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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榮幸邀請了時任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張烈文先生（現為主席）擔任「小隊長訓練課程結業會操」檢閱官，並頒發「最優秀隊員」

予各期表現最佳的受訓學員。與去年一樣，是次畢業會操由創辦人章投考人及該期深資小隊長學員全力負責統籌，本會亦邀請學員的家長

親手頒發證書予子女，讓家人見證學員過去的訓練成果，分享學員完成課程的喜悅，對學員過去的努力表達認同及支持。

2013年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首次以畢業會操的形式進行，當天共有55位畢業學員出席會操，並

榮幸邀請了時任訓練委員會主席張啟森先生（現為司庫）擔任「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

操」檢閱官。導師們完成訓練課程，裝備自己，預備投身於分隊中服侍兒童及青少年。

2013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畢業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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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假九龍民生書院舉行。今年共有160名導師

及60多名中級組隊員畢業，約400位導師、隊員、家長及來賓出席典禮，分享畢業學員的喜悅。

2013年 小隊長訓練課程結業會操

                                導師基本課程畢業會操2013年 小隊長訓練課程結業會操

                                導師基本課程畢業會操     2013年 小隊長訓練課程結業會操

                                                 
         導師基本課程畢業會操          

活動
花絮

公關及籌款幹事    楊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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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活動

是年度導師日聚餐於2013年7月14日順利舉行，感謝各位導師

踴躍參與！當晚聚餐一共筵開45席，共約600位嘉賓、導師、隊員

及同工出席。大家的參與足證各人對基督少年軍運動的支持。

2013年週年會員大會於7月14日假君好海鮮酒家舉行。當日共145位基本

會員及45位普通會員出席。

2013至2016年度執行委員會選舉共發出選票1,368張，並收回546張，其

中有效選票529票、作廢選票15票、棄權選票2票。

發展幹事   林子謙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陳美珊

發展幹事   陳汝康

早前分隊工作委員會和訓練委員會商討跟進「中級組優化研究小組」的報告書，其中一項工作是再深入訪問分隊及舉辦推介會，

推介會已於6月20日完成，並有來自51支分隊共105名導師出席。會後我們整理當天的重點資料，並回應導師的訴求，製作時間管理的

參考教材。以上資料已上載本會網頁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2012-2013年度導師日聚餐

週年會員大會

獲選名單如下：

馮肇彬先生270票      

馮聖華先生250票      

金錫泰先生247票      

張啟森先生237票      

林弘基先生236票

2013年

「優化中級組 Good Practice推介會」



發展幹事   溫可立

發展幹事   鄭美婷

心 根

國際義工服務活動計劃 IVS Program

同 同

同心同根萬里行2013於7月22日至30日舉行。今年有19名隊員及2名導師，來自10支不同的分隊

合共21人參與。這次交流活動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青年部協助統籌和聯絡，

並獲得民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參與團員來自13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合共

270多人，一同浩浩蕩蕩前往北京及內蒙兩個地方。參加者於交流團中走訪兩地各個名勝古蹟：長城、

黃河、國家博物館、人民大會堂等，並列隊於天安門廣埸參與「相聚國旗下」升旗禮，與國家副主席

李源潮會面，並入住蒙古包，體驗遊牧民族生活。

一行15位導師及隊員於7月20-30日遠赴印尼參與『香港

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國際義工服務活動計劃』。

感謝天父保守是次旅程，十天的行程分別探訪了四支印尼

分隊 � 耶加達第1分隊、第10分隊、三堡壟第1分隊及梳羅第1

分隊，並參觀了多間教會及於托兒中心、孤兒院進行服務，包

括進行魔術表演、步操表演、英文話劇、介紹香港及香港基督

少年軍。各隊員很努力地作出精彩表演，希望能將天父的愛帶

給當地的民眾。

花絮
活動

萬� 里� 行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   陳美珊

去年，我們在偶然的機遇下得聞在九龍區有一塊空置的社區用地，雖經

過多方聯絡及向有關政府部門遞交建議書；並收集接近15,000個簽名遞交予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希望爭取政府支持。唯最終本會並未能成功申

