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0 年 8 月 5 日 

總部消息 

2020年 5月 1日-6月 30日導師註冊紀錄 （更新日期：23-07-2020） 

2020年 5月 1日-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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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少年軍二○二○年週年會員大會暨頒獎禮」及「導師日聚餐」之最新安排 （更新日期：

22-07-2020） 

由於香港目前疫情嚴峻，執行委員會經詳細討論後，通過將於 9月 27日(星期日)下午四時正假馬灣

Event Centre舉行「香港基督少年軍二○二○年週年會員大會暨頒獎禮」，而「香港基督少年軍 2020

至 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之點票安排亦會於週年會員大會當天進行。在未來數星期，如果

疫情擴散，執委會會密切注意及保持商議洽當的處理方法。 

如基本會員尚未寄交「香港基督少年軍 2020至 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之選票，請確保於 7

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5:30前將填妥之選票放入指定回郵信封，並交至總部。(*如以郵遞方式寄交選

票，為免延誤，請盡早寄出，選票必須為 7月 27日或以前的郵戳日期寄交總部，方為有效。)  

本會總幹事及執行委員會委任之選舉主任將會於 7月 27日截止遞交時間後將投票箱封箱，而封箱之

過程將會被攝錄以作紀錄。 

本會將於會議前 21日電郵週年會員大會會議通知書及會議文件給各基本會員，而週年會員大會委託

書亦會於會議前 21日郵寄給各基本會員；由於會議日期有所更改，如需委託代表於 9月 27日的會員

大會中投票，則需重新填寫委託書，敬請留意。 

「導師日聚餐」會視乎疫情進展稍後再決定延期或取消，同工將聯絡已報名之分隊協調有關退款的安

排。 

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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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昌順校服專門店門市調整辦公時間 （更新日期：22-07-2020） 

豐昌順校服專門店門市辦公時間如下: 

7月份營業時間:  上午 10:30 - 下午 5:00 

豐昌順校服專門店 http://www.fcsl.com.hk/  (提供初級組及中級組現貨制服) 

以下 4間門市提供本會初級組及中級組現貨制服，請於購買前致電分店查詢存貨量。 

沙田門市: 26841387 地址:沙田禾輋村禾輋商場三樓 319號舖 營業時間:上午 10:30至下午 6:30(一月至

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北角門市: 25781421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290-304號五洲大廈地下 L鋪 (港鐵砲台山站 A出口，右轉

直行) 營業時間:上午 10:30至下午 6:30 

(一月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西九龍門市: 27282761 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62號地舖(港鐵深水埗站 B1出口) 營業時間:上午

10:30至下午 6:30 

(一月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天水圍門市: 31561752 地址:天水圍天秀路 8號天一商城 3樓 3081號舖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

六時半(一月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香港基督少年軍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所採取的開會指引 （更新日期：14-07-2020） 

致各委員及導師： 

因疫情持續嚴峻，總部辦事處現正推出「網上視像會議」以配合政府呼籲抗疫行動，本會鼓勵各委員

會及小組使用有關新增功能作開會用途，以減低是次疫情對本會發展的影響。與此同時，總部辦事處

會減少借出房間，避免人群聚集引致的感染風險。 

以上安排將執行至另行通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或 22730333 與總部同工聯絡。 

「請各導師及隊員小心保護自己及家人免受感染，並繼續為香港、國內及全球各地的疫情控制代禱。」 

香港基督少年軍 總部 

分享：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09
http://www.fcsl.com.hk/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9&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9%A6%99%E6%B8%AF%E5%9F%BA%E7%9D%A3%E5%B0%91%E5%B9%B4%E8%BB%8D+-+%E5%9B%A0%E6%87%89%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6%89%80%E6%8E%A1%E5%8F%96%E7%9A%84%E9%96%8B%E6%9C%83%E6%8C%87%E5%BC%9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9&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9&classi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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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0 年 8 月 5 日 

「冠狀病毒病通告 006」更新版 （更新日期：10-07-2020） 

由於社區不明源頭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近日不斷上升，教育局於今天(10/7/2020)宣佈全港學校

於(13/7/2020)起停課。 

為加強防疫措施，保障成員安全，總部對集隊、活動及訓練，將有以下建議: 

1.     因應疫情轉趨嚴重，即時暫停分隊集隊，直至另行通告 

2.     留意集隊所處位置可能已發生地區性爆發，分隊與主辦單位緊密聯繫，評估當區的疫情狀況，

以備日後恢復集隊時作參考 

3.     當分隊恢復集隊時候，採取足夠保護防患措施，(如: 配戴口罩、經常潔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等)，

