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19-5-2020

香港基督少年軍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
2020 年度課程

本會簡介
起源
基督少年軍於一八八三年由威廉‧亞力山大‧史密夫爵士在英國格拉斯哥創立。史密夫爵士是一位
熱心的主日學教師，他發現當時的青少年人活潑好動，難於靜下來聽福音，於是他把制服團體的模
式帶入信仰裡，以吸引青少年人來認識福音。更透過團體活動，培育青少年發展，以成為良好公民。
時至今日，基督少年軍已成為一超宗派的宣教運動，在世界各地已有六十多個國家有基督少年軍組
織的成立。
基督少年軍於一九五九年開始在香港發展，秉承基督少年軍的宗旨，迄今已有三百多支分隊成立，
並有一萬四千多導師及隊員分別來自不同的教會、青少年中心或學校分隊。
宗旨
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
的人格。
格言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六章十九節)

課程簡介
目標
培育對兒童及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成為一位有生命力的福音工作者；透過理論課、分隊實
習及各項技能訓練等，讓學員掌握基督少年軍日常集隊及分隊運作的知識及技巧，裝備成為本會合
格導師，藉著基督少年軍這宣教運動，傳揚基督。為配合不同人士需要，本課程分為以下三個類別：
A. 隊牧訓練課程—供有志在分隊擔任隊牧、副隊牧之人士修讀
此課程旨在為有志擔任隊牧或副隊牧之人士提供基督少年軍之基本認識，並了解其角色對於分隊牧
養之重要。全期訓練時數約 9 小時。
B.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供有志在分隊擔任分隊導師之人士修讀
此課程旨在讓有志於投入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認識基督少年軍之人士﹔完成訓
練及符合資格的導師可於分隊中擔任隊長／副隊長。全期訓練時數約 70 小時。
C.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供有志開辦小綿羊組別的幼稚園分隊擔任導師之人士修讀
(此課程之詳情資料將於 2020 年 3 月公佈)

此課程旨在為幼稚園分隊負責小綿羊組別的在職老師提供基督少年軍之基本認識，透過有系統的訓練
讓其了解小綿羊組別的訓練內容；完成訓練及符合資格的導師，便能於幼稚園分隊中擔任隊長／副隊
長。全期訓練時數約1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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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基本訓練證書課程系列 (OBTC)
課程類別

A

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

授課
時數
7hrs

2.導師步操體驗課程

10hrs

3.導師體驗營

33hrs

4.香港基督少年軍組別運作
模式及分隊實務體驗課程

18hrs

5.結業面見

2hrs

6.隊牧訓練課程

2hrs

7.小綿羊導師基督少年軍發
展概論課程

7hrs

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

3hrs

短期課程名稱

B

B

B

B

B

A

C

*

B

C

C 9.小綿羊導師體驗營
( 負責小綿羊組別分隊之學員必須修讀)

7hrs

內容

學分

共 4 個課題：
 「基督少年軍禮儀及導師、隊員制服」
 「基督少年軍歷史及福音策略」
 「基督少年軍推行方法」
 「基督少年軍隊員成長策略」
 共 4 堂，每堂 2.5 小時
 完成課程後可繼續修讀「OATC 導師基
本步操訓練課程」
 課題：「野外活動概覽」
 課題：「歷奇活動初探」
 營前簡介會
 兩日一夜營會
 營後總結會議
 共 3 個課堂及 5 次分隊實習
 包括「小綿羊、幼級組、初級組、中級
組及高級組導師訓練」(3 小時)
 分隊行政與實務課(2 小時)
 5 個星期分隊實習(約 10 小時)
 實習導修「Everything DiSC 行為模式評
估問卷及工作坊」(3 小時)
 課程總結及日後進深訓練課程之介紹
 出席「結業面見」前必須完成課程 1-4
 認識各組別隊員制服
 隊牧/副隊牧角色及職責
 導師、隊員的屬靈生命牧養
 基督少年軍分隊中的福音工作
共 6 個課題：
 「基督少年軍禮儀及導師制服」
 「基督少年軍歷史及福音策略」
 「基督少年軍推行方法」
 「基督少年軍隊員成長策略」
 「小綿羊導師步操體驗」
 「分隊實務體驗」
 認識品格教育及應用小綿羊品格培育
教材
 體驗式教育營會

