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總部消息 

55 週年國際營土瓜灣總部開放安排 （更新日期：10-12-2014） 30/12/2014-2/1/2015 為香港基督少年軍 55 週年國際營，30/12，31/12，2/1 總部將提供有限度服務(BBSHOP服務暫停)，由部分行政部同工當值。另機構決定於 3/1/2015(星期六)及 5/1/2015(星期一)總部及 BB SHOP 暫停辦公(學校社工部除外)。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2014已接受申請 （更新日期：27-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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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12月 31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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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之計劃詳情及申請表格經過檢視後有所更新，請各申請者留意* 計劃詳情 (請按此下載) 申請表格 (請按此下載) 查詢：2714-5400 楊彩雲小姐(Candice)、羅貝凝小姐(Doris) 分享：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佩戴要求澄清 （更新日期：26-11-2014）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供完成小隊長訓練課程的中級組隊員/ 小隊長佩戴。上士及高級組隊員不可將此章佩戴在制服上。 考獲獎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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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月 1 日起各合資格的中級組隊員/ 小隊長必須佩戴此獎章於制服上。 有關佩戴方法可參閱：獎章佩戴規則 分享：     
11-12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19-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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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E News 電子通訊》經已出版 （更新日期：17-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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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貨品價目調整 （更新日期：15-11-2014）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新報逢週五刊登少年軍故事 （更新日期：07-11-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與新報合作，由今天開始，新報逢週五將刊登少年軍故事 新報逐步進行版面革新，期望加強宗教元素，建立正面價值觀。 願主籍少年軍故事，祝福每一位讀者。 詳情請按此瀏覽 分享：     
領取 2014 年榮譽勳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之安排 （更新日期：05-11-2014） 各牧師、隊長、導師以及會內人士如未能於 10 月 26日「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內領取榮譽勳章、銅名譽獎章及 10 年以上長期服務獎章，請於 2014 年 11 月 5 日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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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行政部文員朱海嫦小姐聯絡。謝謝！ 分享：     
  



12 月 1日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03-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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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黃進展先生替補翁靜淳牧師請辭執行委員會委員一職 （更新日期：30-10-2014） 執行委員會於 2014-15 年度第一次會議(9月 17 日)通過接納翁靜淳牧師請辭執行委員會委員一職，並委任黃進展先生替補翁牧師之崗位，任期至 2015 年 8月 31 日，即翁牧師之任期屆滿日子。 按組織章程細則第 50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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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會下一次周年會員大會。」 分享：     
總部同工將不接受分隊於立願禮送贈之紀念品 （更新日期：31-10-2014） 總部非常感謝分隊於成立禮和立願禮向同工送贈各類紀念品，唯由於總部辦公室地方有限，及基於環保原因，總部同工將不再接受紀念品；唯鼓勵分隊以奉獻方式支持少年軍事工取代送贈紀念品。 分享：     
  



2014-15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更新日期：28-10-2014） 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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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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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31 日）以下隊員或註冊導師，並於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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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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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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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申請表格 分享：     
  



修訂副隊長委任資格 （更新日期：24-10-2014） 執行委員會於 9月 17 日(2014-15 年度第一次會議)通過修訂副隊長委任資格，請參閱附則(1)3.1.4.1。有關原版本和修訂版之分別，請參閱附件。 分享：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4 年第三季 （更新日期：24-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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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20-10-2014） 有關2015年總部活動行事曆(同時附上14年10至12月作參考)，請按此細閱及預留時間參與各項活動。               分享：     
  