以減低社交接觸及傳播風險事項 

4.     避免集隊時間安排用餐 

5.     鼓勵分隊使用視像集隊或聚會，善用網上及電子學習模式，保持隊員學習的動力 

6.     導師如必須舉行會議，可以善用電子通訊軟件以保持聯繫 

  

各分隊請與主辦單位清楚溝通有關暫停集隊安排。 

本會將密切注意疫情的發展，適時調整集隊及各項活動的安排。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2020 年 7-8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2-07-2020） 

機構整體： 

● 求主憐憫，讓各地疫情能早日受控，確診者能得到適切治療，受影響的家庭及市民能得到適切的援

助 

● 本港教會及學校陸續恢復聚會及復課，求主幫助教會弟兄姊妹及學生們在身心方面有好的預備，重

投及參與教會聚會、重新有學習的動力 

● 本港分隊陸續開始恢復集隊，求主加能賜力予分隊導師，並保守隊員們能重投參與集隊及訓練 

● 紀念我們能同心守望城市，盼各人願意存謙卑的心, 學習聆聽及尊重，社會上的矛盾及對立能減少 

制服團隊事工： 

● 感謝主的祝福及帶領，最新分隊隊號為 382分隊，最新會員人數近 16,000人 

● 正籌備 7月 26日舉辦之週年會員大會及導師日聚餐，感謝神讓導師們能見面相聚，求主保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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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舉行 

● 求主加力予各委員會陸續恢復會議，商討下半年分區活動，訓練及關顧工作 

● 總部下半年各項週年活動及訓練已開展籌備工作，包括大會操、領袖訓練、慈善跑、步操比賽及佈

道會等，求主保守 

訓練服務： 

● 臻訓中心獲彩虹基金資助，於 7月份與挪亞方舟各營運機構合辦「生涯規劃暨暑期工計劃」，為一

班 DSE考生及中五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導引及暑期工作實習機會，願參加者能透過計劃確立未來進修

與就業方向 

● 各類團隊訓練逐漸恢復，活動大多在戶外進行，求主保守及加添各同工精神和體力 

● 臻訓中心正推行各類暑期公開課程，願主祝福，讓我們能服侍馬灣社區，讓參加者在夏日體驗豐富

而多元化的活動 

● 為臻品中心新學年區本計劃祈禱，希望各校在疫情中都能順利開展活動，讓活動及課程能祝福學校

師生 

● 臻品中心陸續與各學校協商下學年的服務安排（好心情、我的行動承諾、成長的天空等計劃），求

主紀念 

● 記念兒童發展基金現屆學生及家長的需要，並為新一屆計劃招募學生及友師的工作 

駐校社工服務： 

● 復課後，學生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間積存的問題陸續浮現，學生在適應新的上課常規亦面對不少的壓

力及困難。求主保守社工同工在駐校時有智慧及心力，適切伴隨師生一起面對 

● 因應疫情影響，不少活動延期，同工正努力協調活動開展，期望學生能得到更多正面的鼓勵，求主

保守 

分享： 
    

活動消息 

2020-21 入校功輔及興趣班導師招募 （更新日期：13-07-2020） 

臻品中心現正招募來年入校功課輔導及興趣班導師，歡迎大專隊員或導師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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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輔班導師: 

文憑試五科達 3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數 

  

興趣班導師: 

音樂類︰結他、小結他、非洲鼓、口琴、七色手鈴、手指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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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摺紙、話劇、繪畫、書法、手工藝等 

技能類︰機械人、電腦編程、科學實驗、魔術、美容、3D打印、扭氣球、咖啡拉花等 

運動類︰各項球類、田徑、體適能、舞蹈、新興運動等 

編班流程 : 

1) 登記資料後會於９月初，初步聯絡各導師以編配合適的工作； 

2）９月中下旬，再依據各校的上課日子與導師進一步確實開班日子及時間， 

3）9月底，各校將陸續開班，未成功配對導師會落入次輪配對。 

請於 2020年 8月 31日或之前，填妥以下 Google Form作初步登記（新舊導師皆需登記）: 

功輔班導師- https://forms.gle/sBn9dg5KhS1fLYnq6 

興趣班導師 - https://forms.gle/4qNHhZKCkPwWk7dKA 

如有查詢可 Whatsapp 51723111，歡迎各位將此訊息轉告身邊有興趣的隊員或親友，謝謝。 

分享： 
    

 

導師日聚餐 2020、60 週年國際營/感恩聚餐紀念品訂購 （更新日期：10-07-2020） 

導師日聚餐 2020紀念品限量發售︰ 

金屬章 $20/個 

布章 $10/個 

環保餐具 $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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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週年國際營/感恩聚餐紀念品特價發售︰ 