5分

5分

10 分

8分

-5分

5分

5分
5分

*

完成課程要求：
在完成「隊牧訓練課程」需在「類別 A」取得 10 學分；完成「導師基本訓練課程」需在「類別 B」
取得 28 學分或 33 學分(於分隊負責小綿羊組別之學員，必須修讀「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及
5.結業面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需在「類別 C」取得 15 學分。而學員不能同時在單一項
目中重覆累積學分以完成相關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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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對象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及
 有志成為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之人士；及
 對兒童及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上課地點：本會總部／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本會分隊及郊區(另函通知)
全期課程學費及名額 (本會將保留分配學額之最後決定權)
短期課程名稱

費用

*

*

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

$600





50 人

2.導師步操體驗課程

$350



50 人

3.導師體驗營

$900



50 人

$200
$100
$500



50 人

5.結業面見

$200



100 人

6.隊牧訓練課程

$200

7.小綿羊導師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

$650

4.

A 香港基督少年軍組別運作模式

$250

B 分隊實務體驗課程(包括 i-iii)

$550

i.分分隊行政與實務課
ii.分分隊實習
iii.實實習導修

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

$250

9.小綿羊導師體驗營

$600
全期課程報讀(優惠價)

A

B

C



20 人
#

$600

名額



$2,400



40 人



50 人



40 人

$1,300

*

如同一單位 4 人或以上於同一時間報讀，可再獲八折優惠。(此優惠只適用於報讀「A.隊牧訓練課程」
及「B.導師基本訓練課程」之全期課程
#
凡於分隊負責小綿羊組別之學員必須修讀「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
截止報名：開課前三星期或額滿即止
修畢資歷
 修畢「A.隊牧訓練課程」之學員，將獲本會頒發有關證書。經所屬分隊推薦並合乎註冊要求者，
可申請註冊成為隊牧／副隊牧；
 修畢「B.導師基本訓練課程」之學員，將獲本會頒發「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經所屬分隊推
薦並符合註冊要求者，可申請註冊成為隊長／副隊長；
 修畢「C.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之學員，將獲本會頒發「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證
書。經所屬幼稚園分隊推薦並合乎註冊要求者，可申請註冊成為隊長／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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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則
1. 報讀上述課程，學員必須在一年內完成全期課程，方獲本會頒發證書。學員必須修讀「1.基督少
年軍發展概論課程」後才可修讀其他課程。一年之日期計算以「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的
開課首日至完成最後一課程。
2. 學員必須達到以下標準，方獲本會頒發證書：
「A.隊牧訓練課程」
 出席率：學員必須出席所有課堂。
 證書將於每期課程完結後一個月內個別通知學員到總部領取。
「B.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及「C.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
 出席率：學員必須出席所有課堂。
 須於完成實習後的一個月內遞交有關實習功課。
