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2 年 11 月 28 日) 

總部消息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8-11-2012） 

詳情請按此參閱。 

 

11 月份「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 （更新日期：22-11-2012） 

新一期的《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之「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歡迎於網上瀏覽雜誌內容，並鼓勵各導師及隊員

介紹親友閱讀： 

● 「 少年軍見證」： 參閱雜誌印刷版 

 

簽名行動︰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22-11-2012） 

感謝各分隊支持本會發起的「簽名行動」，截至現時為止，本會共收到 8631 個簽名，我們的目標希望籌得 10,000

個簽名。 

若分隊仍在收集簽名，請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傳真至 2761 3474、郵寄或親身交自總部。 

 

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17-11-2012） 

按「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所載，每年換冬季制服日期為 12 月 1 日，各分隊須由此日期起穿著冬季制服集隊。

特此通知，敬希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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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2012-2013 年度學生制服資助及領袖訓練計劃 （更新日期：15-11-2012） 

本會 2012-2013 年度獲民政事務局資助清貧隊員購買制服及參與領袖訓練之撥款已全數批出，故暫停批核有關

申請。本會了解個別分隊仍有制服資助的需要，現正尋找其他資助資源，待確定後另行通告。如有查詢，請與制

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更改本會名稱 （更新日期：14-11-2012） 

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於 11 月 7 日已獲公司註冊處批核可無須加入「有限公司」一詞，並接納本會於 7 月 8

日週年會員大會特別決議更改本會名稱為「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關本會更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

請按此 

 

同工年假 （更新日期：13-11-2012）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陳美珊女士將於 201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至 201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取假期。

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先生署任。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 2714-9253 或電郵

往 kafai_lau@bbhk.org.hk 與劉家輝先生聯絡。有關行政事宜，可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grace_lee@bbhk.org.hk 與行政幹事李翠霞女士聯絡。  

 

領取各獎項之安排 （更新日期：08-11-2012） 

各導師如未能於 10 月 28 日舉行的「2012 年創辦人紀念日暨感恩崇拜」當天領取獎項，可於 2013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二)前於辦公時間內親身或授權其他人士到總部領取。如欲授權他人代為辦理，請填妥授權書。如未能在此

段期間領取，則作放棄領取論。為更有效安排此事宜，請於領取前致電 2714-5400 與行政部文員梁嘉儀女士

(Gladys)聯絡。獎項包括：長期服務獎證書/獎章，銅名譽獎章及會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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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網頁正式登場 （更新日期：07-11-2012）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網頁已正式登場，歡迎瀏覽(按此)，緊貼本會最新消息。 

 

2012-13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更新日期：05-11-2012） 

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012-13 年度，頒發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Grantham Uniformed Youth 

Groups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 2012-13) 予本港十三支青少年制服團隊共二十六名就學青少年成員。現

誠邀 貴分隊推薦合資格成員申請，成功申請並獲本會推薦者，經葛量洪獎學基金批核後，可獲現金港幣八千元。 

申請資格如下： 

本會 25 歲（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以下隊員或註冊導師，並於 2012-13 年度就讀本港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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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0 月期間之社會服務時數達 50 小時； 

從未獲頒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曾代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參與內地或海外交流活動； 

獲分隊隊長或隊牧推薦（如申請人為隊牧，必須獲所屬主辦單位之最高負責人推薦）。 

申請方法及批核程序：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一篇不少於 500 字（中、英皆可）的文章（題目：參與香港基督少年軍活動的經歷和反思），

於 2012 年 11 月 20 日（二），下午 5 時 30 分或之前以電郵、傳真、郵寄或親身交回總部制服團隊部； 

篩選後個別申請人將會被邀請出席總部安排的面試； 

本會將會向葛量洪獎學基金推薦最多兩名合適的申請人。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 27145400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先生聯絡 

下載請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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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01-11-2012） 

本會於2012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場地內拾獲一條中級組皮帶、一個目標章及一個會長章，如欲認領，

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聯絡。若三個月內(即至 2013 年 2 月 1 日)仍未有人領回失物，本會有權作

出任何處理。 

 

誠邀各分隊導師於教會/分隊內推動「簽名行動」 （更新日期：24-10-2012） 

感謝各分隊支持本會發起的「簽名行動」，截至現時為止，已收到多名分隊導師簽名參與，唯暫仍未收到隊員及

教會弟兄姊妹的踴躍回應。 

誠邀您們：  

1) 分隊層面：分隊導師可影印簽名表予隊員，於分隊內收集隊員簽名 (可列印詳情 P.2) 

2) 教會層面：如蒙教會許可，可於祟拜或聚會時放置簽名表格以收集弟兄姊妹簽名 

(可列印詳情 P.2) 

3) 於分隊內、教會內鼓勵隊員、家長、弟兄姊妹踴躍簽名及協助推動 (詳情請按此) 