2015 年月曆派送安排 （更新日期：18-10-2014） 原定 10 月 26日派發的 2015「愛   家庭」月曆，因印刷關係需延至 11 月派發，稍後會聯絡各分隊索取安排。仍未交申請表的分隊，請於 11 月 1 日前提交，以便安排分發。 申請表請按此下載。 截止 10 月 17 日已交申請表的分隊，包括：28, 32, 47, 61, 65, 70, 71, 81, 83, 102, 115, 125, 128, 137, 139, 158, 165, 193, 195, 198, 200, 205, 206, 210, 216, 218, 220, 222, 226, 231, 233, 237, 248, 269, 270, 276, 279, 281, 289, 292, 298, 300, 302, 303, 307, 309, 311, 315, 316, 324, 325, 329, 331, 333, 334 分隊 分享：     
有關面對當下政治及社會處境(附上參考資料) （更新日期：15-10-2014） 本會尊重各人就政治議題持守不同立場，附上以下文章內容及資料供導師作參考用途，可考慮是否適用或轉寄給家長參考。 1. 面對教會衝突的反思：在基督裡和而不同 / 葉漢浩 -《時代論壇》 2. 當「雨傘」遇上情緒...... 怎麼辦？ ~ 青年、家長、導師情緒處理要訣 (資料來源：突破輔導中心)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對最近社會現況的關注 （更新日期：30-09-2014） 本會作為一個服務青少年的機構，當對目前的狀況，有所回應和關注，請參考下列各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對近日社會狀況的關注 1.     我們深切關心青少年在和平、公義、友愛中成長的訴求 2.     我們對於強烈對峙局面感到失望及心痛，特此呼籲各方克制 3.     我們懇請政府以仁愛、包容、忍耐的態度儘快與持不同意見的各界人仕展開對話 4.     我們誠盼青少年人能為香港社會繼續作出貢獻，並為此禱告 願我們同心繼續守望香港，關顧孩子。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09-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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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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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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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04-10-2014） 詳情請按此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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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品家庭選舉」得獎家庭故事在巴士上熱播 （更新日期：17-09-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為「第二屆 CEO 家長選舉」的協辦單位，主辦單位拍攝了節目「解開我家心底話」，現正在巴士上熱播中。 這是一個宣傳健康家庭、愛家庭、親子溝通的巴士節目，節目中第四集內容根據本會「有品家庭選舉」得獎家庭個案拍攝，由本會總幹事吳淑玲女士等專業輔導員進行分析。 歡迎大家收看： Roadshow網頁-----第四集：www.roadshow.hk/ceo2014/special 分享：     
  



招募國際營工作人員 （更新日期：10-09-2014） 國際營是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年一度的大型活動，營會需要很多熱心的工作人員協助及推動才可順利地完成。今年籌委會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加入成為國際營工作人員行列，讓營會不但變得豐富精彩，更讓一班本地及海外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及導師一同學習及創造一個既難忘又開心的回憶。 有關營會工作如下： 工作小組 營會工作內容 招募對象 行政組 入營登記、膳食安排、場地安排、公關、大會聯絡中心等 導師 活動組 敬拜小組、典禮小組、協助/帶領營會活動及晚會進行、活動物資處理、司儀(懂流利粵語及英語)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 物流組 場地佈置、物流運輸、營會物資安排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海外大使組 翻譯及接待外國基督少年軍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如有意加入我們工作人員行列，請填妥工作人員表格，並連同營會費用親臨或郵寄至本會總部辦事處（地址：九龍樂民新村 A座地下）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收。 有關營會內容、費用、報名須知、繳費詳情及查詢可參閱以上國際營活動詳情及報名須知。 報名須知 工作人員報名表 健康申報表 營費資助申請表 分享：     



2014-15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更新 （更新日期：05-09-2014） 有關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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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增加津貼冬季毛衣、高級組生命成長營、總部或區舉辦之部份收費活動($200 或以上)，詳情請按此。 分享：     
亞洲基督少年軍期刊(Across Asia) （更新日期：27-08-2014） 最新一期亞洲基督少年軍期刊(2014 年 5 月-8月)已出版，歡迎按此瀏覽。 分享：     
免費集隊體驗日 （更新日期：19-08-2014） 為了加深各教會、學校、機構對基督少年軍的認識，制服團隊部會為有興趣團體免費舉辦集隊體驗活動日及事工分享會。歡迎導師推介給各大團體，詳情請按此。 分享：     
飛行探知章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07-08-2014） 分工會已完成審批中級組最新專章「飛行探知章」的獎章樣式，獎章可由 8月 11 日起向 BB Shop購買。如對獎章事宜有任何查詢，可聯絡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如對購買事宜有任何查詢，可聯絡 BB Shop文員林淇女士聯絡。 獎章佩戴規則 分享：     
2013-14 年度事工剪影 （更新日期：24-07-2014） 



2013-14 年度事工剪影已上載，歡迎大家與我們一起回顧過去一年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感恩片段！ 

