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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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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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四個心四個心四個心四個心四個心的力量

社會上普遍給予兒童及青少年的形容詞都是帶

點負面的，港孩、廢青等字眼經常出現在各大媒體

上。對於未來一代，我們有甚麼期望？希望他們擁

有 甚 麼 素 質 ？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給予人最鮮明的印象可能

是整齊的制服、一致的隊伍。

然而要數我們最獨特之處，應

該是我們一直致力栽培隊員們

擁有的四個心：

對自己 — 信心

每個人都有神所賜予的恩賜，但大多兒童及青少年卻不清楚

自己的強項。基督少年軍從整全的訓練中發掘隊員們的長處，協

助其發揮；了解自己的強項，能夠好好善用，自然便建立了個人

的自信心。有一位初級組隊員曾經分享過，自小他因為對自己缺

乏自信，所以經常搗蛋，希望吸引別人注意；在分隊中他是頑皮

份子，然而分隊導師竟然邀請他在立願禮中代表隊員分享，由於

不明所以，因此他忍不住向導師發出疑問。原來導師認為他表達

能力及說話技巧俱佳，所以邀請他，結果他在立願禮中的分享獲

得大家讚賞。經過這次，他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有強項，自信心頓

時倍增。

對別人 — 關心

關顧別人的需要，以無私的心為別人付出，一直是我們教導

隊員的重點。曾有一位年青隊員談起她考取遠足章的經歷，兩日

一夜的遠足路程只過了一半，她的鞋已破爛，由於遠足章考核一

年只得幾次機會，錯過了便要等下一年，當晚她帶著失望的心情

入睡。豈料第二天起床時發現，她的導師深夜竟替她修補了鞋

子！她非常感動，「從此之後，我便明白何謂關心別人，為人付

出原來可以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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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負面的，港孩、廢青等字眼經常出現在各大媒體

上。對於未來一代，我們有甚麼期望？希望他們擁

有 甚 麼 素 質 ？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給予人最鮮明的印象可能

是整齊的制服、一致的隊伍。

然而要數我們最獨特之處，應

該是我們一直致力栽培隊員們

對社會 — 熱心

熱心關注社會的現況、不同社群人士的需要，盡己所能，服

務人群，我們都期盼著下一代如此行。基督少年軍透過不同社會

體驗教育活動，讓隊員們走進社區，親身認識不同群體。其中一

個活動名為「執紙皮換菠蘿包」，我們帶著中小學生穿插於舊區

街道中，嘗試推車收集紙皮，拾了好幾個小時後，他們會發現，

辛勞過後的成果連一個菠蘿包也換取不了。經過親身體驗，隊員

們便會更確切明白基層市民所面對的境況。曾參加活動的隊員分

享道：「以後我每逢吃菠蘿包，便會想起執紙皮的經歷，想起拾

紙皮長者的臉孔。」

對上帝 — 忠心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

書6:19）」是我們的格言，讓兒童及青少年認識信仰，帶領他們確

定生命之錨，是我們的目標。在教會中發展青少年事工並非易

事，有牧者曾跟我們分享：「教會中第一位受浸的年青人便是基

督少年軍隊員，從基督少年軍中認識上帝，確定信仰，我們看著

都非常感動！」讓教會有未來的接班人，忠誠地實踐信仰，為主

奔跑，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這四個心是我們一直努力栽培隊員擁有的素質，但願這四個心

能影響他們，進而影響他們身邊的小群體，以至改變整個社會。



活動剪影

家長親自頒發證書

「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畢業的隊員共71人，超過200人出席典禮。我們一直致力推動學員與家人建立良好關係，故此特別邀

請隊員家長親手頒發證書給子女，讓家長見證子女過去在訓練過程的成長與得著。

新一代導師加入事奉行列

當天同場舉行「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畢業學員近200人。課程專為對幼兒、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而設，為本會

培育新一代的導師，參與課程的導師需到分隊實習，把所學知識和技能實踐，作好準備，加入基督少年軍的事奉行列。

香港基督少年軍一直致力培訓青少年成

為未來領袖，課程中透過步操、營會及技能

訓練等，讓學員發揮潛能、提升其自信心及

責任感、並培養他們建立團隊精神。

是年度「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及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於8月28日假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舉行。訓練委員會主