60週年國際營金屬章 $10/2個 

60週年國際營布章 $10/2個 

60週年感恩聚餐金屬章 $20/個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網上訂購︰https://forms.gle/XwAAbrFwhyz6XsPe6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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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4qNHhZKCkPwWk7dKA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6
https://forms.gle/XwAAbrFwhyz6XsPe6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7&classid=4&sortid=0&boardid=0&t=2020-21%E5%85%A5%E6%A0%A1%E5%8A%9F%E8%BC%94%E5%8F%8A%E8%88%88%E8%B6%A3%E7%8F%AD%E5%B0%8E%E5%B8%AB%E6%8B%9B%E5%8B%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7&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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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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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6&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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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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 家庭運動 2020」 （更新日期：06-07-2020） 

誠邀分隊以團體名義參與是年度「愛 ‧ 家庭運動」： 

 

對象：幼稚園學生、小學生、中學生及家長 

時期：2020年７月至 2021年 2月 

截止：2020年 8月 31日，報名經確認後即可開始活動，而 8月 31日後報名恕不受理 

報名：必須以團體名義報名，最少 25人參加（當中需有 30%為家長），並委派 1人作協調聯絡，報

名表在此 

費用：大部份活動及項目費用全免 

備註：各項活動名額設有上限，會以先報先得分配名額 

詳情：www.bbhk.org.hk/lovefamily 

查詢 

電話：2273 0303  

電郵：pr@bbhk.org.hk 

分享： 
    

 

「愛 · 家庭運動 2019」填色及標語比賽 （更新日期：06-07-2020） 

【愛 · 分享】填色及標語比賽細則 

再度延期 

由於部份學校或分隊尚未收齊參賽作品，現作出最後一次延期，過時不候。參與「填色比賽」的幼級

組(幼稚園至小二)及初級組(小三至小六)兩個組別，及『標語比賽』的初級組(小三至小六)及中級組（中

一至中六）兩個組別。 

繳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期是 2020年 7月 31日。 

得獎結果將於 2020年 8月 16日在網站上公布。 

分享：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1
http://www.bbhk.org.hk/lovefamily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1&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3%80%8C%E6%84%9B+%C2%B7+%E5%AE%B6%E5%BA%AD%E9%81%8B%E5%8B%95+2020%E3%80%8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1&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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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招募 （更新日期：05-08-2020）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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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現正開始招募，歡迎年滿 17-21歲的隊員/青少年人報名，如有興趣參

加，請填寫網上報名表 ：https://bit.ly/39mgXOr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 - 0327與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聯絡。 

面見日詳情： 

日期：2020年 8月 31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07:30 

地點：總部 

穿著：整齊一號夏季制服（配帶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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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情況而需順延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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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至 5月 

隊員的發展: 擔任分隊導師 

畢業資格: 全期出席野外鍛練課之訓練，理論課出席率達 80%、完成課程功課及實習功課者可獲頒發

見習導師訓練課程証書及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訓練証書。 

費用： 

入隊費︰每位$400.00 

月費︰每位$50.00 

制服配件費︰每位$450.00 

備註：訓練期或因社會、疫情情況而需順延課程，具體安排將於面見日發佈。 

詳情：https://www.bbhk.org.hk/occ 

查詢及聯絡： 

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 Jim 

電郵：Jim_ho@bbhk.org.hk 

https://bit.ly/39mgXOr
https://bit.ly/39mgXOr
https://www.bbhk.org.hk/occ
mailto:Jim_ho@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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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273-0333 

傳真：2776-1700 

基督教靈命塑造初探與醒神操練（六） （更新日期：04-08-2020） 

 

可能你睇到呢幅聖像畫 （Christ Pantocrator) 都會有以下嘅問題： 點解聖像畫咁 2D？！人物表情怪

怪呆呆滯滯？！都唔靚嘅！不過，如果你仲有啲好奇想知道多於多啲關於聖像畫係咩嚟嘅，邀請你參

加由基督少年軍及生命前線帆船事工聯合舉辦嘅網上課程。 

                                       

內容：認識靈命塑造的理論與實踐、聖像畫默想 （Icon Meditation)  操練理論與實踐指導 

日期： 8月 13日（週四）及 8月 18日 （週二） 

時間：晚上 8：00-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收費：$100 

名額： 30人  開班人數：8人 

對象：本會導師、教會教牧同工、有志於兒童/ 少年事工的導師 

學分：2分 - 10分* (S3, 基督教教育)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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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生命前線帆船事工 