「簽名行動」詳情：請按此參閱 

「簽名行動」截止日期：201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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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行動：支持政府批出社區用地興建「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總部」 

（更新日期：10-10-2012） 

本會現發起簽名行動，希望爭取政府支持，批出社區用地興建「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總部」。 

因為若我們在本年底仍未能獲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支持，則成功申請該地的機會極低。 

詳情：請按此參閱 

誠邀您們： 

1) 按以下連結進行網上簽名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DlrNzNWM2ZsNmZ4c2ExSzdqSU1OY0E6MQ 

2) 於分隊內、教會內鼓勵隊員、家長、弟兄姊妹踴躍簽名及協助推動 (可列印詳情 P.2) 

3) 透過 Whatsapp / Facebook / Email 呼籲親戚、朋友、同事進行網上簽名 

Whatsapp 訊息範本： 

誠邀您支持「香港基督少年軍」向政府申請社區用地興建新總部及青年發展大樓，請按以下連結簽名，十分感謝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DlrNzNWM2ZsNmZ4c2ExSzdqSU1OY0E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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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Shop 送貨服務 （更新日期：05-10-2012） 

BB Shop 由 2012 年 10 月 21 日起推行送貨服務，送貨服務定於逢星期二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送貨範圍遍佈

港九及新界各分隊(大嶼山及離島除外)，服務細節及收費如下： 

 

服務收費 

單次訂講滿 

(折實價) 

九龍區 

(九東/九中) 

新界區 

(新九西/新東北) 

香港區 

(香港島) 

$800 或以下 $40.00 $70.00 $70.00 

$800 以上 免費送貨 

所有訂單必需於 7 日前傳真 2761-3474 或電郵 bbshop@bbhk.org.hk 至 BB shop。所有貨款及服務費均不接

受現金交易，請以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繳付。 

訂購表格  

送貨表格 

付款方式：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Stedfast Association, Hong Kong Limited」或恒生

銀行帳號 298-8-131310。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至 bbshop@bbhk.org.hk 與楊勝南先生聯絡。暫為試辦階段，歡迎各分

隊導師提供意見至 accdept@bbhk.org.hk 與湯惠賢女士聯絡。 

 

總幹事隨筆 （更新日期：04-10-2012） 

有關新一期總幹事隨筆，詳情請按此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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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3-10-2012） 

有關 10-11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一人一錢罌計劃詳情 （更新日期：26-09-2012） 

一人一錢罌計劃的善款由分隊協助收集，收集日期為每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善款收集及錢罌派發等詳情已上載

於新總部籌建計劃之網頁內，詳情可按此瀏覽。 

 

2012 年榮譽勳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 （更新日期：26-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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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內頒發榮譽勳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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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星期三)前回覆。有關 2012

年長期服務獎之查詢，請賜電 2714-9253 與各分區發展幹事聯絡。有關榮譽勳章及銅名譽獎章之查詢，請賜電

2714-5400 與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女士(Emi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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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此)。 

 

請任人士之資格、職責及任期 （更新日期：24-09-2012） 

執行委員會於 2012 年 7 月 12 日(2011-12 年度第六次會議)通過附則(3) 請任人士之資格、職責及任期，詳情請

參閱附件，如欲參閱其他附則文件，請瀏覽總部「資料下戴」網頁。 

 

「凝燃愛券」籌款活動 2012 （更新日期：14-09-2012） 

「凝燃愛劵」籌款活動 2012 將於 11 月正式展開，現誠意邀請各分隊積極參與，欲報名之分隊可聯絡各區發展

幹事，亦可按此瀏覽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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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 （更新日期：13-09-2012） 

新一期的《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之「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歡迎於網上瀏覽雜誌內容，並鼓勵各導師及隊員

介紹親友閱讀： 

● 「 少年軍見證」： 參閱雜誌印刷版 

 

新總部籌款大使計劃 （更新日期：12-09-2012） 

新總部籌款大使計劃的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14 日(星期五)，詳情請按此參閱。 

 

會員優惠期限更新-基道書樓 （更新日期：06-09-2012） 

為了讓各會員享受更多元化及全面的服務，本會邀請不同的公司/商店/機構提供各類型的會員優惠，感謝基道書

樓為基督少年軍之會員提供優惠，原定的優惠截止日期將順延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按此瀏覽優惠詳情。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更新 （更新日期：03-09-2012） 

為照顧初級組隊員於冬季寒冷天氣期間的需要，由 2012 年 12 月 1 日更換冬季制服起，於冬季寒冷天氣期間，

男女隊員有需要可穿著深藍色西裝長褲。有關規則已更新，詳情請瀏覽總部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網頁（請按此）。 

「夢想 Faith 行‧新總部籌建計劃」最新短片 （更新日期：09-08-2012） 

隨著香港基督少年軍會務不斷擴展及增長，現有的總部實難以應付長遠的發展需要，我們期望建立新的總部，服

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 

鼓勵各分隊成員及友好積極參與本會新總部籌建計劃，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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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年度執行委員會各職位互選結果 （更新日期：18-07-2012） 

