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5 年 12 月 2 日) 

總部消息 

第二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 （更新日期：02-12-2015） 本會獲邀請參與第二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推薦會內 18-30 歲的青年領袖參加。本屆邀請了陳智思先生GBS, JP、梁卓偉先生GBS 、袁莎妮女士 JP 、吳宗權先生、方力申先生、彭志宏先生等社會領袖擔任評審委員會。 計劃旨在獎勵及培育熱心社會服務的青年領袖，建立由青年主導、商界支持的領袖培訓及社會服務平台。著重參加者在社區服務往績表現和成就、當前和未來的規劃展示當前和未來的規劃展示、領導能力、溝通技巧、組織協調能力等。 凡獲本會推薦者皆可參加「社會領袖培訓計劃」，透過公司探訪、事業發展工作坊和「與CEO對話」的機會去體會不同的領袖魅力和影響力、如何計劃個人事業和策劃社會服務；學習團隊管理、市場策劃、公關技巧、危機管理等實用的在職技巧。 「海外社會服務之旅」得獎者更可獲$2000 獎金、獎座、及與其他來自其他青年團體的得奬者共同策劃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申請資格如下：本會 18-30 歲（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之隊員或註冊導師；具良好品格、領導力及溝通能力，積極參與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及社會服務；於 2014年 12 月至 2015年 11 月期間參與總部、區、分隊或社會服務時數達 70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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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服務領袖之特質），於 2015 年 12月 15日（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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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推薦最多三名合適的申請人。 計劃時間表：2015年 12月 21日 – 本會篩選面試       2016年 1-7月 -「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2016年 8月 19日 – 評選日                          2016年 9月 26日  -  頒獎禮                          2017 年第 2-3季 – 海外社會服務之旅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下載申請表格                 本屆計劃內容               上屆計劃剪影 分享：     
  



12 月 1日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02-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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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基督少年軍宣傳片正式出爐 （更新日期：16-11-2015） 本會早前製作簡短宣傳片，期望以輕鬆易明手法向普羅大眾宣傳基督少年軍造就小朋友成長的好處。歡迎大家於官方 YouTube(按此)及 Facebook 專頁(按此)上觀看，亦鼓勵大家將轉發給親朋友好，協助宣傳。 此外，由 11月 16 開始，影片亦會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戶外電視幕牆免費播放，期望未來有更多渠道向公眾宣傳基督少年軍。 分享：     
11-12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11-11-2015） 有關 11-12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分享：     
  



領取 2015 年銀、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之安排 （更新日期：06-11-2015） 各牧師、隊長、導師以及會內人士如未能於 10月 25 日「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內領取銀、銅名譽獎章及10年以上長期服務獎章，請於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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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行政助理朱海嫦小姐聯絡。 有關導師勳章/獎章的佩戴方法，可查閱《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3.獎章佩戴規則，第 26-31頁。 如導師佩戴兩個或以上的勳章/獎章，可選擇分別掛上合適位置，或把勳章/獎章進行接合工序(即縫合於同一金屬條，方便一併掛上)，BB Shop有提供勳章/獎章接合服務。如對上述服務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 9253 與BB Shop同工黃炬然先生聯絡。 接合服務價錢如下： 1) 接合 2 個勳章 + 2 個綬帶：$200 2) 接合 3 個勳章 + 3 個綬帶：$300 3) 接合 4 個勳章 + 4 個綬帶：$400 分享：     
  



《2014-15 年報》已經出版 （更新日期：02-11-2015） 2014-15 年報已經出版，歡迎大家瀏覽，亦鼓勵大家將年報轉發給分隊隊員、隊員家長、教會會友及少年軍友好，讓更多朋友了解少年軍事工發展。 2014-15 年報：請按此瀏覽 分享：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 （更新日期：30-10-2015）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經已出版。 歡迎大家瀏覽，亦鼓勵大家將 E-News轉發給分隊隊員、隊員家長、教會會友及少年軍友好，讓更多朋友了解少年軍事工發展。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請按此瀏覽 分享：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9-10-2015）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歡迎索取「同行誌」－55週年見證集 （更新日期：28-10-2015） 本會早前已向每支分隊送出兩本「同行誌」－55週年見證集，現尚餘一定數目供分隊索閱及送贈家長或社區人士，以協助推廣基督少年軍事工。如有意索取，請先向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2714-9253)登記數目及領取日期。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2015 （更新日期：23-10-2015） 本年度少友獎學金計劃申請表格已上載至www.bbhk.org.hk/sa，截止申請日期為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此計劃是特別為資助及獎勵基督少年軍隊員而設，隊員需在校內成績有明顯進步或持續地成績優異，在分隊內表現良好，並獲分隊隊牧或隊長推薦。 計劃詳情 (請按此下載) 申請表格 (請按此下載) 查詢：2714-5400 吳愷欣小姐(Agnes) 分享：     
  