 證書將於每年八月舉行之畢業會操中頒發。
3. 因出席率或其他因素未達本會要求而不獲發證書者，可申請補回缺席課堂，並須額外繳付補堂行
政費。(請參閱「補堂/額外修讀課堂手續」)。
4. 學員於完成全期課程後可報讀本會「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報名須知及條款細則
1. 請留意截止報名日期，所有課程以完成報名及付款程序為準，額滿即止。
2. 請於遞交申請表後 3 個工作天內繳付課程費用，否則學位將不予保留，亦不作另行通知。
3. 課程不設留位，確實申請以遞交完整報名表及費用為準。
4. 本會將於報名截止日期後 7 個工作天內公佈課程狀況，而開課詳情將於開課前約兩星期以電郵通
知，亦可登入本會網頁查閱。
5. 學員如在上課前一星期仍未收到上課安排之通知，應盡早聯絡本會職員。
6. 如課程因報讀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情況，本會有權取消該課程，並將退回所繳付之學費，退款
手續一般需時 4-6 星期。
7. 於一般情況下，本會於收款後不會接納退款，如因特殊情況，本會將考慮接受於截止報名日期
前以書面或電郵申請退款，並列明退款的理據；如獲本會接納，於扣除港幣 100 元行政費後全數
退回課程費用。如課程費用為$100 以下，則不會退款。惟本會有權拒絕任何退款之申請。截止
報名日期後之退款申請將不獲接納。
8. 付款方式︰請填妥報名表，連同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支票背後填寫姓名、電
話及所報讀之課程)；或把學費存到恆生銀行戶口(#239-498744-883)「香港基督少年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並將存款收據正本，連同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電話及所報讀之課程)；
寄交制服團隊部(新界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二期馬灣活動中心「導師基本訓練課程」；或使用
轉數快 FPS，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為 4922456，請於備註上註明報讀「導師基本訓練課程」。成
功付款後，請把「確認頁面」截圖(須顯示付款日期)電郵或傳真至本會，以便開發收據。(請勿郵
寄現金。本會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9. 學員須準時出席課堂，不得遲到或早退。若遲到、早退或在課堂進行期間離開課室超過 15 分鐘，
該節當作缺席論。出席率未能達到課程指定最低要求者，將不獲評核及不能獲取有關課程證書，
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
10. 香港基督少年軍保留更改課程導師、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的權利。
11. 香港基督少年軍保留對上述內容之修訂權及最終解釋權，而無須作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
香港基督少年軍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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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堂/額外修讀課堂手續
1. 填妥「補堂/額外修讀課堂申請表」，連同補堂之行政費港幣 100 元；或額外修讀課堂(每堂港幣
150 元-只適用於正在修讀「B.導師基本訓練課程」之全期課程，而又需申請額外修讀課堂之學員。)
如申請「3.導師體驗營」之補堂，收費為港幣 600 元(已包括行政費港幣 100 元)。
(報名詳情請參閱「報名須知及條款細則」)。
2. 如已完成「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後，才申請額外修讀課堂，則請填寫「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報
名表 II (適用於報讀個別課程)。
3. 補堂/額外修讀課堂之申請與一般報名申請程序相同，以先到先得為取錄原則。(本會將保留分配
學額之最後決定權。)
4. 除特殊情況，如因課程報名人數不足而被取消外，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詳情，請參閱報
名須知及條款細則)。
5. 成功申請補堂/額外修讀課堂之學員，將於開課前約兩星期以電郵通知，亦可登入本會網頁查閱。
查詢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
地址：新界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二期馬灣活動中心