 分享：     
有關歷史悠久之分隊旗規格 （更新日期：28-05-2014） 由於最初分隊成立時沒有總部授旗儀式，各分隊可自行製作分隊旗，總部亦沒有清晰指引。執行委員會認為應尊重歷史悠久之分隊使用有其歷史意義的旗幟，故於 2013 至 2014 年度第四次會議(2014 年 3 月 18日)通過豁免第 50 分隊之前成立的分隊可在任何場合使用其沿用多年的分隊旗。日後如該分隊新製造旗幟，亦可選擇按其原創款式製造，但如委託總部代辦，則必須按現時規格(香港基督少年軍旗幟規格及禮儀指引)製造。 分享：     
小綿羊訓練經驗和成效的問卷調查 （更新日期：08-05-2014） 



本會獲基金的資助, 正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合作進行一項有關「小綿羊訓練經驗和成效的研究」，而訪問的主要對象為小綿羊分隊及有接收隊員從小綿羊升上幼級組的分隊導師及家長。 由於是項研究對本會發展小綿羊或幼級組事工很有幫助, 因此分隊的支持及參與是非常主要的。本會已向相關分隊電郵有關資訊，亦請導師們在私禱中紀念是次研究計劃的進展順利。 如對是次研究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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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文件夾樣色 / 文件夾真實圖 / 文件夾真實圖 2 

 分享：     
  



特別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3-03-2014）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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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黃婉婷 (Bonnie)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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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基督少年軍消息 （更新日期：23-12-2013） 加拿大基督少年軍已於多年前暫停了一切少年軍活動及發展，現得居住當地的香港前導師統籌策劃， 召集曾參與少年軍的導師或隊員及有志於青少年事工 (居住在加拿大)之人仕，共同籌劃復辦加拿大基督少年軍。 如有興趣，請聯絡伍先生(1-416-502-1258) 或電郵   bb.canada.org@gmail.com 分享：     
五十五週年紀念章佩戴指引 （更新日期：21-11-2013） 為慶祝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 55 週年，由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所有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五十五週年紀念章」。穿著制服時之佩戴指引，請按此參閱。 分享：     
重申有關導師申請補領獎章之政策 （更新日期：07-11-2013） 導師如欲補領任何屬Medal類別之勳章或獎章(例如：銅名譽獎章、長期服務獎章)，必須向總部提出書面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例如：遺失、嚴重破損)，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之三倍價錢補領，每個獎章只可補領一次。如欲補領屬 Badge類別之獎章(例如：名譽嘉許章、訓練嘉許章)，則須致電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補領，補領次數不限。由於所有獎章存貨有限，即使符合補領資格，本會並不確保在短期內可補發給導師。 分享：     



重申有關隊員申請補領創辦人章和會長章之政策 （更新日期：07-11-2013） 隊員如欲補領創辦人章和會長章，必須向總部提出書面申請，並申明補領原因(例如：遺失、嚴重破損)及附上證書副本，經核實資料後，可以原價補領，每個獎章只可補領一次。當隊員到總部取章時，須帶備證書正本以供核實身份。由於所有獎章存貨有限，即使符合補領資格，本會並不確保在短期內可補發給隊員。 分享：     
55 週年紀念活動 （更新日期：06-11-2013） 2014 年是本會成立第 55 週年，將推出一連串紀念活動，詳情請參閱：www.bbhk.org.hk/55th 分享：     
重申有關「不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有色鏡片眼鏡」之規定 （更新日期：02-11-2013） 有見漸變色眼鏡片（例如：全視線鏡片）日漸普及，總部近年於各項活動和分隊集隊期間，亦發現有導師、隊員於穿著制服時佩戴變色眼鏡片眼鏡。根據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第 2 章 「制服執行指引」的2.2 項「穿著制服禮儀及儀容指引」第 7點：當中提及有關眼鏡之規則為「 不可於穿著制服時佩戴有色鏡片眼鏡」。 由於漸變色眼鏡片於不同的環境會變成有色鏡片，導師請勿於穿著制服期間佩戴，以合乎有關規定。如因健康原因而必須於穿著制服時配戴有色鏡片保護眼睛，請向總部遞交申請信及附上醫生證明書。 （參考：按導師的經驗，他們如日常使用漸變色鏡片眼鏡，一般會多配一副無色鏡片眼鏡於穿著制服時使用。） 分享：     