委任陳鏡如牧師填補朱家俊先生於 2015-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之空缺 （更新日期：
19-10-2015） 有關撤除朱家俊先生的執行委員會成員資格後，按組織章程細則第 50條「執行委員會有權在任何時間並不時委任任何人出任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填補某臨時空缺，該填補某臨時空缺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該出缺職位未完結的任期...」。按以往慣例，執行委員會會考慮委任在該年度選舉中次高票數的候選人填補空缺。現執行委員會通過委任陳鏡如牧師(第 231 分隊隊牧及港島區區牧)填補朱家俊先生之空缺，其任期為 2015-2018 年度，即時生效。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2-10-2015） 為保障本會各分隊成員於集隊、參與各項戶外活動及總部舉辦之活動安全，總部每年均會代各分隊成員安排「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新一年度的承保期為 2015年 11月 1日至 2016年 10月 31 日止。所有已註冊導師及隊員皆可透過總部辦理上述事宜，費用為每人港幣 30元正。 投保範圍包括：投保人在分隊集隊、總部或聯合分隊所舉辦活動中引致傷亡或殘缺。賠償金額：死亡或殘缺最高為港幣 200,000元正，醫療最高為港幣 2,500元正。 總部已透過電郵通知各分隊隊長或聯絡人有關保險事宜，如欲申請，請填寫申請表格連同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少年軍」或「The Boys’Brigade, Hong Kong」)，於 2015 年 11月 15日或之前郵寄至總部會計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 zoe_lam@bbhk.org.hk與會計文員林靜婷女士(Ms. Zoe Lam)聯絡。各分隊仍可在此年度任何時段透過總部申請，詳情請參閱活動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 分享：     
  



本會導師接受恩雨之聲「恩雨同路人」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12-10-2015） 本會 3位導師接受恩雨之聲「恩雨同路人」節目訪問，分享個人生命見證，歡迎大家收聽：   受訪導師 播出日期 第 198 分隊 陳智偉先生 10 月 10 日（節目已播放，可按此重溫） 執委委員、第 88分隊 江俊華女士 10 月 24 日（節目已播放，可按此重溫） 第 231 分隊 陳鏡如牧師 11 月 7日 播放時間：逢星期六午夜 12 時 網上收聽：http://www.sobem.org.hk/radio_archive.php 分享：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5 年第三季 （更新日期：30-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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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本會臻訓中心接受 Face Megazine 訪問 （更新日期：25-09-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實習生接受 Face Megazine訪問，分享實習期間遇到的挑戰與體會。 歡迎大家按此閱讀 分享：     
2015 年 10 月 – 2016 年 12 月行事曆 （更新日期：22-09-2015） 有關 2015年 10 月 – 2016年 12月總部活動行事曆，請按此細閱及預留時間參與各項活動。  如欲了解更多，包括區活動及導師訓練，請按以下連結： https://www.google.com/calendar/embed?src=al59aihn4qvvlgc7q5qk3ehe68%40group.calendar.google.com&ctz=Asia/Hong_Kong  分享：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搬遷通知 （更新日期：22-09-2015）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已於 2015年 2月 1號搬遷，新地址資料如下： 新地址：紅磡差館里 21-27號富業大廈(商場)1樓 8室 電話：2362 9831 聯絡人：劉思萱師傅 分享：     
  



以琳書房提供優惠予本會會員 （更新日期：14-09-2015） 感謝以琳書房提供優惠予本會會員，以下是優惠詳情： 凡購買正價貨品滿港幣 500元或以上，出示香港基督少年軍證件，即享 9折優惠。 有效日期: 2015年 9月 15 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 以琳書房 : www.elim-hk.com  分享：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青少年制服團體義務領袖及青年義務領袖獎－恭賀本會委員
及導師獲獎 （更新日期：09-09-2015） 熱烈恭賀本會財務委員會委員、第 133分隊隊長談允中先生；訓練委員會委員、第 210 分隊隊長黃慧芝女士獲頒義務領袖嘉許狀及獎章，去年開始新增青年義務領袖獎，由第 3分隊副隊長司徒安怡女士；第 8分隊輔助導師蔣潔瑩女士獲得。 分享：     
  



BBShop 推出新銷售系統 （更新日期：08-09-2015） BBShop 將於 2015年 10月 1日起，推出新銷售系統。由現時付款購物後，才寄出正本發票或收據，提升為付款購物後，即發出正式收據(如超市購物類同)。 BBShop 將於 2015年 9月 14日開始試行新銷售系統，若分隊導師對此新系統有任何意見或查詢，請致電2714-9253 或電郵至 bbshop@bbhk.org.hk與 BBShop職員黃炬然先生聯絡。 分享：     
導師可佩戴紀律部隊及指定隊伍之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 （更新日期：29-07-2015）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4-15 年度第 6次會議(2015 年 7月 15 日)通過日後各導師可佩戴紀律部隊及指定隊伍之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生效日期為 9月 1 日。詳情可按此參閱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第 3.9 項：       各項導師勳章、綬帶及嘉許獎項。 分享：     
導師獎勵制度文件 （更新日期：29-07-2015） 導師獎勵制度文件已獲執行委會於 2014-15 年度第 2次會議(2014 年 11月 19日)通過修訂(按此查閱)，謹此通知。 分享：     
  



2015-16 年度執行委員會各職位互選結果 （更新日期：16-07-2015） 2015-16年度執行委員會芳名如下，請記念新一屆委員之配搭，求主賜下智慧、力量，保守各人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各展所長，帶領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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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啟森先生 司庫       ：金錫泰先生 辦事處聯絡員     ：李振光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馮肇彬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    ：黃定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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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聖華先生 其他委員      ：朱家俊先生、江耀龍牧師、林弘基先生、林惠燕女士、李振明傳道、 蕭智剛博士 * 上述各職位之任期由 2015 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8月 31 日止。 分享：     
  