請該地建立新總部。

雖然新總部的申請一直折折騰騰，充滿波折，但我們從未輕言放棄。我

們於2013年6月7日與政府官員包括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傅小慧女士於政府總

部再次進行會議，本會出席代表包括新會址發展委員會委員(李炳光牧師、吳

振智牧師、蘇以葆主教、張烈文先生、黃承香牧師、曾家石先生)及總幹事團

隊 (吳淑玲女士、李志輝先生、陳美珊女士)。

會議中我們陳述本會發展的需要，特別陳明地方不敷應用及缺乏訓練場

地，我們認為空置校舍較適合作新總部，因校舍有操場、課室、禮堂等設

施；而交通方便亦為重要，因我們的服務對象來自港九新界。會議最後的結

論是，局方應允協助尋找可行的空置校舍或合適場地。

相信大家仍記得我們於去年大會操進行「新總部籌建計劃啟動禮暨誓師

儀式」，雖然新總部一事仍未落實，但鼓勵大家繼續代禱，願神繼續開路帶

領；亦鼓勵大家繼續積極參與「一人一錢罌計劃」，讓我們儲備充足經費，

隨時準備迎接新總部計劃的挑戰。

活動詳情：

『凝燃愛』的訊息： 

凝聚力量 燃點生命 愛不止息 

公開售賣日期：

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 

售價： 

每張『凝燃愛券』售港幣$10

善款用途：

籌募本會「服務發展經費」

支持方法：

1.分隊認購「凝燃愛券」，導師和隊員向親友銷售。

2.參與「凝燃愛大行動」，於指定日子擔任義工，協助外出銷售「凝燃愛券」。

花絮
活動

公關及籌款幹事   楊彩雲

在6至7月期間，我們一共進行了10個晚上的

月捐呼籲，共15名委員及32名同工參與月捐呼籲行

動，致電給所有分隊導師，呼籲大家參與月捐，以

行動支持本會事工發展；並在導師日聚餐中舉行獻

心會，鼓勵同路人為本會事工祈禱、與教會分享本

會的需要。

感謝主！經過一輪呼籲後，現已有超過200人

參與每月捐款計劃。雖然與目標人數和金額仍有距

離，但參與人數有超過5倍增長！感謝大家的支

持，請繼續為總部各項事工發展及財政需要禱告。

月 捐 呼 籲 行 動

參與每月捐款計劃。雖然與目標人數和金額仍有距

新總部最新進展

第 六 屆 「 凝 燃 愛 券 」籌 款 活 動

分隊報名及領取「凝燃愛券」：

制服團隊部 發展幹事

Tel: 2714 9253 | Email: ugd@bbhk.org.hk

Website: www.bbhk.org.hk/charityticket

公關及籌款助理   吳愷欣

特別鳴謝–優惠券贊助：(名單以英文字母排序)



為青年‧灑汗水

55週年紀念品隆重登場！ 

香港公益金資助機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

Wisegiving 慈善機構

˙請用劃線支票郵寄本會，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或「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

˙亦可將現金直接存入：匯豐銀行「411-687858-838」，並寄回入數紙，以便本會寄發收據。

（請勿郵寄現金，奉獻$100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作為免稅之用途。）

慈善機構（稅局檔案編號：91∕511）

支持我們 www.bbhk.org.hk/support_us

花絮
活動

動向
少年軍

為慶祝香港基督少軍成立55週年，BB Shop又一系列全新產品：金屬胸章、

布胸章、16GB USB、明信片、間尺、磁貼、CAP帽、SLIM CUT POLO恤等…紀

念品均印有55週年專屬Logo及限量發售，並將於大會操首次亮相，各位BB人，

勿錯失良機！

公關及籌款幹事   楊彩雲

公關及籌款助理   吳愷欣

減廢成效 週年感恩會
本會轄下臻睦中心�土瓜灣服務站於2013年6月20日舉行「減廢成效 暨 週年

感恩會」，除紀念臻睦中心成立一週年外，更藉此感恩，中心回收塑膠重量不斷

上升。本會非常榮幸邀得環保處環境基建科減廢及環保園組首席環境

保護主任黃棟剛博士、九龍城區議員兼任九龍城區食物及環境衛生事

務委員會主席黃以謙議員、大埔環保會行政總裁邱榮光博士及本會執

委會副主席張烈文先生擔任活動主禮嘉賓。

臻睦中心致力在區內提倡簡約生活，建立資源回收再用；並藉

一系列推廣及教育，讓環保回收成為區內居民生活的一部分，真正實

踐綠色生活。

海陸空達人挑戰賽將於2013年

12月8日於馬灣挪亞方舟舉行，期

望透過海上冒險、陸上任務、空中

挑 戰 ， 讓 參 加 者 發 揮 團 隊 合 作 精

神，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挑戰。

活動現正接受報名，誠邀各分隊踴

躍報名。

日期：2013年12月8日 (星期日)