電話：2273 0333
傳真：2776 1700
網頁：http://www.bbhk.org.hk/obtc
電郵：ugd@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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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我可以有多長時間完成此課程?
本課程最長可以用一年時間完成。以「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的開課首日至完成最後一課
程。
2. 各短期課程(報讀個別課程)是否需要順序上課?
除了「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必須首先修讀及「5.結業面見」為全期課程之最後一課堂，其
餘 2-4 之課程可以按自己的時間選擇合適的上課期數。然而，在學習的進度上，如可以順序修畢
各個課堂，可以讓你更有系統地認識及掌握不同的知識和技巧。
3. 我是否需要在填寫報名表時，已決定各課堂的期數?
是，上課時間表已刊登在本會網頁內。
4. 我如何知道報名已獲接納?
你必須確保填妥報名表內資料並連同相關費用以支票/銀行入數證明郵寄至本會總部。本會收到有
關資料後，將於兩星期內以電郵通知閣下已收到報讀申請（本會將不處理任何漏報資料或欠缺費
用的申請），上課資料將於開課前兩星期上載至本課程網頁 (http://www.bbhk.org.hk/obtc)，並以電
郵通知閣下。
5. 我是否需要出席所有課堂?
本課程的出席要求為 100 %，你必須出席所有課堂並達到各個課堂的要求。此外，遲到 15 分鐘者，
將視為缺席論，學員需補回相關課堂及繳付行政費用。有關補堂詳情，可參閱「補堂手續」。
6. 如果我未能出席所有課堂，怎麼辦?
如你未能出席所有課堂，你需要補回相關課堂及繳付行政費用。有關補堂詳情，可參閱「補堂手
續」。惟由於「3.導師步操體驗課程」及「4.導師體驗營」各節課堂有連貫性，補堂需要整個課程
進行，因此，請在報讀前留意上課日期及時間。
7. 我是否需要自己尋找分隊進行分隊實習?
如果你在報讀課程時，你服務的分隊已成立（已向制服團隊部申請，並已獲分工會批准成立），
你可以選擇在自己所屬分隊進行實習（隊內實習）或選擇總部安排的分隊進行實習（隊外實習）；
如你沒有分隊或分隊未成立，總部將安排你到合適的分隊進行實習，不可自行安排分隊進行實習。
8. 如果分隊實習的時間與教會活動重疊，我應該如何處理?
在面對實習與教會活動重疊時，有時真的頗難處理。有見及此，本會已特意將分隊實習的次數由
原本的 10 次調節至 5 次。然而，在確保課程質素及讓參加者能夠較全面地掌握少年軍運動的推行
方法，分隊實習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現時，大部份的分隊實習均安排在星期六下午進行，學員可以預早編排時間；總部將按學員的教
會／分隊所處的地區而編排實習分隊（有關本會的五區劃分，請參閱總部網頁）。
9. 可否安排在星期六以外時間集隊的分隊進行實習?
現時大部份分隊均在星期六下午集隊，只有極少數分隊在星期五晚集隊。如學員因工作關係需要
在星期五晚上進行實習，請於報名時註明申請特別安排，本會將按該期實習情況作統一調配，惟
由於編位有限，申請不一定獲接納。
10. 我是否需要穿著導師制服上課?
學員只需穿著指定服飾出席課堂，指定服飾為：
a) 指定 BB T-shirt (於第一堂「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時派發，全期穿著)
b) 黑色西褲
c) 黑色綁帶皮鞋 (鞋跟不高於 3cm)
d) 運動長褲、運動鞋 (「導師體驗營」時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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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及上課流程
完成「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後，可彈性自行安排時間修讀以
下課程，而無需順序報讀
讓學員認識本會的基本步操及禮儀，內容包括：步操理論及
基本步操等。
 如學員持有香港基督少年軍中級組步操章一級或高級組
十架章步操訓練部份，可於課程申請表上附註「步操章一
級的獎章編號」或遞交「十架章訓練記錄內已獲批核之步
2.
操訓練一頁的副本」，以申請豁免修讀此課程，但必須參
導師步
加最後一堂之考核，合格者才可獲確認完成此課程；不合
操體驗
格者則須重新報讀下一期的步操體驗課程；
課程
 如學員持有香港基督少年軍步操章二/三級或高級組橄欖
章/荊冕章步操訓練部份，可於課程申請表上附註「步操章
二/三級的獎章編號」或遞交「會長章證書副本」、「步操
章二/三級或橄欖章/荊冕章步操中央考核成績通知書副
本」，以申請完全豁免修讀此課程(包括考核)，唯課程費
用不獲減免。