婚禮指引 （更新日期：07-07-2015） 執行委員會已在 2014-15 年度第五次會議通過有關本會之婚禮指引，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敬請留意。 分享：     
本會接受香港電台「有你同行」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19-06-2015） 本會將接受香港電台家庭資訊節目---「有你同行」節目訪問，分享小綿羊品格培育事工的進展及成效。 歡迎大家收聽： 節目名稱：有你同行 (香港電台第五台) 日期：2015 年 6月 23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4:30-5:30 受訪者：本會駐幼稚園社工黎蔚燕、小綿羊隊員及家長 按此重溫：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5/standbyme_2011&p=5183&m=archive&page=1&item=100 分享：     
  



本會接受香港電台香江暖流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11-06-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將接受香港電台訪問，分享與資深義工一同服務年輕人的經歷與體會。歡迎大家當日收聽。 香港電台第五台 節目名稱：香江暖流 日期：12-6-2015(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節目重溫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5/elderly&p=683 分享：     
恭賀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得獎者 （更新日期：03-06-2015） 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於 6月 1日晚舉行了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頒獎典禮，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張烈文先生榮獲【生命事奉獎】，另五位同工(社會工作部部門主管何仕泉先生、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市場及銷售主任戴詩琳女士、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公關及籌款主任楊彩雲女士)榮獲【事奉優異獎】。本會謹此祝賀。 分享：     
  



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 （更新日期：03-06-2015） 為配合服務發展，執行委員會於 5月 20日(2014-15 年度第五次會議)通過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特此通知。 分享：     
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更新日期：27-05-2015） 

 早前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張明信片? 大家會否願意為我們 BB這個家一直承傳下去，讓我們 BB這個事工為更多迷失的青少年人建立一個愛與包容的家。你的點滴支持，將可以幫助更多的青少年人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另外在未來的一年，定期在每月的月初，提供 BB 制服系列的電腦卓面壁紙免費下載，大家可以登入http://www.bbhk.org.hk/monthlydonor 下載 分享：     
  



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更新日期：20-05-2015） 為保安緣故，總部將於土瓜灣辦事處安裝 24 小時閉路電視監察系統，謹此通知。 分享：     
2015-16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 更新 （更新日期：07-05-2015） 有關 2015-16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之細則及表格已更新，其中包括增加皮鞋資助，詳情請按此。 申請表 Q & A 分享：     
  



少友精品廊(BB Shop)更新備忘 （更新日期：14-04-2015） 1. 請盡量以支票或銀行轉賬支付貨款。支票抬頭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 / [Stedfast Association, Hong Kong Ltd] 或轉賬至：恒生銀行 298-8-131310 2. 請於不少於 3個工作天前訂購(填妥訂購表格並電郵bbshop@bbhk.org.hk或傳真 2761 3474)；如少於 3個工作天，或欲即時購買，精品廊不保證可如期辦理。 3. 訂購獎章或制服配件(不包括紀念品)，必須由分隊註冊導師簽署。 4. 訂購之貨品需於訂購日期起計 21 日內取貨及付款，如逾期，一律取消訂單。如需再訂購貨品，需重新遞交訂購表格。 5. 請取貨人即時點算貨品數量和檢查質素，如有問題請即時處理，精品廊不會在事後補發貨品。 6. 所有未經拆開或使用之貨品，可於 14 日內憑單退換其他呎碼貨品。逾期恕不接受退換。所有金屬章憑單保用 6個月，必須非人為損壞，才獲接受辦理。 7. 蓋上「臨時收據」印章的訂購表格只能作臨時收據用途，正式發票及收據，將於 14個工作天內寄予分隊。 8. BB SHOP辦公時間：星期一、二、四、五(10:00 – 13:00 & 14:00 – 17:30)；星期三(14:00 – 17:30 & 18:30 – 21:30)；星期六(09:30 – 13:3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9. 貨品價格或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精品廊保留最終決定權。 分享：     
  



總部及五區主要活動行事曆 （更新日期：25-03-2015） 為方便各導師在制定分隊活動及考慮參加導師訓練課程時在日期上有更好的預算，請登入總部行事曆http://goo.gl/igKqzZ，內裡已列出各主要總部活動，區活動，導師訓練課程等，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相關同工。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 （更新日期：22-09-2014） 本會開設不同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鼓勵大家登入及推介予隊員，有助掌握最新資訊： 香港基督少年軍官方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BoysBrigadeHK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https://www.facebook.com/bbhkugd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及離島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HKI?fref=ts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中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1594137049423/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517554356/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西及九龍西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33309756697717/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NNE?ref=br_rs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anchor.house.bb 分享：     
  



訂購制服團隊部 A4 SIZE「文件夾」 （更新日期：27-03-2014） 制服團隊部將於 4月 1日起推出文件夾以供分隊購買作招募及宣傳用途，奉獻價每個$3，最少需購買 50 個， 如欲訂購請填妥表格電郵至 ugd@bbhk.org.hk 或傳真 27613474。 查詢：2714-9253 (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 文件夾樣色 / 文件夾真實圖 / 文件夾真實圖 2 

 分享：     
  



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 （更新日期：06-03-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1月 21 日(2013-2014 年第三次會議) 中通過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按此)，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敬請留意！ 分享：     
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Q&A （更新日期：29-07-2013） 同工於出席分隊立願及頒獎禮時，常會見到一些普遍分隊會遇到的問題，而歸納了有關問題及情況，現製訂了一份「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 Q&A」，期望有助分隊在舉行立願禮或頒獎禮時能更加流暢及順地進行；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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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活動消息 

