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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讀經運動會

認識聖經真理 實踐基督教育
與香港讀經會協辦的 2015-16 年度讀經運動會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完滿舉行，今年有 22 支分隊超過 600 人參加。透過聖
經問答比賽、演繹比賽、填色比賽、網上問答比賽，讓小綿羊、幼、初、中級組隊員以生動的方式認識聖經，今年更首次
有融合組的隊員一同參與。但願每位隊員能夠透過讀經運動，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並於生活中實踐基督的教導。

恭賀以下得獎分隊：

聖經問答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冠軍 : 第 272 分隊 冠軍 : 第 170 分隊
亞軍 : 第 282 分隊 亞軍 : 第 272 分隊
季軍 : 第 62 分隊 季軍 : 第 345 分隊

聖經演繹比賽
冠軍 : 第 282 分隊
亞軍 : 第 15 分隊
季軍 : 第 62 分隊

網上聖經問答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冠軍 : 第 65 分隊 冠軍 : 第 15 分隊
亞軍 : 第 59 分隊 亞軍 : 第 170 分隊
季軍 : 第 282 分隊 季軍 : 第 62 分隊

聖經故事填色比賽
小綿羊 幼級組
冠軍 : 黃雅婷 ( 第 314 分隊 ) 冠軍 : 馮凱晴 ( 第 282 分隊 )
亞軍 : 陳一朗 ( 第 335 分隊 ) 亞軍 : 施采彤 ( 第 15 分隊 )
季軍 : 魏佳莉 ( 第 300 分隊 ) 季軍 : 林可晴 ( 第 62 分隊 )

初級組問答比賽冠軍 272 分隊

中級組問答比賽冠軍 170 分隊
演繹比賽冠軍 282 分隊

五四升旗禮

「香港五四青年節 2016‧ 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已
順利舉行。當日超過 20 位隊員聯同一位導師出席並擔
任護旗隊及步操小隊，表現出色！在十四支青少年制
服團隊及眾多位來賓見證下，國旗及區旗緩緩地升起。

商界展關懷

A.Plus Financial Press Limited   優越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A.Plu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ress Limited   優越國際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Carpet Concept Company Limited   創意地毯有限公司
Jackeline Beauty Salon   綠葉療膚中心   
Luxba Group Limited   志品集團有限公司  
Max Fortune Industrial Ltd.   喜運來實業有限公司  
Sure Profit Trading (Asia) Company Limited   永利保貿易 ( 亞洲 ) 有限公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16 年 5 月 10 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6，香港基督少年軍當
日於會場內設置展位，向商界人士及各界友好介紹本會事工
及推動伙伴合作的機會。
本會於 2015/2016 年度成功提名以下 7 間接企業獲頒「商界展
關懷」標誌：

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6



活動剪影

「樂滿罐」慈善糖果義賣

今年「樂滿罐」慈善糖果義賣超過 100 支分隊支持，經初步結算，
是次活動預計籌得善款超過 40 萬元，成績令人鼓舞。活動能夠完
滿舉辦，全賴各位熱心參與。願各分隊導師、隊員、家長及義工繼
續常存喜樂的心，常常以這種正能量鼓勵自己之餘，亦能感染身邊
的人。再一次感謝大家的熱心參與，願神大大祝福您們每一位！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本會第 51 分隊導師盧日東先生及第 179 分隊孫灝程隊員
獲取 2015 年度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並
在 4 月 23 日青年對談中由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
將獎學金頒發予得獎者。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是頒發予本港十四支
青少年制服團隊的 25 歲或以下成員，就讀本港中學、
專上學院或大學非兼讀課程；具良好品格及領導力，
並積極參與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申請人需參加面試，
獲本會推薦，經葛量洪獎學基金批核後，可獲現金港幣
八千元。

菲律賓 BB 副主席到訪

菲律賓基督少年軍副主席 Melissa Masaga Amado 於 4 月 27 至 5 月 2 日期間來港考察小綿羊及幼級組的推行情況，期望
能夠吸收教導年幼兒童的經驗。菲律賓基督少年軍亦有計劃將制服團隊事工推展至幼稚園，期望讓孩童從小認識信仰。