2012-13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芳名如下，請各位記念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之配搭，並求主賜下復興的火，同心

合意，各盡其職，各展所長帶領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  

主席 ： 潘香強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 張烈文先生 

義務書記 ： 黃承香牧師 

義務司庫 ： 談允中先生 

辦事處聯絡員 ： 李振光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 楊建強牧師 

訓練委員會主席 ： 張啟森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 ： 江俊華女士 

其他委員 ： 
馮聖華先生、金錫泰先生、江耀龍牧師、蕭智剛先生、 

黃慧芝女士、胡定邦先生、翁靜淳牧師 

 

*上述各職位之任期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2 年第二季 （更新日期：18-07-2012） 

為了讓分隊更清楚了解本會最新公佈之主要政策及重要消息，我們除了在最新的 e-notice 刊登外，亦會於每季再

重溫及臚列一次，以方便各分隊查閱，請按此瀏覽詳情。 

 

AGM 簡報 （更新日期：18-07-2012） 

2012 年香港基督少年軍週年會員大會已於 7 月 8 日順利舉行。如需下載當日的簡報，請點選以下連結 

2011-12 事工報告 

2012-15 三年發展計劃 

新總部異象分享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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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軍心 B.B. news》 （更新日期：14-07-2012） 

新一期《軍心 B.B. news》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香港基督少年軍 - 新總部籌建計劃 （更新日期：12-07-2012） 

為服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本會期望建立新的總部，讓基督少年軍有更大空間，實踐我們的目標及願景。 

新總部籌建計劃第一階段正式展開，歡迎按此連結瀏覽計劃內容。 

 

最新會員人數 （更新日期：18-05-2012） 

感謝主！最新會員人數達 11,617 人，分隊編號為 307，求主繼續使用少年軍事工擴展祂的國度及建立青少年基

督化的人格。 

 

民政事務局資助—2012-2013 年度清貧學生資助計劃 （更新日期：18-04-2012）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清貧隊員購買制服及參與領袖訓練。凡符合資格者，均可透過分隊申請有關資助。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請按此)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獎章、教材及宣傳品借用 （更新日期：31-03-2012） 

制服團隊部現已整理一系列獎章版、教材用品、攤位遊戲等物資，歡迎分隊借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請按此瀏覽宣傳品。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 （更新日期：28-02-2012）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BB Asia 2011 Annual Report》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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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7-01-2012）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500 本，主要對象為導師。為了讓更多隊員參閱這本以香港基督少年軍

歷史為主的書籍，現接受大量訂購，5 本或以上 6 折、10 本或以上 5 折、20 本或以上 4 折，請分隊趁此機會，

積極推介給導師及隊員。分隊亦可藉此優惠，購買特刊送贈予隊員作獎勵禮物。 

特刊內容除了以回顧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歷史為主，還會包括基督少年軍之起源及於世界各地之發展簡史。除此以

外，還會加入理論文章、經驗分享文章、大量珍貴歷史相片連中英文標題；和五十週年徵文比賽、繪畫比賽及填

色比賽得獎作品等豐富內容(請參閱目錄大綱)。特刊內頁為 264 頁，A4 size，封面燙金及 Spot UV 過膠製作。

特刊精裝版(硬皮封面封底)每本原價為港幣 100 元，平裝版每本原價為港幣 70 元。請按此填寫訂購表格及以正

式收取付款才作實。如有查詢，請致電與 2714-5400 行政幹事李翠霞(Grace)聯絡。 

 

《隊員成長簡介》參考文件 （更新日期：30-11-2011） 

為了讓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事工能夠配合社會的發展，近年各委員會就隊員年齡、組別及訓練內容等均作出

整合和修訂。分隊工作委員會於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中，制訂 《隊員成長簡介》參考文件，文件已上載總部「資

料下戴」網頁。 

 

女導師穿著禮服時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 （更新日期：06-10-2011） 

執行委員會於 2011 年 9 月 1 日(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議決日後女導師於穿著禮服時，除了可穿著現時指定

款式的皮鞋(制服及獎章佩帶規則：黑色綁帶皮鞋，圓頭，無筒，無飾物，無花紋，鞋跟不高於 3 厘米 / 導師一

般稱為步操鞋)外，亦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黑色無綁帶，無筒，無飾物，無花紋，鞋跟不高於 6 厘米，參考

圖片)，即日生效。詳情請參考《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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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 （更新日期：22-09-2011） 

為了鼓勵各分隊及分隊導師積極參與總部所舉辦及推介之活動，新一年度將繼續推行「分隊嘉許計劃」和「導師

嘉許計劃」，藉此推動更多分隊和分隊導師踴躍參與不同的總部活動。 

詳情請下載下列相關文件： 

分隊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導師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體部同工聯絡。 