「校本幼兒品格教育及支援服務」研討會 （更新日期：02-12-2015） 本會社會工作部正發展一系列品格教育服務及支援服務，現訂於 12月 12日(星期六)舉辦研討會，招聚關注幼兒品格發展的專業及友好，共同商討有效培育幼兒品格的策略。 現誠邀  閣下或  貴校老師出席是次研討會，以了解本會在幼兒品格教育工作上之服務成效及發展，並給予    閣下之寶貴意見。研討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2月 12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號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副堂) 對象：幼稚園及幼兒園校長、老師、幼兒工作者等 名額：100人 費用：全免 (出席者將獲贈「小綿羊品格成長課程」體驗版乙份) 
題目： 如何在幼稚園推行校本模式品格教育 如何推動家長參與品格教育 介紹品格課程使用成效 介紹品格教育服務及支援服務 分享嘉賓：使用品格課程之幼稚園校長、老師、家長及社工 想了解更多關於研討會的詳情、相關品格教育、支援服務之內容及報名請(按此)。 



 

 分享：     
  



'我承諾‧青網大使年度頒獎典禮 （更新日期：25-11-2015） 我承諾‧青網大使年度頒獎典禮 ' 將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十五樓演講廳舉行，現誠意邀請各團隊員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服飾:冬季制服 備註:可計社會服務章時數 2小時。 報名: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分享：     
  



2016 年 1月 10日 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更新日期：25-11-2015） 本會將於 2016年 1月 10日 (星期日) 負責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現誠邀各分隊導師、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2016年 1月 10 日 (星期日) 報到時間：7:15 a.m. 活動時間：7:15 a.m. - 8:15 a.m. 完結時間：8:30 a.m. 地  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  象：現役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及初、中、高級組隊員 費  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12 月 5日 (星期六) 備  註：出席升旗禮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 (佩戴勳章，如有) 查  詢：請將報名人數資料電郵蔡茂敦先生 (電話：2714-9253 或電郵：chris_choi@bbhk.org.hk) 



 已報名分隊： 242 (10 位) 分享：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5-16」門票(分隊成員及其家長) （更新日期：24-11-2015）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5-16」(2015-16 Give A Day, Get A Disney Day)是由義務工作發展局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攜手合辦，計劃旨在推動香港市民服務社會，共建和諧社區。 符合以下條件，均可獲得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日免費入場門票乙張(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1. 於 2015 年 4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11日期間，本會之註冊導師及隊員如參與「5小時的總部服務(包括總部舉辦之大會操工作人員、出隊售買樂滿罐、步操比賽工作人員或區舉辦之活動工作人員等)及 5小時分隊服務」或 2. 於 2015 年 4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11日期間，隊員家長參與「分隊服務(包括協助帶領隊員參加總部或分隊活動) 達 10小時」；及 3. 填妥服務時數申報表並獲批核 對象：本會之註冊導師、隊員及家長(每位隊員只可連同一位家長登記) 名額：300個 (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登記：請填妥分隊登記表連同個人登記表一併電郵(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 
登記日期 服務計算時段 申報完成服務 領取門票日期 即日起至 2015年 12月 11日 2015年 4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11日 2015 年 12 月 11 日前 2016年2月2日後 



領取門票方法：填妥分隊確認服務申報表連同個人服務時數申報表一併電郵(ugd@bbhk.org.hk)、傳真(2761-3474)或寄交總部。所有門票，必須於大會指定日期前使用。 備註： 1. 大會要求，如非親自領取門票者，須遞交代領聲明書及出示其身份証副本方可領取門票，而為使確認過程 順利，建議分隊預早安排有關人士填寫。              2. 合資格領取門票者，可選擇捐贈門票予弱勢社群。 注意事項：按大會規定，參加本計劃之義工不可登記多於一個機構及只可領取一張門票，如發現義工於多於一個機構登記及領取多於一張門票，大會將保留追究權利。 下載：分隊登記表            個人登記表            分隊確認服務申請表            個人服務時數申請表 申請者必須由分隊或個人名義填妥以上 4張表格。 分享：     
  



2015-2016 年讀經運動正式開始 （更新日期：18-11-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2015-2016年讀經運動正式開始！本會希望透過讀經計劃，鼓勵隊員不但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並可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基督的教導，以達成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基督化的人格。是次讀經運動之詳情如下： 主題經文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七 24-25) 比賽經卷 馬太福音、士師記、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 (中級及高級組) 馬太福音、士師記、哥林多前書 (初級組) 讀經計劃的目標 透過讀經運動，鼓勵隊員不但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並可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基督的教導。 活動時間及地點 日期：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暫訂下午一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待定 



活動項目 
• （1）讀經獎勵計劃  ----- 分隊必需於 2016年 4月 30日 (星期四) 前遞交完成名單   
• （2）聖經網上問答比賽 ----- 分隊請於 2015年 12月 28日或前報名            
•     聖經問答比賽初賽  ----- 分隊請於 2015年 12月 28日或前報名，並於 2016年 3月 4日 (星期五) 前遞交「出賽名單」 
•     聖經問答比賽決賽  ----- 分隊必須於 2016年 5月 9日 (星期一) 前遞交「出賽名單」 
• （3）聖經演繹比賽  ----- 分隊必須於 2016年 3月 4日 (星期五) 前遞交報名表格 
• （4）聖經故事填色比賽 ----- 分隊必須於 2016年 4月 16日(星期六) 前遞交參賽作品 

