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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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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題

隨著事工日漸拓展，本會於2019年3月1日起營運馬灣Event 

Cent re，為一幢獨立的活動大樓，樓高三層，連天台總面積逾

30,000平方呎；由不同大小活動室組合成約3,750平方呎室內活動

空間，另約4,500平方呎的室內運動場，可作康體訓練活動，以及

約5,700平方呎的天台活動空間等，適合親子露營、步操、BBQ、

觀星等活動。

Event Centre與馬灣大自然公園的挪亞方舟相連，周邊綠化

景觀優美，大樓內配置完備的影音、康體及歷奇器材，可作全天

候、多元化的專業繩網挑戰場地，包括：挪亞方舟（約20,000平

方呎的跨越奇園）、大自然公園（約8,000平方呎的歷奇園地）、

Event Centre（約5,700平方呎的室內高空繩網及約1,200平方呎的

室內多感觀繩網）

我們希望透過更完善的硬件設施及更優質的軟件服務，全面

服侍青少年人，期望每年能接觸不少於50,000人次，並實踐BB的

五大願景：

1. 優化全人訓練

作青少年全人發展及領袖培訓基地，同時促進本地、海外及

內地之交流及學習。

2. 推動品格培訓

著重品格發展，銳意啟發青少年建立正確之人生觀及價值     

觀念。

Event CentreEvent CentreEvent CentreEvent CentreEvent CentreEvent CentreEvent Centre
已正式啟用

3. 青年進入社群

提升青少年關心社會的意識和責任，藉服務和訓練加強

對社區的認識和承擔。

4. 鞏固家庭價值

推動和諧家庭訊息，關懷家庭的心靈需要，強化家庭的

正面功能。

5. 彰顯基督生命

推動青少年仿效耶穌基督樣式，操練靈性；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方式，推動信仰生活化。



馬灣活動中心（Event Centre）經已開始服務分

隊，較早前第162分隊（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參加Event Centre的日營（熱鬥活動篇），早上進行

紥作挑戰（羅馬炮架），下午參與高空繩網，活動

具挑戰性，令一眾隊員玩得樂而忘返。

 另承蒙Rainbow Foundation 之贊

助，現時Event Centre 提供 <新興活動 x 

Event Centre x 免費體驗>予分隊參與。

是次活動可體驗地壺球、沿繩下降及

飛索，歡迎不同分隊聯隊參與，享用

Event Centre之設施。以上活動期望讓不

同分隊於同日一同參與，如分隊需包班

舉行， 歡迎與同工聯絡查詢。

詳情：

https://www.bbhk.org.hk/coy.training

活動預告

分隊參與

Event Centre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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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港賣旗日

「進社群‧顯愛心」

是年度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全港賣旗日於7月31日

（星期三）舉行。當天雖然經歷三號強風、八號颱風，

部份分隊及義工只能無奈地取消賣旗，但實在感謝大家

對我們的支持，不少導師、隊員、家長及義工在風雨下

仍然繼續參與，亦有不少同行者於賣旗前後作出金旗奉

獻。感謝上帝充足的恩典，當日街上賣旗善款55萬元，

連同金旗善款206萬元，合共籌得261萬港元。上帝的

恩典大大超過我們所求所想，讓我們同心感謝主豐足的

供應！讚美主！

第四屆「Anchor Run 慈善跑‧慈善行」於9月14日假科學園白石角海濱長廊完滿舉行。是次活動超過800人參與，除了親子、

兒童、青少年及各個成人組別外，今年更新增了分隊隊際挑戰賽及企業挑戰賽，大家都樂在其中。期望藉活動鼓勵社會各界與青

少年同跑同行，呼籲社會關心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需要，為下一代奔跑出更美好將來。

Run for Jesus.
Run for Youth.



感謝主的保守及帶領，台灣基督少年軍的推展已漸見曙

光，為配合事工的發展，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早在一年前已

於台中購置一空地，及於11月9日假南投縣竹山鎮的建地舉辦

「ABC聯合宣教園破土感恩禮拜」，此日聚會結合三元素：921

二十週年紀念禮拜、基督少年軍事工拓展禮、為你社區服務協

會成立禮拜，我們很榮幸能夠參與其中，共證主恩。因此，本

會名譽會長李炳光牧師、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國際及

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連同其他委員、總幹事吳淑

玲女士、導師及隊員，共44人於11月8-10日前往台中參與此大

盛事，除了出席當天感恩禮拜，我們亦於11月9日分成不同組

別，前往出發六間教會崇拜及分享，當中包括：台中衛理堂、台中衛道堂、基督教台

中宣道堂、台灣聖公會聖雅各堂、竹山衛理堂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竹山教會，與眾弟