 

活動消息 

2012-13 讀經運動 （更新日期：28-11-2012） 

新一年度的讀經計劃現已開始接受分隊報名，內容更互動、比賽更精彩。 

歡迎各組別成員一同參與讀經計劃，一同學習聖經的教導。 

詳情請到讀經運動網頁查閱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爬山鞋推廣優惠 （更新日期：27-11-2012） 

為讓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參加者及 CRS 註冊導師在戶外的裝備上得到更多支援，AYP 獲得英國運動品牌

Hi-Tec 的支持，向有關成員提供爬山鞋團購獨享優惠，推廣日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如欲了解詳情，請參

閱以下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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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TY 導師體驗團 （更新日期：26-11-2012） 

活動簡介 

臻品中心將於 2013 年開展新服務體驗計劃，以社會的草根階層為服務對象，引領少年軍隊員『走進社區～服務

社群～見証基督』 ，將基督的愛帶進社區。為使各分隊對新計劃有更多認識及了解，現先行舉辦「導師體驗團」，

誠意邀請各分隊導師報名參加。 

體驗類別 

A.板間房住戶探訪：探訪及關懷深水?區居住於板間房的低收入／經濟困難人士； 

B.深宵墟小販體驗：在深水?北河街嘗試進行二手物品擺賣，並了解地攤小販的生活處境； 

活動安排 

即日內進行簡介 (briefing)；探訪與體驗；及活動後解說(debriefing)等等，有關確實的集合地點與時間，於活

動前１星期通知。詳細日期及內容，請下載報名表格。 

報名及查詢：參加者每位收費$50，如有?問請電 3411 8811 聯絡林得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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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收費及活動資料更新 （更新日期：21-11-2012） 

活動名稱：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 BB Asia 1st Officers’ Fellowship 

日期：2012 年 12 月 28-31 日（4 日 3 夜）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各級導師、中士、上士及高級組隊員 

名額：全營留宿（70 位—本港及澳門 16 位、國際 54 位）；全營不留宿 20 位 

費用： 

國際參加者：港幣 1500 元（新加坡幣 250 元，經 BB Asia 報名）包往宿、交通、維港小輪派對及營衣 

香港及澳門參加者（優惠價（2012 年 11 月修訂））： 

1. 全營留宿：港幣 800 元，包維港小輪派對及營衣一件  

2. 全營不留宿：港幣 300 元，包維港小輪派對及營衣一件  

3. 個別活動（不包括營衣，另購營衣每件港幣 100 元）：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費用 名額 

28/12 

晚上 6 時至 9 時 
歡迎 BBQ 晚宴 港幣 80 元 20 人 

29/12 

上午 9 時至 12 時 

退修會（包午餐）—由香港基督少年副會長蘇以

葆主教主講，另有遊戲、導師分享 
港幣 50 元 20 人 

29/12 

下午 1 時至 5 時 
參與分隊 Sharity 探訪服務 全免 30 人 

29/12 

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國際交流晚會（包晚餐） 港幣 80 元 20 人 

30/12 

早上 9 時至 11 時 30 分 
週日崇拜及閉營禮 全免 20 人 

30/12 

晚上 6 時至 8 時 30 分 
維港小輪派對（不包括晚餐） 港幣 100 元 20 人 

報名： 

於總部網頁下載報名表，並連同活動費用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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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乃萱主講＜有管有教培育有品小孩＞ （更新日期：12-11-2012） 

愛家庭運動邀請羅乃萱講述在現今溺愛世代下的港孩現況， 

建立品格教育的重要原則，及如何有效地堅持，才能培育出有品小孩。 

講座詳情  

題目：有管有教培育有品小孩 

日期：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賽馬會官立中學（九龍塘牛津道２Ｂ號） 

收費：全免 

詳情請參閱海報，或電 34118811 與林得志先生查詢。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3 Rogaine24」 （更新日期：08-11-2012）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3 Rogaine24」現正接受報名。 

活動日期：2013 年 1 月 26 至 27 日 

賽事項目：3 小時、6 小時、及 24 小時 

想挑戰自己，請立即報名參加！大會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2 年 12 月 7 日。 

如導師想由總部協助組隊參賽，請於 2012 年 12 月 3 日或之前與負責同工聯絡。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頁：http://rogaine.ayp.org.hk/live/zh/index.php。 

本會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處之一，誠邀各分隊鼓勵分隊中投考 AYP 的導師/隊員參加。 

如有疑問，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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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網大使年獎」頒獎典禮暨「我承諾」大型戶外活動 （更新日期：01-11-2012） 

香港海關和知識產權署將合辦「青網大使年獎」頒獎典禮暨「我承諾」大型戶外活動，提升社會大眾，尤其是青

少年朋友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 

該項活動將於本年 12 月 29 日於海洋公園舉行，除頒發獎項外，參加者可獲分發「知識產權保護傘」，並欣賞

精彩的表演節目。希望藉著這項活動，把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訊息更廣泛地向社會每一階層傳遞。 