          備註：凡參加項目（2）至（4） 必須參加項目（1），總部以 email形式傳送項目（4）材料給予參加的分隊 詳情請參閱有關附件: 
2015-16讀經計劃紀錄表(小幼) 
2015-16讀經計劃紀錄表(初) 
2015-16讀經計劃紀錄表(中高) 
2015-16讀經運動報名表格 
2015-16讀經讀經運動詳情及比賽規則 分享：     
  



青年對談 2016 （更新日期：18-11-2015） 本會將於下年 4月舉行「青年對談 2016」，希望分隊能預留時間出席。 

 日期：2016年 4月 2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突破中心(九龍佐敦吳松街 191-197 號) 嘉賓：陳江耀先生(現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前第 3分隊隊員) 對象：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 內容：嘉賓分享少年時在BB的軼事及法官的工作情況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聯絡發展幹事鍾寶茹女士 ***最新消息請留意 facebook 專頁 分享：     



「探索‧ All -In -One 」全智能訓練營 （更新日期：11-11-2015） 本會與挪亞方舟各營運機構將於在 2015年 12 月 28-30 日在馬灣挪亞方舟舉辦為期 3天的名為《「探索All-In-One」全智能訓練營》，內容.涵蓋人文 、科學 及歷奇 ；讓兒童在德、智體群美 等各方面 有不同的經歷 ，發掘創意及潛能， 發掘創意及潛能， 並啓發學習及探索的新思維。 啓發學習及探索的新思維。 啓發學習及探索的新思維。 日期：2015 年 12月 28－30 日 時間：3日日營（早上 10:00－下午 06:00） 對象：60 位, 9－12 歲兒童（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活動：戶外繩網、團隊訓練、鑽木取火、考古發掘、探索銀河、行星工作坊、 生態環保、音樂話劇、繪畫工作坊、餐飲禮儀、曲奇餅製作 營會片段：https://youtube/CtYrwqKemjA 地點：馬灣挪亞方舟 交通：營會將安排旅遊巴於港鐵青衣站接送參加者 集合地點：青衣站 C出口地下 去程：早上 09：30 回程：下午 06：30 



費用：原價：港幣 1,500（包括活動、午餐及交通）;    優惠價：港幣 1,280（於 2015 年 11月 14日或之前報名） 截止報名：透過本會報名者, 請於 2015年 11 月 30日或之前致電 3411 8517向徐小姐登記，如為低收入群體，可嘗試申請學費資助。(審批結果將個別通知申請人) 查詢：3411 8517, Karen Tsui (徐小姐) 宣傳單張              營會日程(暫定) 分享：     
  



隊牧 / 副隊牧交流會 （更新日期：10-11-2015） 日期：21/1/2016 (四)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 香港宣教會恩浩堂        (旺角彌敦道 788-790號利美大廈 3A / 太子港鐵站 E出口步行 2 分鐘) 服飾：便服 內容： 1. 反思隊牧的使命和角色  (講員：謝志堅牧師) 2. 重溫重要禮儀  (講員：李振明傳道) 3. 交流實踐經驗 4. 彼此禱告守望 講員簡介： 謝志堅牧師 55 分隊(新希望浸信會)隊牧、服務香港基督少年軍二十多年，曾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及九龍中區區牧 李振明傳道 261 分隊(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隊牧、服務香港基督少年軍十多年，曾任 96分隊隊牧，現任執行委員會委員、分隊工作委員委員、香港島及離島區區委員 查詢：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2714-9253) 報名：按此 分享：     
  



2015-2016 讀經運動簡介會暨祈禱會 （更新日期：06-10-2015） 2015-2016 讀經運動簡介會暨祈禱會, 已於 29/09晚上於總部順利舉行, 現附上當日有關資料, 分隊可以自行查閱, 謝謝! 讀經運動簡介會暨祈禱會 分享：     
2015-2016步操比賽號令修訂 （更新日期：05-09-2015） 步操比賽籌委會已分別在主席盃及會長盃號令上作出了修訂，修訂內容如下： 主席盃：更正了 7g 項的 RETIRE 會長盃：修訂了 7a 項的號令 附件：2015-2016 年度步操比賽主席盃號令修訂版    2015-2016 年度步操比賽會長盃號令修訂版 2015-2016年度步操比賽號令將以上述修訂版為準，敬請分隊留意。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分享：     
  



2015-2016 年度總部步操比賽 （更新日期：13-07-2015） 2015-2016年度總部 (會長盃及主席盃) 步操比賽，將於 2015年 12 月 13 日 (星期日) 假第 231 分隊東涌靈糧堂舉行。而各區步操比賽將於 2015年 11 月期間舉行。 為了讓有興趣參與分隊更掌握步操比賽的安排，總部將於 2015 年 8月 17日 (星期一) ，晚上 7:30 在總部舉行步操比賽的簡介會，詳細解釋比賽號令、步操動作、比賽細則及注意事項 ，歡迎各有意參賽之分隊派出導師出席。 有關今屆步操比賽資料，可以瀏覽下列附件： 賽事細則及注意事項 2015-2016年度步操比賽報名表格 分隊聲明(附件)適用於兩支或以上分隊填寫 主席盃比賽號令 會長盃比賽號令 如有查詢，總部步操比操請致電 2714-9253聯絡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區步操比賽請聯絡各區發展幹事。 分享：     
愛。家庭運動 2015 （更新日期：24-06-2015）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贊助，舉辦「愛家庭運動 2015」推動家庭核心價值。是年度主題為「讓家庭變得有愛」。 詳情請登入 http://www.bbhk.org.hk/lovefamily 分享：     
  