席黃定康校長獲邀擔任會操檢閱官，並頒發

「最優秀隊員」獎。本年度有4位隊員獲得此

獎項，表揚他們突出的表現。

小隊長訓練課程

香港基督少年軍一直致力培訓青少年成

小隊長訓練課程
小隊長訓練課程

培訓新一代接班人

優秀隊員心聲
許恩諾隊員(第170分隊)

在第一堂理論課時遇見了即將與我一同作戰的伙伴，看見他們為

課程付上不少努力，令當時還是准下士的我決心要比他們做得更好。

在參與課程前，我因學業繁忙導致很少親近上帝，但藉着導師在課程

中的教導與分享，再次提醒我要讓上帝居於生命中的首位，心存謙卑

尋求祂。在成為小隊長的過程中，令我明白即使制服再整齊、步操鞋

再閃爍，若沒有愛主的心，也不能討主喜悅。參與訓練的過程，不但

改變了我服侍的心態，還讓我認識了一班珍貴的同路人。

黃芷葶隊員(第198分隊)
回想起訓練的過程，要做一位稱職的領袖並不容易。首先需由自

己帶頭做起，自己投入活動中，別人才會投入；進而學習領導才能。

這段時間大家向著成為小隊長的目標而努力，建立了一份深厚情誼，

在過程中互相彼此鼓勵及同行。在往後的日子，我會以深資小隊長為

目標，希望在自己的分隊中成為一個更出色的領袖。

隊員們感恩在訓練過程中認識珍貴的同路人

整齊的列隊

檢閱官黃校長進行檢閱儀式

我們未來的接班人



香港基督少年軍一直積極發展國際與內地交流事工，期望讓青少年放眼世界、開拓視野、增進與各地青年交流的機會。本會自

2002年起參與「同心同根萬里行」，透過活動，期望讓隊員走訪內地不同地方，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從而豐富隊員對祖國的認識。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6」於7月22日至31日舉行，本會共

20名導師、隊員及工作人員參與，連同其他制服團體共285人一

同前往北京及內蒙古兩地進行考察及交流。我們參觀八達嶺長

城及國家博物館，並參與天安門升旗及人民大會堂活動，期間

各青少年獲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先生接見、訓勉及鼓勵。行程中

一班參與者走訪內蒙古響沙灣沙漠和輝騰錫勒大草原，欣賞大

自然的奇觀；同時觀賞民族歌舞表演及入住蒙古包；此外，隊員

們參觀了當地企業，並與當地學生交流及進行研討，藉此相互了

解兩地文化。

是次活動除了讓隊員觀光、交流，放眼世界外，本會更期

盼年輕的一代，可在文化差異中學習、培養多角度思考能力，視

野不只局限於香港的一片天空下。

活動剪影

野不只局限於香港的一片天空下。

參與隊員心聲
張顧耀隊員 (第242分隊)

首次乘坐直通火車到北京，體驗整整一天的火車之旅，

感覺新奇。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們所有隊員都沒有睡

覺，因為早上2時就要起床準備出席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

我們通宵達旦地準備自己的制服，帶著又疲累又興奮的心情

到達天安門廣場。那天清晨雖然下著微微的細雨，並沒有影

響我的心情，反而我的心裏想著：「能夠穿著制服出席天安

門廣場的升旗儀式是多麼的榮幸呀!」在北京的旅程中加深了

我對歷史的認識、祖國文化、社會及經濟的發展狀況。

馮俊毓隊員 (第171分隊)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正正就是這

句說話驅使我在考DSE前一年都堅持參加同心同根萬里行，

我希望藉交流增加個人見識。能夠欣賞內蒙古的沙漠和大草

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首次考察沙漠地貌，天氣雖然炎

熱，但卻沒有影響我們玩樂的興致。在大草原觀星和欣賞日

出，平時我在石屎森林中根本不可能見到這些美麗的景象。

除此之外，參觀企業和車廠也能使我對內地工業和經濟有更

多的認識，並更加明瞭祖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為了準備青年領袖成為未來核心接班人，承傳