活動的詳情如下： 

地點：海洋公園(頒獎典禮於海洋劇場舉行) 

日期： 201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至 10 時 30 分 

(頒獎典禮將於下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舉行，參加者可於下午 3 時起進入海洋公園) 

入場費：每人 100 元 

截止日期:11 月 30 日 

名額: 230 人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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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大地愛共行 2012「Sharity 四川服務之旅」 （更新日期：28-09-2012） 

過去數年，香港基督少年軍都有帶領來自不同分隊的隊員及導師前往四川進行考 察、探訪及交流等活動，並且

把從上帝而來的喜樂和關懷帶給四川的朋友。為讓更多隊員及導師體驗四川服務的經歷，今年 12 月 22 至 30

日將會安排 9 日 8 夜的 大地愛共行 2012「Sharity 四川服務之旅」。參加者不但可以考察四川名勝，更有到訪

當地教會及服侍當地人的機會。 

現在誠意邀請各位香港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及導師參與。由於名額有限，如有興趣請盡快報名。有關活動詳細資

料可瀏覽國際交流專頁或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2714-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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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招募遠足二級章實習學位 （更新日期：26-11-2012） 

本會向各分隊招募遠足二級章實習學位，供本屆遠足教練班學員進行實習，如 貴分隊欲開辦遠足二級章，並合

乎以下要求，可向訓練及拓展部申請安排實習教練。 

實習時段：2013 年 1-3 月 

實習次數：理論課約 6-8 堂，戶外實習 3 次(2 次 1 日, 1 次 2 日 1 夜) 

課程：遠足二級章 

隊員人數：不少於 8 人 

考核日期：2013 年 3 月 23-24 日(必須參與) 

參與是次遠足二級章之分隊，必須安排隊員參加 3 月舉行的總部考核，請各參與分隊留意及配合。 

如欲進一步了解是次實習安排事宜．請致電 3411 8811 與朱煜明先生或吳宇婷小姐聯絡。謝! 

 

導師黃昏退修營 （更新日期：21-11-2012） 

內容：通過退修的機會讓分隊導在繁忙的的基督少年軍的事奉中，與一班同路的導師互相分享、勉勵，反思重新

回應上帝的呼召，在基督少年軍服待的立志。 

日期：2013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9:00 

地點：馬灣挪亞方舟 

費用：$130 (包晚餐) 

對象：已完成 OBTC；及 

年資滿 3 年以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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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參加過總部舉辦的導師黃昏退修營之分隊導師 

名額： 50 人 

開班人數：15 人 

截止日期：2013 年 1 月 4 日 

備註：是次退修營為訓練嘉許章之要求 

  

 

創辦人章投考人及中期會議 （更新日期：17-11-2012） 

新一期創辦人章現正接受申請，各申請人必須出席是次會議，會議詳情如下: 

日期: 2013 年 1 月 14 日(一) 

時間: 7:30 

地點: 總部 

截止申請日期: 2013 年 1 月 4 日 

如對會議有任何查詢，請與發展幹事溫可立先生(STEVEN) 聯絡 

創辦人章申請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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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教練先修課程 （更新日期：15-11-2012） 

簡介：本課程專為有志成為本會步操教練之導師而設，課程著重於實踐，以中文步操書為教材讓學員重溫中級組

步操章之內容及動作。 

日期：2013 年 1 月 4, 11, 18, 25 日(星期五)及 1 月 13、1 月 27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7:30-9:30(星期五); 下午 2:00-6:00 (星期日) 

地點：荃灣聖十架學校 

對象：1. 長期服務年資達 12 年以上之本會註冊副隊長/ 隊長，如非註冊副隊長/ 隊長，請於報名時提供 OBTC

證書號碼/ 導師訓練資料；及 

2. 分隊中有教授中級組步操章經驗 

費用：$350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12 人 

學分：8 分(S1, 技能) 

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20 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陳汝康先生，2714 9253 

備註：1. 完成此課程及取得合格成績之學員可直接報讀「步操教練訓練課程」 

2. 導師請在報名時連同遞交「步操章教學實習證明」 

請下載步操章教學實習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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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教練覆修課 （更新日期：02-11-2012） 

日期：201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總部 

內容：讓遠足教練能更掌握香港地圖的方格坐標理論，利用現今軟件快速製作地形剖面圖 

對象：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名額：30 人 

費用；全免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備註：此覆修課可作為 AYP CRS 增值課程，請導師帶備有關之增值課程表格供負責同工 

   簽名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11 月 16 日 

報名：請按此填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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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亞洲華人體驗教育會議 （更新日期：17-10-2012） 