時間：10:00–17:00

地點：馬灣挪亞方舟

內容：海上冒險、陸上任務、空中挑戰

善款用途：籌募本會青少年服務發展經費

名額：3–4人一隊，每組別最多50隊

截止報名日期：2013年11月15日

活動網頁：http://anchorchallenge.bbhk.org.hk

會計主任    湯惠賢

暨

布胸章、16GB USB、明信片、間尺、磁貼、CAP帽、SLIM CUT POLO恤等…紀

BB Shop

想知道更多55週年紀念品的詳情？快到BB Shop網站！還有更多精品等著你！
(http://www.bbhk.org.hk/bbshop )
(Facebook: www.facebook.com/BoysBrigad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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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項目

政府及公益金津助 
(制服團隊部事工)

活動及培訓事工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
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一次性活動基金資助*

捐款及籌款活動 

會費及其他收入 

$              %

923,550

4,199,041

1,415,820

1,929,128

1,240,481

302,977

9.23

41.94

14.14

19.27

12.39

3.03

10,010,997 100.00

收入報告

支出報告
支出項目 $              %

分隊發展及關顧

培訓事工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
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一次性活動基金支出*

行政支援及折舊開支

3,934,368        

1,030,945        

1,494,447

1,929,128        

903,898

9,292,786              

42.34

11.09

16.08

20.76

9.73

100.00

2013年4月至2013年8月財政報告
會計主任   湯惠賢

捐款者可攜同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7-11便利店

以現金捐款予本會。收銀員於完成交易後會把

交易紀錄發回捐款者。請捐款者保留交易紀

錄，然後郵寄至本會，以便索取正式收據。

「凝．燃．愛」7-11 便利店捐款條碼

政府及公益金津助 (制服團隊部事工)

活動及培訓事工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一次性活動基金資助*

捐款及籌款活動

會費及其他收入

分隊發展及關顧

培訓事工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一次性活動基金支出*

行政支援及折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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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照光先生(兼任精品廊顧問)³ 司庫：江耀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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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彩雲女士（公關及籌款幹事）

會務推廣召集人：林偉耀先生     董事：陳少賢先生、江俊華女士、屈富仁先生、吳淑玲女士(總幹事)     增選董事：張子正先生、麥家榮先生

執行委員會：

OCT.2013

服務單位
總部辦事處

制服團隊部

臻訓中心

臻品中心

學校社會工作部

電話
2714 9253
2714 9253
3411 8811
3411 8811
2714 9254

電話
hq@bbhk.org.hk
ugd@bbhk.org.hk
anchor_house@bbhk.org.hk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sswu@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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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堅麗牧師、褚永華牧師、鍾嘉樂牧師、鄺保羅大主教、羅祖澄牧師、蘇振豪先生、蘇成溢牧師、

蘇以葆主教、唐榮敏牧師、袁天佑牧師　顧問：陳江耀先生、陳聖光先生MH、鄭佑生牧師、張德明牧師、曹偉彤牧師、周兆真牧師、徐奇榮先生、

馮兆榮先生、許朝英社長、林均堂先生、劉俊泉先生、李寶珠牧師、李盛林牧師、梁家麟牧師、盧龍光牧師、雷慧靈博士、陸輝牧師、文子安牧師、

屈富仁先生、郭文池牧師、易嘉濂博士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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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醫事顧問：陳文長醫生、陳以誠醫生、李祥德醫生　

主席：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黃承香牧師　書記：談允中先生　司庫：張啟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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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錫泰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

其他委員：馮聖華先生、江耀龍牧師、林弘基先生、蕭智剛先生、黃慧芝女士、楊建強牧師、翁靜淳牧師

(以下為未經審計之帳目)

 截至08/2013暫時錄得盈餘HK$718,211
  2013/14年度預算財政赤字(HK$1,508,532)

   *執委會於9月份會議中修訂預算財政赤字
    *按本會情況，赤字一般於年度終結才會浮現*

會費及其他收入
3.03%

政府及公益金津助 
(制服團隊部事工)

9.23%

活動及培訓事工
41.94%

捐款及籌款活動
12.39%

一次性活動
基金資助*

19.27%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
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14.14%

行政支援及折舊開支
9.73% 分隊發展及關顧

42.34%

培訓事工
11.09%

學校社工部資助及
內地社會服務事工

16.08%

一次性活動基金支出*
20.76%

備註：
*一次性活動基金是指定用途的活動及項目撥款，如青年事務委員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社區廢物回收項目)及「愛家庭」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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