和更新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青年領袖議會】

(Young Leaders Conference)於2016年7月9日正式啟

動 。 議 會 現 正 舉 辦 多 項 活 動 包 括 「 師 友 同 行 計

劃」、「與委員會主席對談」、「列席/旁聽委員會

會議」、「青年領袖議會徽號設計比賽」。其中

「師友同行計劃」成功配對11對師友，展開為期9

個月的同行之旅。而「與委員會主席對談」系列活

動亦已開始，兩位現屆和上屆訓練委員會主席馮肇

彬先生和黃定康校長率先於9月24日與議會領袖交

流對訓練事工發展的看法。下次將於2017年2月與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對談，萬勿錯過！

動 。 議 會 現 正 舉 辦 多 項 活 動 包 括 「 師 友 同 行 計

正式啟動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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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根萬里行

開拓青年視野 



基督少年軍專題

 宣教事工

炎炎夏日，有一班人卻不怕艱辛，不選擇乘搭高速船「過大海」，反而用自己雙

手划獨木舟，花上9小時橫越大海到澳門！BFCF OBAA港澳獨木舟遠征2016於7月16日舉行，

一行60人划著23艘雙人獨木舟，早上8時由大嶼山東涌舊碼頭出發，前往澳門黑沙水上

活動中心，全程45公里，歷時10小時。

參加者當中包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273分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分隊隊長

何景亮先生及3位年輕人-----分隊的小隊長。BFCF OBAA早於1982年已舉行獨木舟遠征，

何Sir是當年16名健兒之一，成為首批划獨木舟「過大海」的香港人。該會之後每隔10

年會舉辦一次獨木舟遠征，可是1992年、2002年及2012年皆因天氣問題，運動員只能

中途上護航船，未能完成壯舉。今年再接再厲，遠征籌得善款50萬，讓香港青少年有

機會參加歷奇課程，帶

領他們齊齊挑戰橫越大

海，延續自強不息的運

動精神。一班基督少年

軍導師及隊員對於能夠

完成壯舉都感到非常興

奮，為他們感到驕傲！

左起：梁瑞謙下士、葉朗下士、浸會大學體育學系雷雄德副教授、
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董事會主席鍾志平教授、隊長何景亮
先生、前隊友歐陽洛軒、林進熙上士

*BFCF：鵬程慈善基金
*OBAA：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開 拓 台 灣 事 工

基督少年軍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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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除了熱心發展香港的基督少年軍運動，亦致力開拓國內、澳門、台灣及其他地方的禾場。去年我們遇上一個契機，邀請了台灣

的教會代表來港參與大會操、了解基督少年軍的工作；本會亦派代表於復活節期間拜會當地教會，分享異象。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於8月22至26日在台北舉行，我們派出了3位導師及3位同工前往，與來自各地華人教會的教牧交流、認識現今華人教會的發展趨勢外、

向台灣教會推介基督少年軍。華人福音會議中其中一個專題＜青年與差傳＞清晰點明，基督徒應該努力進入社會的七個領域—政治、教

育、媒體、經濟、藝術文化、家庭、宗教—發揮影響力。透過轉化七個領域，除了傳統的活動佈道及關係佈道，也要透過慈善、教育、

媒體與現世代的青少年對話，給予參加者極大的提醒。但願我們能開拓台灣廣大的禾場，讓更多青少年得著福音的好處。

˙華福會當中，西方宣教士的見證令我深

受感動。他們過五關斬六將來華宣教，面

對教會發展出現樽頸的難題，然後透過華

福會把華人教會團結起來，興旺福音！

 (第12分隊趙雪蓮輔助導師)

˙透過地區研究報告，我能夠了解不同地

區在面對社會文化及其他宗教的衝擊下

如何推展福音工作。

(第51分隊盧日東輔助導師)