講員：鄭世萍 （Echo) 傳道，是生命前線帆船事工牧者，授業於香港播道神學院及美國 BIOLA神學

院，分別獲頒基督教研究碩士及靈命塑造及靈命指導碩士。 她亦是資深註冊社工， 多年從事輔導、

靈命塑造及靈修指導服侍， 致力推動靈命塑造 ，主領不同類型的靈命塑造聚會。 

備註： 

1. 課程出席率須達 100%、必須通過課程評核及完成課程習作，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2. 學分將按參加者於基督教靈命塑造初探系列所完成之課題作結算。 

3. 本會將於各課題決定開班後發送 Zoom 網上視訊會議資料予參加者。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0327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分享： 
    

 

實時網上專章訓練課程(III) （更新日期：02-08-2020） 

在現時疫情影響正常獎章訓練情況下，訓練委員會現推出第三階段的實時網上專章訓練課程，歡迎中

級組隊員(已考獲目標章者)報名參加。 

 

第三階段訓練課程開始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 

 課程章程：請按此 

 即時報名：https://bit.ly/30jNnGF 

 課程費用：全免 (須按課程要求自備有關物資)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備註：  

1. 請於報名前先細閱課程章程，了解課程的內容及要求。 

2. 隊員必須按所定的時間參與所有課堂及有關之要求方能完成課程；隊員能否獲得專章則由分隊作

最終決定。 

3. 隊員須在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報名，並獲通知確認後上堂。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11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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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8%93%E7%B7%B4%E6%B6%88%E6%81%AF%E6%96%87%E4%BB%B6/%E7%AC%AC%E4%B8%89%E6%9C%9FROAT%EF%BC%BF%E5%A0%B1%E5%90%8D%E7%AB%A0%E7%A8%8B.pdf
https://bit.ly/30jNnGF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8&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9F%BA%E7%9D%A3%E6%95%99%E9%9D%88%E5%91%BD%E5%A1%91%E9%80%A0%E5%88%9D%E6%8E%A2%E8%88%87%E9%86%92%E7%A5%9E%E6%93%8D%E7%B7%B4%EF%BC%88%E5%85%AD%EF%BC%8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8&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8&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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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隊員可自行報名或經由分隊導師報名。 

5. 如分隊欲於其他時段或進行其他專章訓練，可致電 2273-0333 與同工吳惠敏女士(Tiffany)或

Whatsapp9092-1242 與本小組成員龔炳輝先生聯絡。 

分享： 
    

 

步操教練複修課 - 實時網上步操比賽技巧評判工作坊 (OATC-20DR01) （更新日期：24-07-2020） 

 

內容：以網上視訊平台介紹步操比賽技巧評判要點。  

日期：2020年 9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8:00-9:00 (共 1小時)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6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AF%A6%E6%99%82%E7%B6%B2%E4%B8%8A%E5%B0%88%E7%AB%A0%E8%A8%93%E7%B7%B4%E8%AA%B2%E7%A8%8B%28III%2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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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現役步操教練之本會導師 

費用：$80 

名額：12人   開班人數 : 6 

截止報名日期 : 2020年 8月 27日 

學分：不適用 

教練：蔡嘉豪先生及馮樹輝先生 (步操高級教練) 

備註：1.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及於備注一欄填寫修讀證書之編號，並連同報名費用($80)交予總部申

請。如有需要，總部將要求導師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作核實之用。 

               - 現役註冊步操教練毋需填寫備注一欄 

           2. 按步操安排新修訂所定，於 2020年 4月 1日至 5月 31日申請下年度(同年 9月 1日起)續任

步操教練者，必須達到指定的續任要求。本複修課可計算為 2020年續任步操教練之步操複修課。 

          3. 是次課程以 Zoom網上視訊會議平台舉行，學員必須全期出席工作坊，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報名：網上報名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0327 

分享： 
    

 

基本及資深小隊長訓練課程取消 （更新日期：21-07-2020） 

由於社區不明源頭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近日不斷上升，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為加強防

疫措施，保障成員安全，由總部所舉辦之基本及資深小隊長訓練課程將安排取消。 

涉及課程期數包括： 

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第 2002及 2003期 

資深小隊長訓練課程第 2001期 

本會稍後將安排退款手續，請參加者留意電郵通知。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273-0333與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聯絡。 

分享：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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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1-07-2020）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9-20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安全章課程大綱。 

安全章之修訂主要是在現有的內容中加入參考資料，以便分隊較容易於網上搜尋有關資料；並將考核

標準更清晰列出。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安全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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