必先修讀的課程
i.課程行政、基督少年軍導師、
隊員制服及禮儀
 課程要求及行政安排
 導師、隊員制服介紹及處理
 基督少年軍禮儀



3.
導師體
驗營

(包括：營前簡介會、兩日一夜營會及營後總結會)
 讓學員體驗基督少年軍營會特色及運作，並透過營會活動
讓參加者反思個人信仰生命及事奉方向。
i. 認識各組別的獎章訓練制度及運作模式

iv. 基督少年軍隊員成長策略
 從青少年人的心理成長需要
看隊員成長
 導師怎樣為隊員建立亦師亦
友的關係，以生命影響生命

4.
香港基
督少年
軍組別
運作模
式及分
隊實務
體驗課
程

iii. 分隊實習(五個星期)
 透過在分隊實習，讓學員親身體驗基督少年軍如何運用七
個少年軍方法培育兒童及青少年人；
 報名時暫未有分隊的學員將安排於總部指定分隊進行實
習；
 已有分隊的學員，可選擇於所屬分隊或隊外分隊實習。

5.
結業
面見



完
成
【
導
師
基
本
訓
練
課
程
】

須
於
一
年
內
完
成
全
期
課
程

)

iii. 基督少年軍推行方法
 基督少年軍運用的七種方法
 七種方法的利與弊
 基督少年軍精彩生活，包括隊
內、隊外及總部活動

ii. 分隊行政與實務課
 內容包括認識導師行為指引(性騷擾及性侵犯之定義)、了
解一般分隊運作、訓練編排、人力資源預計等。
 簡介分隊實習安排。



課程總結及日後進深
訓練課程之介紹
 總部運作、分區化講
座。內容包括少年
軍總部的角色及職
能、分隊的權與
責、少年軍週年活
動、分區化工作簡
介及香港基督少年
軍之友介紹等；
 讓學員分享少年軍
事奉心志、開隊計
劃，以及搜集對本
課程意見等。

(

1.
基督少
年軍發
展概論
課程

ii. 基督少年軍歷史及福音策略
 基督少年軍歷史簡介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簡介
 BB Asia 的發展及現況簡介
 基督少年軍的福音策略
 基督少年軍與教會的關係

必須完成課程 1-4 後才可參與

iv. 實習導修(Everything DiSC 行為模式評估問卷及工作坊)
 透過 Everything DiSC 專業評估報告，掌握四種行為模式，
從而學習如何善用各導師的特質，在分隊各個崗位上彼此
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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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隊牧訓練課程－2020 年度上課時間表 (更新日期：19-5-2020)
課程編號

*OBTC 2003

OBTC 2004

9 月 12 日(六)
上午 9:30 -11:15

11 月 29 日(日)
下午 2:30 - 4:15

9 月 12 日(六)
上午 11:30 -下午 1:15

12 月 6 日(日)
下午 2:30 - 4:15

iii.基督少年軍推行
方法

9 月 12 日(六)
下午 2:30 - 4:15

12 月 6 日(日)
下午 4:30 - 6:15

iv.基督少年軍隊員
成長策略

9 月 12 日(六)
下午 4:30 - 6:15

11 月 29 日(日)
下午 4:30 - 6:15

課程

OBTC 2001

OBTC 2002

i.課程行政、基督少
年軍禮儀及導師、隊
員制服

1.基督少年軍
發展概論課程

ii.基督少年軍歷史
及福音策略
取消

課程編號
課程
6.隊牧訓練課程 隊牧訓練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前三星期或額滿即止

取消

A6-2001

A6-2002

A6-2003

A6-2004

取消

取消

9 月 15 日(二)
晚上 7:30 - 9:30

12 月 10 日(四)
晚上 7:30 - 9:30

取消

取消

2020 年 8 月 22 日(六)

2020 年 11 月 7 日(六)

*2003 期的「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上課地點在馬灣活動中心 (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二期)，其餘期數的上課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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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2020 年度課程資料 (更新日期：10-11-2020)
課程編號