「第五屆亞洲華人體驗教育會議」將於本年 12 月在香港舉行，並由本會『臻訓

中心』及『香港歷奇輔導學會』共同主辦。是次會議主題為「回到最根本‧生命

影響生命」，盼望能在現今多變的活動中與大家回到原點，尋索體驗式教育的意

義，亦藉此讓兩岸四地歷奇輔導及體驗教育工作者的互動交流有一個正式及可持

續的平台。 

會議詳情如下： 

日 期： 2012 年 12 月 8 日, 早上 10 時 -2012 年 12 月 9 日, 下午 5 時 

地 點： 挪亞方舟 

內 容： 開幕禮、工作坊、晚會、閉幕禮、友聚空間 

演講嘉賓： 李德誠、高惠充、謝智謀 

有關報名及查詢，請電郵至 aceec@bbhk.org.hk 或致電 3411 8811 或與姚臻

穎或黎宛珊女士聯絡。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aceec.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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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08-10-2012）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2012 年 10-12 月將開辦以下課，歡迎各導師報名及查詢詳情： 

步操教練先修課程、集隊及程序設計課程、初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詳情請按此） 

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高空繩網一級及二級場地導師』培訓計劃 

（詳情請按此）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詳情請按此）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總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謝謝！ 

 

田徑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3-10-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2-13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田徑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 

田徑章之修訂主要是修改了備註部份。 

通訊章之修訂主要是作了一些字眼修正，及修去三級章(iii)錄影機、易錄系統-機能指令(G-Code)之原理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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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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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更新日期：03-10-2012） 

訓練委員會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由 2012 年 9 月起，中級組的專章紀錄將由每完成一個專章遞

交一次改為每個年度遞交一次，而遞交表格時段則為每年的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請各分隊自行下載「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 Excel 表，並參考「填寫須知及指引」，將隊員完

成專章的紀錄資料直接填在表上，存檔後於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電郵至 award@bbhk.org.hk 遞

交，請在電郵的主題註明「分隊隊號」及「遞交 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例：「999 分隊遞交

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所屬區之負責同工聯絡。 

下載： 

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2012-13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填寫須知及指引 

 

2012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滿額) （更新日期：29-09-2012） 

2012 年第 4 期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現已滿額。有意報讀之人士，可選讀 2013 年課程，而 2013 年課程將於 11 月

初公佈。 

 

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特別班 （更新日期：10-09-2012） 

為回應部份分隊對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的需求，總部特別在 10 月加開一期訓練 (BNCO 1204)，讓各分

隊報名參加。欲知更多課程資料，請按入，或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助理羅振烽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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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更新日期：18-08-2012） 

溫馨提示：訓練委員會曾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之「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過渡期將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屆滿，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遠足章必須由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教授，敬請各分隊切實執行。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18-08-2012） 

溫馨提示：訓練委員會曾於 2009-10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將小隊長導師(N.C.O. Trainer)納入教練委任系統

內，改名為「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而當時的小隊長導師必須遞交教練申請表並獲通過方能於 2010 年 9 月繼

續被委任。 

如有導師欲於來年繼續參與小隊長訓練但仍未遞交教練申請表，請細閱「教練委任申請須知」並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填妥教練申請表寄交總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教練委任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17-08-2012） 

訓練委員會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申請成為委任教練之時段增至兩個，除以往每年的 3 月 31 日，

導師亦可於每年的 9 月 30 日前遞交申請，唯於 3 月 31 日前申請並獲通過委任，方可在同年 7 月舉行之週年導

師日聚餐中獲頒教練委任狀。有關詳情，請細閱「教練委任申請須知」。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 

教練委任申請須知 

教練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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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書借閱事宜 （更新日期：04-07-2012） 

按訓練委員會早前所通過的議案，總部長遠會以電子版教材書取代 BB shop 售買的書籍，現時初級組白章的教

材書已售罄，總部正安排義工協助製作成電子檔案，而在電子版教材書製成前，如分隊需使用此書，可按總部借

用物資程序向制服團隊部同工借閱及自行影印。 

如有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執行手冊新修訂 （更新日期：04-07-2012） 

為配合三三四新學制及幫忙隊員完成 AYP 章級，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已作新修訂，當中主要新加入了內

容 6.5 至 6.7 項，歡迎細閱。 

目標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3-07-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目標章課程大綱。 

目標章之修訂主要是加入了基本繩結的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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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 （更新日期：25-04-2012）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定於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總部演講室進行。如欲投考，請填妥

創辦人章申請表格，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或以前 交回總部（傳真號碼：2761-3474／郵寄地址：土瓜灣樂民

新村 A 座地下）。如未能於上述日期前遞交表格，可留意下一期投考人會議通知，下次會議初擬 於 2012 年 12

月下旬進行。如對投考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溫可立先生聯絡。 

下載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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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名單 （更新日期：07-04-2012）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證書將於 7 月 8 日導師日聚餐內頒發，請各學員於 6 月 23 日前填妥「導師日聚餐出