菲律賓基督少年軍將在 5 月中於當地舉辦第一次小綿羊導師訓練，栽培更多合適的導師推動小綿羊事工。香港亦派出國
際及內地事工委會會委員馮偉權牧師到菲律賓分享開拓小綿羊組別的經驗，希望能夠在他們的起步階段提供協助。

本會亦特別感謝第 3 分隊、第 55 分隊、第 61 分隊、第 222 分隊、第 290 分隊及第 305 分隊，與我們一同接待菲律賓基
督少年軍副主席，交流及分享。

超過 100 支分隊支持



獎勵計劃剪影、最新動向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於 4 月 28 日舉行的「第 94 屆銀章頒獎典禮」，本會執行
處共有 10 位隊員獲頒發銀章及 5 位導師獲頒發七年服務
感謝狀。
在此恭賀各得獎者，並期望各人能將參加上述活動及服務
的經驗與分隊成員分享，祝福及造就更多年青人。

註：分隊如欲了解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訓劃之詳情，請瀏覽
本會網頁 (http://www.bbhk.org.hk/ayp) 或與制服團隊部同
工聯絡。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25 週年感恩聚餐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簡稱少友）於 1991 年成立，是
一個支持及協助發展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組織。

是年度是少友 25 週年紀念，誠邀分隊參與感恩聚餐，
同步推出少友 25 週年 BB Shop 優惠，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27 日 ( 星期日 )
時間：晚上 6:00 AGM / 6:30 恭候 / 7:00 開始
地點：百樂門宴會廳 ( 地址：觀塘開源道 79 號鱷魚恤
中心 8 樓 )

為慶祝少友 25 週年紀念，凡分隊隊號有「2」或「5」
字，即可享一次購買紀念品 8 折優惠，其他分隊可享
一次購買紀念品 9 折優惠，只限分隊一次性集體訂購
( 特價貨品除外 )，優惠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凡購買紀念品滿 $1000 或以上，即可獲少友 25 週年
聚餐 $50 禮券 2 張，可用以支付聚餐費用，每人限用
1 張 *

少友 25 週年感恩聚餐

少友 25 週年 BB Shop 優惠



BB 相集

九中區

第 77 分隊立願禮，主辦單位：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第 252 分隊參與九中區大露營，主辦單位：神召會石硤尾堂

九東區

第 137 分隊及第 199 分隊聯合立願禮，
主辦單位：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聖公會聖道堂

第 21 分隊立願禮及第 348 分隊成立禮，
主辦單位：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堂、基督教聖約教會恩樂堂

港島區

港島區通訊章一、二級課程

第 341 分隊立願禮，主辦單位：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BB 相集

新九西區

第 337 分隊立願禮，主辦單位：元朗公立中學

第 347 分隊成立禮，主辦單位：荃灣靈糧堂

新東北區

第 346 分隊成立禮，主辦單位：香港宣教會恩錫堂

第 349 分隊成立禮，主辦單位：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執委區委新春飯局

執行委員會及五區委員會於 3 月 7 日
舉行新春飯局



BB Shop 產品推介

想擁有以上紀念品？可於 BB 網頁
(http://www.bbhk.org.hk/shop.php?classid=8) 內
下載訂購表格，填妥後傳真至 2761-3474 或電郵
至 bbshop@bbhk.org.hk

1.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25 週年 BB Shop 優惠

2. BB 行李牌
終於有屬於 BB 既行李牌啦 !!!
BB Shop 推出新產品：BB 行李牌
現有兩個款式選擇：Logo 款、字款。每
個行李牌附送一張印有導師圖案的姓名
卡紙。每個售 HKD$45 ！
產品名稱：BB 行李牌 (Logo) / ( 字 )
產品編號：C193 / C194

3. BB 黑色風褸 (2016 年版 )
BB Shop 推出 2016 年新版 BB 黑色風褸 !!!
質料不單更輕身，而且具有防潑水功能，戶外
活動時穿著就適合不過 ! 只售 HKD$380。
產品名稱：BB 黑色風褸 (2016 年版 )
產品編號：C195

4. 10L 防水袋
BB Shop 推出「10L 防水
袋」啦 ~ 質料更輕巧 ! 只
售 HKD$70。
夏天到了，戶外活動時又
點少得佢 !
產品名稱：10L 防水袋
產品編號：C196