訓練消息 

2015 年第二期遠足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02-12-2015） 已更新 2015 年第二期遠足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二期遠足章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軍樂隊課程 -風笛初階、風笛中階 （更新日期：26-11-2015） 

軍樂隊課程 - 軍樂訓練 軍樂隊將舉行風笛初階、風留中階 課程。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料如下: 風笛訓練    分享：     
2015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資料 （更新日期：25-11-2015） 已更新 2015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五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筆試)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遠足教練覆修課 （更新日期：20-11-2015） 

危機處理 日期：2015 年 12月 2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總部 講者：黃進展先生 內容：當隊員於遠足考核時迷途，教練又未能接觸到被困隊員時, 如何回應隊員家長的提問(*更正) 對象：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名額：30人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費用︰全免 服式：總部或分隊 T恤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按此填妥表格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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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30 日 
法律責任與保險 日期：2015 年 11月 26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總部 講者：曾發權大律師(香港基督少年第 163 分隊副隊長) 



內容：戶外活動的法律責任 對象：本會委任之遠足教練 名額：30人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費用︰全免 服式：總部或分隊 T恤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按此填妥表格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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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去年已參與此覆修課之導師不用再次參加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11 月 9日 分享：     
  



2015 年第三期露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更新日期：18-11-2015） 已更新 2015 年第三期露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三期露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11-11-2015）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高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更新)、導師黃昏退修營、山野領袖證書課程 其他訓練課程(BBTC) 
Jim Cain Experiential Learning Workshop(更新)、EQ品格導師培訓日、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新) 教練訓練課程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分享：     
  



全港高級組聯合集隊日 （更新日期：30-10-2015） 目的：聯誼(凝聚關係)、交流(信念技巧)、分享(愛與關係) 日期：2016年 1月 1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 至晚上 9:00 (報到時間為下午 2:30 至 2:45) 地點：播道書院 - 將軍澳至善街７號 (港鐵將軍澳站,A2出口) 對象：高級組隊員及負責高級組之導師 (同時歡迎對高級組發展有興趣之導師出席) 服式：冬季制服(請帶備一套分隊戶外套，以便進行活動時替換) 名額：50名 費用：全免 (自由奉獻) 查詢：請與制服團隊部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按此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12 月 21 日 備註：大會將提供晚餐予參加者享用，如有個別食物需要(如對個別食物敏感)，請於報名時註明。 分享：     
  



2016 年聯考安排事宜 （更新日期：20-10-2015） 已更新 2016年聯考安排事宜, 請按此查閱, 如有查詢, 請致電 2714-9253 與蔡茂敦先生聯絡, 謝謝! 分享：     
2015 年第五期及 2016 年第一期之步操章中央考核安排 （更新日期：19-10-2015） 新修訂之步操內容將於 2016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而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6月為過渡期。2015年第五期及
2016年第一期之步操章中央考核均接受以 2005年版中文步操書及 2015年版步操手冊之內容報考，唯分隊必須在考核申請上註明以哪一版本報考。由 2016年第二期之步操章中央考核開始，將全面使用 2015年版之步操手冊作為考核內容，敬請留意。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總部則鼓勵分隊盡量以 2015年版步操手冊教授步操章) 有關申請表格如下： 中級組 高級組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13-10-2015）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星期三) 截止申請，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創辦人章，請於截止日期前遞交表格。請投考者必須出席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在總部舉行創辦人章簡介會。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Godly Play:基督教兒童培靈分隊體驗坊 (BBTC-15GOP1) （更新日期：31-10-2015） 簡介：「我們相信孩子不是白紙；為何創天造地的上帝會創造白紙？」 本活動讓隊員親身體驗一套以神為主導、靈性為核心、聖經為基礎、兒童神學為起點、恩典/玩樂/無限想像為動力、導師為傳道者 Storyteller和守望者Door Person、神聖故事/耶穌比喻/禮節儀式/安靜默想為教案與及非語言資源(如創意、藝術、道具、筵席等)為工具的整全和持續(2 至 12 歲)兒童信仰栽培系統–Godly Play (www.godlyplay.org.uk)。導師將見證一套鑽研超過 40年的兒童培靈藝術(不單是方法)，反思如何適當運用空間、時間、關係和語言，引導孩子自行尋求及親近神，經歷真確的靈性陶造和成長。教案內容可配合分隊靈修、崇拜或基督教教育的進度，亦會安排導師分享時間。 對象：小綿羊、幼級組或初級組 名額：每課節 8 至 20名隊員及不多於 3名導師 (少於 8名隊員即取消) 地點：香港基督少年軍大埔訓練學校 日期/時間：請在以下時間選擇其中一節(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A1: 2015 年 10月 31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A2: 下午 2:30-5:30 B1: 2015 年 11月 7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B2: 下午 2:30-5:30 C1: 2015 年 12月 5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C2: 下午 2:30-5:30(取消) D1: 2015 年 12 月 12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D2: 下午 2:30-5:30 E1: 2016年 1月 2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E2: 下午 2:30-5:30 F1: 2016年 1月 9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F2: 下午 2:30-5:30 