席回條」以電郵(ugd@bbhk.org.hk)或傳真(2761 3474)方式寄回給總部，以便同事安排頒發證書之事宜。  

有關導師日聚餐之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有關證書之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活動工作員吳宇婷小姐聯絡。 

如欲知更多導師日聚餐資料，請瀏覽「2010-2011 年度導師日聚餐」專頁：( www.bbhk.org.hk/officersday/ )。 

以下則是：OBTC 證書頒發名單 

 

分隊參加總部中央考核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27-03-2012） 

按去年 8 月至今年 1 月分隊報考總部中央考核之統計數據，隊員的出席率是 45-90%，為免浪費行政資源及考官

的寶貴時間，請分隊為隊員報名參加考核前，先了解隊員能出席考核，方為其報考。 

如隊員於考核當日因事或因病缺席，請分隊於考核後兩星期內補交醫生證明或分隊信件以列明隊員缺席之原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鄭美婷女士聯絡。 

 

遠足章及海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0-03-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遠足章及海員章課程大綱。 

遠足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新了二級章實習要求(由一次一日遠足及一次兩日一夜之野營，改為兩次一日遠足及一次

兩日一夜之野營)及注意事項。 

海員章之修訂主要是修正了一、二級章實習部份的繩結名稱及在三級章中加入了認識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遠足章及海員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2012年12月舉行的遠足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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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08-03-2012） 

多謝各位支持，1202 期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現已滿額。有興趣報讀課程人士可選讀 1203-1204 期課程。 

課程時間表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08-03-2012）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2012 年 1-6 月課程已接受報名，歡迎各導師報名及查詢詳情。 

S1(技能) S2(社交) S3(基督教教育) 

『高空繩網一級及二級場地導師』培訓計劃 歌唱及遊戲應用課程 青少年查經技巧課程 

高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團隊動力發展課程 戶外崇拜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豐盛生命原則導師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五級樂理訓練課程   

以下是 OATC 課程資訊的 link: 

(請按此)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總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謝謝！ 

 

更改 OBTC1203 期單元一上課日期通知 （更新日期：24-02-2012） 

原訂於 7月 8及 15日舉行的OBTC1203期單元一課程, 由於分別與本會的週年會員大會及愛家庭活動開幕禮撞

期，單元一課程將改在 7 月 22 及 29 日舉行, 敬請留意。 

如欲查閱 2012 年各期 OBTC 的最新上課日期, 請按入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4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OBTC2012_timetable.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3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1&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theboysbrigade.hk/team/services_detail.php?id=52&classid=4&sortid=18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2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OBTC2012_timetable.pdf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 （更新日期：04-02-2012） 

為回應分隊導師的需求, 本會將於 2 月 15 日開辦一班「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導師訓練工作坊, 有興趣之導

師可填妥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並傳真回臻訓中心  

本活動共分為隊員訓練及導師訓練兩合個獨立內容，導師可按需要參加兩部份活動或其中一部份活動。有關活動

詳情可瀏覽以下資料： 

活動介紹、訓練大綱、參加回條、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分類紀錄卡、宣傳海報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Victor)先生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對換事宜 （更新日期：10-01-2012） 

為配合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獎章考核要求，本會已於 2010 年尾修訂了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並於 2011

年初舉行新修訂簡介會及要求所有新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導師及隊員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以了解中級組

專章及高級組獎章對換之要求及方法。 

由 2011 年 9 月 1 日開始，分隊隊員無論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或 2011 年 1 月 1 日後簽發紀錄簿，均必須

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所訂定的要求對換獎章，如隊員完成 AYP 銅章或銀章，請分隊填妥有關表格連同

紀錄簿寄交總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或發展幹事林子謙聯絡。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1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BB_%E9%82%80%E8%AB%8B%E4%BF%A1.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5%85%A7%E5%AE%B9.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E5%8F%83%E5%8A%A0%E5%9B%9E%E6%A2%9D.doc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E5%88%86%E9%A1%9E%E8%A8%98%E9%8C%84%E5%92%AD.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BB_%E5%AE%A3%E5%82%B3%E6%B5%B7%E5%A0%B104.jpg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0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8%A8%93%E7%B7%B4%E6%B6%88%E6%81%AF/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theboysbrigade.hk/form.php?classid=2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中央考核 （更新日期：05-01-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中央考核，即時

生效。 

體能章及游泳章的課程大綱均清楚列明其考核之準則及要求，分隊必須按其準則及要求進行考核，而訓委會則建

議分隊可邀請其他分隊有相關教授經驗之導師協助進行考核，以示公正。 

 

2012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29-12-2011） 

為了更有效讓透過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下稱:AYP)的隊員及導師了解其計劃之內容及

