢, 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幹事聯絡。 

分享： 
    

國際營 iCamp 簡介會 （更新日期：21-09-2019） 

日期: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第 252分隊(神召會石硤尾堂、石硤尾偉智街 5號 1 樓) 

服飾:便服 

內容:介紹入營資料、營會活動、分組等安排 

**請各分隊派至少一名代表出席簡介會 

分享： 
    

Anchor Run 2019 - 下載電子證書及成績公佈 （更新日期：16-09-2019） 

感謝大家支持及參與「 Anchor Run慈善跑.慈善行 2019」！ 

各組別賽事成績 

http://www.bbhk.org.hk/AnchorRun2019 

下載電子證書 (參加者可按以下連結，輸入號碼布編號) 

http://event.ibansport.com/anchorrun2019/ 

賽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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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可到以下網址「香港基督少年軍 Anchor Run慈善跑‧慈善行 2019」相簿，輸入號碼布編號搜尋自己的相片： 

https://hk.running.biji.co/index.php?q=album 

意見問卷 

歡迎各參加者或分隊於 9 月 30 日前填寫以下意見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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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bo55D1YsyxegsHuD7 

遞交善款及付款方法 

未交付報名費/籌款額之參加者必須於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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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法︰ 

‧網上捐款 https://heart.hk01.com/zh/project/10157 

‧自動櫃員機轉賬或直接存入本會銀行戶口(請保留銀行收據正本郵寄/電郵交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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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FPS)：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4922456 

 請於備註上註明「Anchor Run 2019」，成功付款後，請把「確認頁面」截圖(須顯示付款日期)電郵至

fundraising@bbhk.org.hk / Whatsapp 至(852)6753 4175 

查詢 | 公關及籌款部 

電話︰2714 5400  |  傳真︰2714 3196  |  電郵︰fundraising@bbhk.org.hk 

分享：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工作人員招募 （更新日期：16-09-2019）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將於 2019年 11 月 17 日舉行，現誠邀分隊導師及中級組隊員擔任活動的工作人員，詳情

如下：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 

日期：2019 年 11月 17 日(主日) 

地點：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將軍澳 65 區唐俊街 15號) 

活動時間：下午 2:45至 5:30 

服務時間：(暫定)上午 11:00-下午 6:00 

對象：導師及中級組隊員 

名額：20位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蔡茂敦先生(Chris)聯絡 

報名：請按此 

https://hk.running.biji.co/index.php?q=album
https://forms.gle/bo55D1YsyxegsHuD7
mailto:fundraising@bbhk.org.hk
https://heart.hk01.com/zh/project/10157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7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o6OuBTRcu9xyfeDTZGKpRbUBmfqmH7JVHL6Gjz8iublnefw/viewform?usp=sf_link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75&classid=4&sortid=0&boardid=0&t=Anchor+Run+2019+-+%E4%B8%8B%E8%BC%89%E9%9B%BB%E5%AD%90%E8%AD%89%E6%9B%B8%E5%8F%8A%E6%88%90%E7%B8%BE%E5%85%AC%E4%BD%88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75&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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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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報名事宜 （更新日期：16-09-2019） 

今年的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將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主日）下午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感恩崇拜)下午 2時 45 分

至 3 時 30 分，(大會操)下午 3時 45 分至 5時 30 分；誠邀分隊出席，共證主恩！ 

由於往年所用的小西灣運動場仍在進行維修工程，而因今年大會操的舉行場地，城門谷運動場在座位及地方上的

限制，以致分隊的報名出席人數、步操隊參與人數及隊數方面均會有所限制，故今年會採用先報先得方式報名，

每支分隊參加大會操之人數(包括步操隊)：一個組別最多為 40 人，兩個組別或以上最多為 60 人；步操隊之隊數

上限定為 64隊(每隊人數為 15人) ；如額滿即會安排作後備參與分隊，敬請分隊留意。 

**敬請留意** 

步操隊之報名已於 9 月 13 日截止，有關能參與及出操之結果，將於 9 月 21 前公佈及通知相關分隊。

如有查詢，請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謝謝! 