G1: 2016年 3月 5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G2: 下午 2:30-5:30 H1: 2016年 3月 12日(星期六)上午 9:30-12:30; H2: 下午 2:30-5:30 費用：$400/ 節 (包括教練費及材料費)    (原價$2000/節，部份費用已由基金資助) 教練：馬勵勤先生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會友；美國兒童神學中心及英國 Godly Play培訓師學院合資格導師及培訓師，曾於英國劍橋神學協會及安格拉亞魯斯堅大學修讀兒童神學及靈性牧養。加拿大卑詩大學心理學學士及戲劇學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東西方戲劇研究文憑，英國倫敦大學皇家中央演講及戲劇學院戲劇及形體動作治療碩士；英國醫療及護理專業局註冊藝術 (戲劇) 治療師，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特約講師 (戲劇創作及表演藝術)，衛道神學研究院 (藝術、遊戲、歷奇、營會事工、遊戲治療) 客座教授。自 2006年投入明道社聖經精讀團契。馬 Sir現時是澳洲以外，亞洲第一位與及唯一的Godly Play培訓師，亦是 Godly Play Hong Kong的創辦人；除了於兒童崇拜、少青主日學、短宣探訪、藝術治療及基督少年軍生活實踐 Godly Play之外，亦以 Godly Play主領不同教會、學校或機構的退修。） 查詢及報名：2714-9253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 截止報名日期：該課節前兩星期 備註：不得遲到或早退，穿分隊戶外服(BB T-shirt)；請導師留意及配合兒童培靈操守 報名表：  分享：     
  



軍樂隊課程 - 軍樂訓練 （更新日期：09-10-2015） 

軍樂隊課程 - 軍樂訓練 軍樂隊將舉行各項軍樂訓練，包括軍號、軍鼓。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料如下: 軍樂訓練   分享：     
步操手冊新修訂比對表 （更新日期：30-09-2015） 新修訂之步操手冊已於 BBshop發售，每本售價為 35元正。 請欲了解 2005 年版中文步操手冊及 2015 年版步操手冊之修訂比對，請按此。 如有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2015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09-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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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而為方便分隊隊員參加，由 2015 年開始，將會安排在不同地區進行迎新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10 月 13 日(二) 12 月 17 日(四) 時間 晚上 7:30-8:30 地點 第 82分隊隊址(沙田平安福音堂 沙田瀝源街 7號沙田娛樂城 1樓 B) 暫定 北角/炮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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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分隊請於迎新會舉行前最少 3天通知負責同工確實出席人數，以便安排 (沒有報名之出席者將有可能被安排在其他時間參與迎新講座及不能於講座當日派發 AYP紀錄簿) 備註：-分隊應預早為參加者申請AYP紀錄簿，紀錄簿之簽發日期為總部收妥申請資料之日期，唯紀錄簿須安排於「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出席之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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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必須準時出席，遲到者將不獲安排參加講座，並需於下一期再次報名參加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2014-15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更新日期：3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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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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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間電郵至 award@bbhk.org.hk 遞交。 (如分隊於去年曾遞交「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並已獲同工電郵確認有關表格，分隊便可繼續用該份表格填寫 2014-15 年度的隊員專章紀錄，但為方便同工檢視資料，導師請用不同顏色的字體填寫紀錄。) 總部將於同年 12月 31日前完成處理有關表格。請在電郵的主題註明「分隊隊號」及「遞交 2014-15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例：「999分隊遞交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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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2014-15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填寫須知及指引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截止 （更新日期：22-07-2015）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 課程簡介 此課程旨在讓有志於投入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並有計劃於分隊擔任隊長/副隊長官階；或有系統認 識基督少年軍之人士而設。 課程內容 課題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禮儀及導師制服 2015 年 8月 15 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小綿羊組別及運作模式 基本步操知識 小綿羊品格培育 2015 年 8月 16日(日) 下午 3:00-6:00 分隊實務體驗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1月 隊內實習 訓練營及結業面見 2016年 1月 16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7月 13日或額滿即止。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參加者資訊 （更新日期：16-06-2015） 

金章級團體生活科體驗營: 尋訪「魚」「米」的足跡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會舉辦，為期 5天的團體生活科體驗營將於 2015 年 7月 31 日至 8月 4日舉行。今次的體驗營將以本土文化為主題，讓參加者可以親身走進客家人、圍頭人及蜑家人的生活，從衣食住行全方位了解他們的文化。(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7月 2日) 活動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www.ayp.org.hk/ch/3-activity.php#RP_camp。 
金章級康樂體育科第二組活動--體能測試之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康樂體育科科委員會將於 2015年 8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7:00 於香港培正中學（地址：九龍培正道二十號）舉行金章級康樂體育科第二組活動－體能測試之評核。  有意在該日進行評核的金章級參加者，請於 8月 10 日（星期五）前將有關資料（參加者姓名、活動項目及已接受的訓練時數）電郵至ayp@bbhk.org.hk；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注意：參加者必須在評核前完成最少 12分的訓練方可接受評核。(訓練計分方法：每參加半小時一節的活動，可得一分；一小時一節者可得二分。每週分數不可超過二分；或每兩週不可超過四分。)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5AYP1) 本執行處將於今年8月開辦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讓有志於完成AYP金章之導師、隊員參加。 理論課 日期：2015年 8月 12 至 9月 23日、10月 14日、11 月 4至 12月 23日、2016年 1月 6日及 4月 20 日(逢