*OBTC 2003

OBTC 2004

9 月 12 日(六)
上午 9:30 -11:15

11 月 29 日(日)
下午 2:30 - 4:15

9 月 12 日(六)
上午 11:30 -下午 1:15

12 月 6 日(日)
下午 2:30 - 4:15

iii.基督少年軍推行
方法

9 月 12 日(六)
下午 2:30 - 4:15

12 月 6 日(日)
下午 4:30 - 6:15

iv.基督少年軍隊員
成長策略

9 月 12 日(六)
下午 4:30 - 6:15

11 月 29 日(日)
下午 4:30 - 6:15

2020 年 8 月 22 日(六)

2020 年 11 月 7 日(六)

課程

OBTC 2001

OBTC 2002

i.課程行政、基督少
年軍禮儀及導師、隊
員制服

1.基督少年軍
發展概論課程

ii.基督少年軍歷史
及福音策略
取消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前三星期或額滿即止

取消

取消

取消

*2003 期的「1.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上課地點在馬灣活動中心 (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二期)，其餘期數的上課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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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師步操體驗課程
課程編號
B2-2003
B2-2004

日期

時間

地點

晚上 7:00- 9:30

待定
(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11 月 1、8、及 15 日(逢日)
2021 年 1 月 7、14、21、28 日(逢四)

*必須連續出席同一期課程，並通過評核方為完成此課程

3.導師體驗營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待定

晚上 7:30- 9:30

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待定

上午 9:00－翌日下午 2:00

營前會時通知

2021 年 2 月 18 日(四)及
2021 年 3 月 4 日(四)

晚上 7:30- 9:30

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2021 年 2 月 27-28 日(六-日) (遠足體驗)

上午 9:00－翌日下午 2:00

營前會時通知

B3-2003

B3-2004

*必須連續出席同一期課程，方為完成此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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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基督少年軍組別運作模式及分隊實務體驗課程
課題
課程編號
香港基督少年軍組別運作模式

日期

B4-2003-A

10 月 11 日(日)

B4-2004-A

2021 年 3 月 14 日(日)

時間

地點

下午 2:30-5:30

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
出詳情)

*凡於分隊負責小綿羊組別之學員必須修讀「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
課程編號及上課日期/時間
課題
B4-2003-B

B4-2004-B

i.
分隊行政與實務課

2020 年 10 月 29 日(四)
晚上 7:30- 9:30
(地點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2021 年 3 月 18 日(四)
晚上 7:30- 9:30
(地點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ii.
分隊實習

2020 年 11 月
(逢星期六下午，完成 5 次實習)

2021 年 3 月 27 日-5 月 15 日
(逢星期六下午，完成 5 次實習)

iii.
實習導修

2021 年 2 月 21 日(日)
下午 2:30-5:30
(地點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2021 年 5 月 30 日(日)
下午 2:30-5:30
(地點待定-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分隊實習的確實地點，將於「分隊行政與實務課」時通知
5.結業面見**學員必須完成課程 1-4，及交齊實習功課方可出席 5.結業面見
課程編號
日期
B5-2003

2021 年 3 月 9 日(二)

B5-2004

2021 年 7 月 13 日(二)

時間

地點

晚上 7:30- 9:30

待定 (上課通知書將列出詳情)

6.隊牧訓練課程 - 請參閱第 7 頁
7.小綿羊導師基督少年軍發展概論課程 - 詳情將於 2020 年 3 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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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課程
課題
小綿羊品格培育訓練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B8-2003 / B8-2004

2021 年 3 月 7 日(日)

下午 2:30-5:30

地點
待定 (上課通知書
將列出詳情)

*凡於分隊負責小綿羊組別之學員必須修讀此課程
9.小綿羊導師體驗營 - 詳情將於 2020 年 3 月公佈

畢業會操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設於每年 8 月份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
2020 年度畢業會操定於 2020 年 8 月 30 日(日)舉行。
參考流程：下午 1︰20 - 2︰05 綵排；下午 2︰05 - 2︰15 接待來賓；下午 2︰15 - 3︰15 畢業會操及頒發證書。
(以上資料有待本會與畢業學員再確實，亦可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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