BB Corner

制服團隊部可能係大家接觸得最多嘅總部部門，但係大家又認唔認得晒咁多位
同工？想唔想對佢地有多啲了解呢？今次我地特別同佢地做咗個專訪，等大家
對佢地有更深入嘅認識！

01. 2005 年
02. 制服團隊部主管，推動整體
制服團隊事工
03. Pop Music
04. 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
12:1）
05. 自小在 BB 裏成長，希望能夠
在工作上及事奉上回饋神

01. 2006 年
02. 新九西區 / 九中區委員會、事工發展、外間活動、
國際交流、接待、分區訓練、總部大型活動等
03. 耶穌奇妙的救恩
                                            04. 神阿，求你鑒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 
                                             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
                                             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
                                             我走永生的道路。（詩篇  
                                             139:23-24）
                                             05. 兒時參加少年軍，使   
                                             我經歷精彩的少年軍生
                                             活，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深刻經歷。加入 BB 的原
                                             因，是要回饋這個家

子峰

01. 2005 年
02. 新東北區發展工作、
導師訓練工作
03. 敬拜讚美詩歌
04.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
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
引你的路。（箴言 3:5-6）
05. 認同 BB 對兒童及青
少年成長的理念，希望
自己所付出的微小力量，
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Tiffany

01. 2001 年
02. 機構中央行政和督導制服團隊事工
03. 粵曲
04.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
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哥林多後書 3:5）
05. 感到事工發展有需要，看見神帶領

Emily
朱 Sir

01. 幾時加入 BB 成為同工？
02. 主要嘅工作範疇係咩？
03. 最鍾意聽咩歌？
04. 最鍾意聖經邊句金句？
05. 感動你加入 BB 嘅原因？

* 內文中「BB」二字是「基督少年軍 Boys' Brigade」的簡稱。



01. 2015 年
02. 協調及籌辦港島區及九中區
活動和訓練
03. 沒有最喜歡，喜歡就會聽
04.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 121:8）
05. 加入 BB 算是誤打誤撞，但說
穿了當然是神的帶領，從不同崗
位服侍年青人是我從神領受的呼
召，順理成章就留了下來，與一
眾同工打拼

Titan

BB Corner

01. 2016 年
02. 統籌新九西區的行政工作及協
助組織活動及訓練，關顧及支援分
隊發展
03. Choral Music、古典
04.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
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歌羅西
書 3:16）
05. 服侍青少年人是我生命的目標

Sincere

Suki

01. 2016 年
02. 跟進及處理制服團隊部中，五
區之一「新界東北區」和其中一支
總部分隊「軍樂隊」的日常行政工
作及溝通等事務。
03. 沒有特定
04.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羅馬書 8:28）
05. 因為自己身為 BB 的導師多年，
希望除了為自己分隊付出外，盼望
能多用別的角色為神、為 BB 的事
工多付出一點點

01. 2014 年
02. 九東區分隊的關顧及連繫
03.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04.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上帝所賜
的。（以弗所書 2:8 ）
05. 比其他制服團隊更著重青少年的
心靈發展

Pauline

Chris
01. 1997 年 / 2014 年
02. 負責總部活動，例如：步操比
賽、大會操及總部聯合分隊立願禮
等；會長及創辦人章；中央考核及
儀仗隊
03. 沒有
04.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
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
書 4:12）
05. 很奇妙，上帝所造的人都是獨
特的、有價值的；希望藉著各項活
動，讓他們接觸主，並且能夠學會
欣賞自己的獨特性

01. 2006 年
02. 制服團隊部的日常行政工作，
物資借用等
03. --
0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
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 
6:34）
05. --

燕雯

01. 2015 年
02. OBTC 課程
03. 敬拜詩歌
04. 有一件事我求過耶和華，
我還要尋求；我要一生一世住
在耶和華的殿裡，瞻仰他的榮
美，在他的殿中求問。（詩篇 
27:4）
05. 神的帶領

Florence 01. 2015 年
02. 見習導師分隊 & 小隊長訓練課
程
03. A Whole New World
04.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
林多後書 12:9）
05. 因為參與 BB，改變我的生命，
所以加入 BB 工作，希望將神賜給我
的恩賜去事奉導師及隊員

Z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