有關大會操之報名詳情，請按此瀏覽。 

分享：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02
http://www.bbhk.org.hk/founde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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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BACK TO SCHOOL OFFER!! （更新日期：04-09-2019） 

 

有關詳細：請按此 

 

http://www.bbhk.org.hk/bb60i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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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家庭選舉 2019 （更新日期：27-08-2019） 

「有品家庭選舉 2019」現正接受報名，歡迎大家參與： 

有品家庭選舉 初賽日 

日期：2019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地點：馬灣 Event Centre 

內容：參加者於比賽以外時間可自由參觀挪亞方舟展館，本會將免費安排入場門票、旅遊車接載 

有品家庭選舉 頒獎禮  

日期：2020年 3月 7日(星期六) 上午，地點待定 

訓練消息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簡介會 （更新日期：25-09-2019） 

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訓中心 合辦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即將開辦，誠邀出席簡介會： 

日期 : 2019 年 9月 26 日 

時間：8:00pm-9:30pm 

地點: 九龍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樓 

簡介會報名: https://bit.ly/2n1HP2e   

完成課程後學員將獲得以下証書: 

香港大學校專業進修學院頒發【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頒發【歷奇導師證書】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頒發【高結構技術證書】 

開課日期 : 2019 年 10 月開課 

形式：兼讀制，為期 8 個月 

語言 : 粵語 

*凡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可以申請學費資助或貸款 

課程查詢: Milk Lam 6098 6827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80
https://bit.ly/2n1HP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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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 】 （更新日期：06-09-2019） 

由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SPACE ）& 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訓中心合辦 

第一屆【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 】 

日期：2019年 10 月開課 

時間：兼讀制，為期 8 個月 

語言：粵語 

完成課程後學員將獲得以下証書： 

1. 香港大學校專業進修學院頒發【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資歷架構第三

級） 

2.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頒發【歷奇導師證書】 

3.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頒發【高結構技術證書】 

詳情：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list.php?classid=1&sortid=20 

課程查詢：Milk Lam 6098 6827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72
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list.php?classid=1&sort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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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師友同行計劃 （更新日期：03-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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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中士、上士、高級組隊員 或 18-29歲的導師 

建議接觸形式：飯/茶聚、出席特別活動、列席委員會會議、其他有助啟發承擔和擴闊視野的活動等 

時段：2019年 10 月 - 2020年 6月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http://bit.ly/1920mentorship ，列出自己的期望、理想中師傅的背景等。 

截止報名： 2019 年 10 月 4 日 

基本要求： 

1. 必須出席「師友同行首聚日」：2019年 10 月 19 日(六)上午 

2. 必須列席最少兩次委員會會議 

3. 必須出席「師友同行結業禮」：2020年 6月 27 日(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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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1920men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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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幼兒發展知識」課程 （更新日期：02-09-2019） 

 

簡介：課程幫助學員認識 0-6 歲兒童成長的六大範疇(大肌肉、小肌肉、日常生活技能、社交/情緒、智能及語言)，

其發展進程、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及正確的培育方法，課程按幼兒年齡、特定發展任務、其相應的發展能力作出講

解。此外，課程亦提供保護兒童的概念和認知。 

日期：2019年 10 月 2、9、16、23 日(三) 

2019 年 11月 6、13、20、27 日(三) 

2019 年 12月 4、11、18日(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觀塘翠屏道 11號 觀潮浸信會 10 樓 

費用：優惠價：1,800元 (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已可享用優惠價) 

原價：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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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全人發展社會服務中心 

學分：12 分 (S2 社交) 

對象：各級導師、家長義工小組、準家長、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15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9年 9月 25 日 

講者：余巧珠女士，全人發展社會服務中心創辦人(2005年至今)，任職於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服務機構廿多年。香

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香港註冊社工。 

備註：課程出席率須達 80%或以上及必須通過課程評核，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