導師心聲節錄



最新動向

活動剪影

共融工作坊

本港少數族裔人口不斷增加，這現象不但衍生支援服務的需求，也對社

區構成一定的文化衝擊。臻品中心首次試辦多元文化體驗計劃，回應少數族

裔人士支援服務的需要，提升隊員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觸覺，推廣種族共融

文化。透過模擬活動、品嚐少數族裔食物、分享不同文化的音樂及藝術，讓

隊員體驗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認識他們的節日文化和習俗。參與的隊員非

常享受活動，並跟少數族裔人士一起唱歌跳舞。我們冀盼未來有更多分隊共

融工作坊，讓更多人認識少數族裔，推廣共融意識。

本會於6月14日星期二晚上舉行導師培靈會，來自76支分隊約220名導師參

與。第12分隊趙富霖副隊長帶領詩歌、第57分隊隊長雷東持先生擔任主席。陳

恩明牧師藉希伯來書12章1-2節勉勵導師事奉應當喜樂，而喜樂源頭乃從主而

來。導師培靈會為本年新增的項目，期望藉活動激勵前線參與事奉的導師，靠

主得力繼續熱心事奉。

全港首個

多元文化體驗計劃

全港首個

學界咖啡         大賽

導師培靈會 導師培靈會
事奉

導師培靈會導師培靈會
事奉樂滿FUN

學界咖啡 拉 大賽大賽大賽大賽拉拉拉拉花

由香港基督少年軍主辦的全港首個《學界咖啡拉花大賽》，獲著名咖啡

培訓機構Coffee Pro成為支持團體、大埔超級城贊助場地，為年輕人提供表演

平台，透過拉花藝術發揮個人潛能，拉出好未來。

對象：全港中學生

初賽：2016年10月23日(星期日) 9:00am-6:00pm Coffee Pro

決賽：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12:00pm-5:00pm 大埔超級城

報名查詢

電話：27116068／24456722

電郵：stedfast_house@bbhk.org.hk



優惠級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A座地下 G/F., Block A, Lok Man Sun Chuen, Kowloon, H.K.
網址﹕www.bbhk.org.hk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服務單位
總部辦事處

制服團隊部

臻訓中心

臻品中心

社會工作部

電話
2714 9253
2714 9253
3411 8811
2711 6068
2714 9254

電郵
hq@bbhk.org.hk
ugd@bbhk.org.hk
anchor_house@bbhk.org.hk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swu@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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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心B.B.News： 

顧問編輯：張烈文先生　主編：陳美珊女士（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執行編輯：公關及籌款部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董事會：

主席：李日誠牧師　副主席：陳圖偉先生（兼任精品廊經理） 文書：何景亮先生³ 司庫：屈富仁先生

董事：陳少賢先生、張烈文先生、江耀龍牧師、林偉耀先生、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增選董事：張子正先生、麥家榮先生、唐照光先生

贊助人：梁振英先生GBM,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會長：李炳光牧師SBS　會牧：吳振智牧師　

副會長：張振華牧師、張觀運牧師、褚永華牧師、鄺保羅大主教、林崇智牧師、莫江庭牧師、蘇成溢牧師、蘇以葆主教JP

名譽顧問：陳聖光先生MH、鄭佑生牧師、馮兆榮先生、許朝英先生、盧龍光牧師、文子安牧師、易嘉濂博士MH

顧問：陳江耀先生、張德明牧師、曹偉彤牧師、周兆真牧師、徐奇榮先生、馮兆成牧師、林均堂先生、劉俊泉先生、李寶珠牧師、李思敬牧師、

梁家麟牧師、雷慧靈博士JP、陸輝牧師、彭振國牧師、冼日新牧師、屈富仁先生、邢福增教授　

義務核數師：甘志成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法律顧問：黃廣興律師、楊彼得律師　義務醫事顧問：陳以誠醫生、李祥德醫生、丁錫全醫生

執行委員會：

主席：胡定邦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張烈文先生      書記：黃承香牧師    司庫：林惠燕女士

辦事處聯絡員：李振光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李振明傳道     訓練委員會主席：馮肇彬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

資源拓展策劃小組召集人：林弘基先生    委員：陳鏡如牧師、方煒鍵先生、江耀龍牧師、吳景棠先生、黃定康校長、蕭智剛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