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5 年 9月 5日、9月 18(晚)至 20日、10 月 2(晚)至 4日、11月 21 至 22 日、12月 4(晚)至 6日及12月 31至 2016年 1月           3 日；(後備實習日期：2015年 10 月 30(晚)至 11月 1日及 2016年 1月 9日至 10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6年 3月 25至 28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8-23 歲有志於完成 AYP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分隊導師或隊員(參加者必須已參加 AYP 計劃，並持有計劃紀錄簿) 費用：$450 名額：18 人 開班人數：12 人 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參加者需連同課程報名表、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費用及家長同意書(只適用於 18歲以下人士)交回總部，           方獲接納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月 22日 備註： 1. 參加者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並達到課程要求（如：旅程計劃書、日誌和報告     等），經教練按個別學員之表現評核後，方獲教練簽署確定完成訓練及推薦參加由 AYP總會安排之金章級野外     鍛鍊科評核。 2.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課程所需之器材用品。 3. 有關 AYP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要求及參加資料，可瀏覽AYP網頁 (http://www.ayp.org.hk/ch/6-scheme.php)。 
2015 年金章頒獎典禮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5年金章頒獎典禮將於2015年12月舉行，如分隊有隊員已完成金章級之要求，請於 2015年 7 月 6日或之前將其金章完成通知書連同 AYP紀錄簿寄交本會制服團隊部；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2015 年(下半年)之宣傳海報 （更新日期：12-05-2015） 如分隊欲向弟兄姊妹宣傳或邀請其報讀「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可(按此)下載 2015 年(下半年)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宣傳海報，並鼓勵分隊於所屬教會或機構內張貼以作宣傳之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梁恩橋(Florence)聯絡。 分享：     
報考中央考核步操章事宜 （更新日期：25-03-2015） 由 2015 年第一期中央考核步操章開始，分隊可以路試日期為計算點為隊員報考步操章考核，唯路試考核日期需與前一級完成日期相距最少一年。 **例子：隊員於 2014 年 5月 25日完成步操章一級，分隊可為該隊員報考 2015 年 5月 9日的步操章二級筆試、如筆試合格、便能參加 2015 年 7月 5日舉行的步操章二級路試。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事宜 （更新日期：19-08-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的會議中接納訓練委員會的建議，在中級組專章內新增「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而分隊工作委員會亦已制訂獎章樣式及配戴方法。 此章分為兩個級別，分別為： 1.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銀章（供完成基本小隊長課程(BNCO)之隊員佩戴）；        2.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 (供完成深資小隊長課程(ANCO)之隊員佩戴)              日後在總部或區舉辦的小隊長訓練課程中取得合格成績者，將可獲頒訓練證書乙張及小隊長訓練章乙個。隊員只可佩戴最高一級的獎章，即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者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可配戴，總部設寬限期供隊員購買，至 2015 年 2月 1日各合資格隊員必須配戴。 佩戴方法：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金/銀)必須扣於獎章套最低一行的中間位置。(如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則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 (詳情可瀏覽：獎章佩戴規則) 



  領取方法： 凡參加 2014 年各區舉行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並獲合格成績者，由 2014年 8月 20 日起至 2015年 1月 31 日止可憑證書副本，前往 BB Shop登記免費補領取小隊長訓練章乙個（BB Shop將按隊員在 2014年簽發的證書級別，給予所屬級別的專章）。如隊員持有 2014 年以前簽發的小隊長證書，可按補購方法向 BB Shop補購獎章。 補購方法： 1. 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 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年 8月 20 日起可連同證書副本，向 BB Shop 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 2. 非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 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非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 年 8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1月 31日止連同證書副本，可向 BB Shop 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由 2015年 2月 1日起，BB Shop將不會售賣小隊長訓練章予任何非現役中級組隊員。 註：非現役的中級組隊員不可將此章佩戴在制服上。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更新資訊) （更新日期：12-08-2014）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更新時間表已上載於總部網頁，詳情請到 http://www.bbhk.org.hk/company.hqassessment 查閱。 分享：     
獲頒各組別服務獎章資格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3-04-2014） 按訓練學校所規定有關獲頒服務獎章的資格，隊員必須考獲該組別之獎章要求，才可獲頒發服務獎章，如下： 小綿羊：隊員如考獲各個探索章之三級*，獲頒之小綿羊服務銅章可佩戴於幼級組、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幼級組：隊員如考獲各個體驗章之三級，獲頒之幼級組服務銀章可佩戴於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初級組：隊員如考獲成功章金章，獲頒之初級組服務金章可佩戴於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中級組：隊員如考獲白肩索資格，獲頒之中級組服務章可佩戴於高級組制服上 *如導師持有本會於 2012年 9月出版的「小綿羊導師手册」，由於印刷錯誤，請自行更正第 26 頁"隊員如考獲各小綿羊探索章的二級(改為"三級")，於幼級組時可獲頒服務銅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獎章教材及資源共享 （更新日期：09-12-2013） 為達至「資源共享」的目標，總部網頁設有「教材及資源下載」供分隊參考及使用。現時，提供之教材資料包括小綿羊導師手冊、初級組成功章導師手冊、中級組田徑章及興趣章(繩藝)。 總部亦會繼續不定期將教材資料上載至網頁，歡迎分隊參考及使用。 現誠邀分隊，如有任何自製的各級獎章教材，歡迎提交至總部，共享資源。 (為鼓勵分隊分享資源，如提交之教材獲總部確認並上載至網頁，分隊將可獲贈 50元 BB shop 禮劵乙張。)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課程大綱 （更新日期：04-09-2013）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已於 2013 年 9月 1日正式生效，分隊可按專章之課程大綱要求教授隊員，如導師對此專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