兄姊妹進行美好團契，互相分享交誼。

感謝主的保守及帶領，台灣基督少年軍的推展已漸見曙

光，為配合事工的發展，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早在一年前已

於台中購置一空地，及於11月9日假南投縣竹山鎮的建地舉辦

「ABC聯合宣教園破土感恩禮拜」，此日聚會結合三元素：921

二十週年紀念禮拜、基督少年軍事工拓展禮、為你社區服務協

會成立禮拜，我們很榮幸能夠參與其中，共證主恩。因此，本

會名譽會長李炳光牧師、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國際及

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連同其他委員、總幹事吳淑

玲女士、導師及隊員，共44人於11月8-10日前往台中參與此大

盛事，除了出席當天感恩禮拜，我們亦於11月9日分成不同組

別，前往出發六間教會崇拜及分享，當中包括：台中衛理堂、台中衛道堂、基督教台

中宣道堂、台灣聖公會聖雅各堂、竹山衛理堂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竹山教會，與眾弟

ABC聯合宣教園破土感恩禮拜

別，前往出發六間教會崇拜及分享，當中包括：台中衛理堂、台中衛道堂、基督教台

中宣道堂、台灣聖公會聖雅各堂、竹山衛理堂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竹山教會，與眾弟

兄姊妹進行美好團契，互相分享交誼。

活動剪影



我們畢業了：
第二屆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等文憑」

                                        
                  課程

導師分享

黃進展先生（黃sir）

李志輝先生（輝sir）

邱榮光博士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即將開辦

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香港基督少年軍 臻訓中心 合辦
活動預告

「第二屆歷奇為本：領袖培訓高級文憑課程」畢業聚餐已於2019年9月22日於馬灣

挪亞方舟舉行，今屆共有17人畢業。

活動剪影

各位兄弟姊妹，作為一個專業歷奇領袖課程的先驅者，我們需要信念和堅持。讓我

們同心將歷奇活動帶進學術和專業的領域，令這些活動對人的成長發揮更大的效益。

願基督少年軍的格言可以成為你的支持：「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

牢靠。」（希伯來書 6:19)

畢業了！大家得著的不只是證書一張，更是一段段對歷奇訓練、對青少年人全人成

長的反思。

希望這些反思是大家繼續向前的動力，並引發另一段更新的經歷、學習及實踐。

一個全面發展的BB，要照顧隊員、導師和教練等的培育和長遠發展。

一個穩定的 BB 領導層，見證主恩，多年來培育了不少的導師、教練，他們在不同的崗位，發揮所長，證明自己的能力，為主所用。

提供持續進修和發展的機會，讓導師教練們再上一層樓，背上更好的裝備，站高一點、看遠一點，對他們個人的發展，和服務事工時的

質素，肯定有幫助！

美意、愛心和關懷，是這個課程成立的推動力。

努力不懈，在放工後仍堅持上課，假期沒有休息或家庭的時間，跑到郊外去考察、實習，做好功課、衝過考驗和要求，是學員積極的回

應。他們的認真和努力，也是我親身見証，感動和欣慰的。

我恭賀學員們成功取得佳績，願你們繼續在持續進修中，兼顧而又享受平衡愉快的日常生活，把環境保育充份發揮和融和於歷奇活動

中，成為卓越的領袖，忠心事主。

恭賀基督少年軍的管理層，在穩定中循序漸進，逐步發展，與隊員導師們共同進取向上，榮神益人。

【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課程詳情：

日期：2019年12月開課

時間：兼讀制，為期8個月

語言：粵語

完成課程後學員將獲得以下証書：

香港大學校專業進修學院頒發【歷奇為本：領袖培訓證書】
（資歷架構第三級）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頒發【歷奇導師證書】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頒發【高結構技術證書】

課程目標

本課程宗旨在為有志從事歷奇為本教育之人士提供

一系列相關的基礎理論，技巧及實踐機會，以增加

學員對歷奇為本教育的認識，掌握如何有效和安全

地執行各項針對不同年齡組群及特性的對象的歷奇

活動，以及檢訂活動設計和成效等知識。

完成課程後，學生應能夠：

1. 應用歷奇為本教育的基礎理論，設計適用於不同年齡及需要

的對象的歷奇活動

2. 掌握帶領歷奇活動技巧的有效及安全性

3. 掌握危機管理及處理危機的相關知識和技巧

4. 掌握活動解說流程及策略的相關知識和技巧

課程查詢：Milk Lam 2273 0333 / 6098 6827 *凡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可以向Anchorer Fund申請學費資助或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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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爸爸工房體驗，可訓練小孩手眼協調能力、手指

肌肉及專注力，更建立一個親子教育平台，讓父親與孩

子經歷手作中的溝通與共識、激發父子創造力、深度陪

護孩子！

木製儲錢箱

日　　期：2019年12月22日（日）

時　　間：2:00 pm - 5:00 pm

地　　點：香港基督少年軍馬灣活動中心

對　　象：家長與一名子女（初小-高小）

費　　用：$470

報　　名：https://forms.gle/S9b11kCPMd6Rqbti6

截止日期：2019年12月16日

查　　詢：22730333 - Mo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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