要求，凡申請參加 AYP 者，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詳情如下： 

日期: 2012 年 4 月 5 日(四), 7 月 4 日(三), 9 月 26 日(三), 12 月 27 日(四)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總部 

對象：新參加 AYP 之基督少年軍成員及於分隊中協助隊員進行 AYP 之導師 

服式：分隊戶外服 

備註：-AYP 紀錄簿將於「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參加者 

   -由於總部房間所容納的人數有限，講座舉行之時間會因應預計出席人數而作出調節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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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精兵體驗營 （更新日期：17-12-2011） 

是次營會講員為林建明上尉，為香港浸信教會會友，50 分隊前顧問軍官。現居英國， 為英軍現役軍官，曾駐守

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並身兼基督教雜誌《奇妙恩典》專欄〈上帝精兵〉及資訊〈特稿〉作者主領。透過現役

英軍軍官解說，認識軍隊架 構及文化，學習長官職責、禮儀、及相關知識，分享從軍反恐見證。詳情請按此。 

 

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8-1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 

風帆章: 主要是更新了對換證書的要求。 

通訊章: 主要是在二、三級中更新了一些多媒體通訊名稱，並加入了考核標準及備註。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風帆章或通訊章訓練則不受是次修訂影

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1-10-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 

創辦人章: 投考資格修訂 

安全章: 修訂前的安全章一級是可以"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對換, 但現在則不可以, 隊員完成由總部或分隊所舉辦

之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其程度只可豁免安全章一級章內的「ii 家居安全」項目；另需完成其他項目（包括：i 道

路安全及 iii 公共衛生教育項目），方可取得安全章一級章。 

自然章: 內容主要是加入了一些關於環保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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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然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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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9-08-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 

是次修訂主要是說明三個專章可同時間進行。請瀏覽(請按此)。 

另外，高級組獎章訓練大綱已上載至(請按此) ，歡迎瀏覽。 

中級組獎章附則修訂 （更新日期：04-06-2011） 

為配合早前訓練委員會通過之專章訓練大綱及各項新修訂要求，中級組獎章附則亦相應作出修訂，敬請分隊導師

留意。 

 

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7-04-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 

游泳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實習動作的要求及三級章編寫教案的內容。 

拯溺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各級別的課程範圍、考核標準、教練資歷及對換證書要求。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拯溺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2011

年 8 月舉行的游泳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

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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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暑期隊員訓練課程推介 （更新日期：18-03-2011） 

訓練及拓展部在 7-8 月期間舉辦以下隊員訓練課程： 

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 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 

國際知識章訓練課程  獨木舟一, 二, 三星訓練課程 

暑期步操章 2, 3 級訓練課程 B.Days Plan 2011 

野外定向(第一階段)訓練課程 藝術章訓練課程 

軍鼓一級章訓練課程 軍號一級章訓練課程 

風笛一級章訓練課程 

 

所有訓練及拓展部舉辦的隊員訓練報名表, 請郵寄至馬灣珀欣路 33 號挪亞方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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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導師課程推介 （更新日期：03-03-2012） 

訓練及拓展部在 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將舉辦以下導師課程，請按入"OATC 系列"： 

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 OATC 之課程報名表請寄交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總部)制服團隊部曾子峰先生

收。敬請留意! 

請按入 OATC 系列 

S1(技能) S2(社交) S3 (基督教教育) 

初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成功章導師手冊應用課程 靈修導向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帶領活動及解說技巧訓練課程 兒童基督教教育課程 

軍鼓初階訓練課程 

 

專章福音傳意訓練課程 

軍號初階訓練課程 

  

風笛初階訓練課程 

  

手力急救課程 

  

福音魔術課程 

  

高空繩網一級場地導師 

  

高空繩網二級場地導師 

  

禮儀及制服整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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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二, 三級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22-02-2011） 

總部將於 3 月開辦步操二, 三級章訓練課程, 如欲知更多詳情, 可按入 

 

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更新日期：17-02-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遠足章必須由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教授，而在這過渡時間(即由即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如分隊開辦遠足章，亦應盡量安排委任教練協助，

以確保進行遠足活動時之安全，請各分隊導師留意。 

而為讓分隊中協助進行遠足章之導師(非委任教練)能更了解進行遠足活動時之 注意事項及加強其對野外活動之

安全意識，訓練學校將於 6 月舉行「遠足章協助導師工作坊」，歡迎分隊導師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

另外，「遠足教練 覆修工作坊」將於 3 月舉行，歡迎各教練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7-02-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 

體能章之修訂主要為：1. 清楚解釋各項耐能訓練的動作要求；2. 調整各級之考核分數及計分表。 

運動員章之修訂主要為：1. 各布章之訓練時數改為不少於 6 小時(當中包括不少於一堂理論及一堂實習訓練)。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體能訓練及運動員布章訓練不受是次修

訂影響。2011 年 11 月舉行的體能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

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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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30-1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10-11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了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

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 

 

分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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