《民政事務局長嘉許計劃》2013年結果公佈 （更新日期：16-09-2013）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的設立目的，是為了表揚義務領袖在青少年制服團體對培養和訓練青少年不斷發展的長期貢獻和傑出表現。今年本會有兩位成員獲獎，分別為：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第 37 分隊隊牧—黃承香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及第 261 分隊隊長—李振明傳道 本會謹此恭賀兩位得獎者，並祝福各導師主恩滿溢，侍主得力！ 分享：     
  



活動消息 

香港基督少年軍小綿羊成效評估研究發佈會(12 月 13 日) （更新日期：10-12-2014） 本會於 2009年開辦小綿羊組別供三至五歲(K1-K3 或 N1-N4)兒童參加，至今，分隊數目不斷增加。本會更於2013-15 年成功申請利希慎基金，創辦「品格為本幼稚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設計了一套具基督少年軍特色的幼兒品格成長課程，分別於路德會聖雅各幼稚園及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西北扶輪社幼稚園推行，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為我們的服務進行成效評估。同一時間，中文大學亦為小綿羊分隊進行以「小綿羊制服團體對隊員、家長及導師成長的影響」為題的研究。 現誠邀各幼稚園/幼兒園校長及老師、教會傳道長執及分隊導師出席是次研究發佈會，以了解本會之小綿羊組別對兒童成長發展的影響。發佈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演講室(大學港鐵站步行數分鐘) 交通：可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或 乘坐本會安排之免費專車前往       (第一站-上午 9:00 在長沙灣港鐵站 A2 出口－東京街與福榮街路口交界)       (第二站-上午 9:15 在荃灣港鐵站－西樓角路綠楊坊地下) 報名：請按此填妥報名表 如對上述研究發佈會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研究發佈會邀請信(幼稚園/幼兒園) 研究發佈會邀請信(教會) 



2014 年 12 月 14 日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更新日期：04-12-2014）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負責擔任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之金紫荊廣場升旗禮之升旗旗隊。 當日會由本會之儀仗隊負責擔任旗隊及護旗隊。 現誠邀各分隊導師、隊員共同參與列隊進行致敬禮，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活動詳情如下: 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日期：2014 年 12 月 14 日(日) 時間：上午 7:30 – 8:3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現役導師及隊員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12 月 1 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或禮服，配戴勳章。 查詢：發展幹事—鄭美婷女士 (電話：2714-9253 或電郵：meiting_cheng@bbhk.org.hk ) 已報名分隊︰ 115、121coy(11+1)、206(3+1)、261(16+4)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 55週年紀念活動 - 國際營開放日報名安排 （更新日期：03-12-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十五週年紀念活動 - 國際營，將會有一千位來自香港、澳門、東南亞地區及英國等地方的基督少年軍參與。 今 屆國際營開放日訂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讓本地的少年軍成員與來自各地的少年軍參加者在營地聚首一堂，除了活動有發揮服務弱勢社群之 sharity活動，以回應大會主題『同心邁步，作鹽作光』之主題活動外，更可以在文化交流區與海外分隊交流，絕對能夠給你難忘的一天。  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 時間：1000 至 1600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新界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2號） 內容：嘉年華會、Sharity、與海外分隊交流 對象：各分隊導師、隊員及家長 人數：800人 費用：$60 服飾：BB T-shirt 截止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詳情可見以下附件： 開放日報名須知 開放日香港分隊報名表 戶外活動健康問卷 如對報名事宜有任何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4-15」- 第一及第二階段門票(分隊成員及其家長) （更新日

期：25-11-2014）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4-15」(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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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間，本會之註冊導師及隊員如參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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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時分隊服務」或 2. 於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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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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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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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 登記日期 服務計算時段 申報完成服務及領取門票日期 對象 一 即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日 2015 年 3 月 15 日前 分隊成員 及其家長 二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日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日 2015 年 3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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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空中之旅」凝聚家庭力量，帶你體驗免費飛行旅程(修訂:新增深水埗區) （更新

日期：20-11-2014） 國泰航空植根香港 68年，一直以不同方式為社會作出貢獻。過去連續兩年，國泰共邀請接近 400名香港基層市民乘坐客機，暢遊香港上空，活動深受歡迎。國泰計劃於 2015 年農曆新年前再次舉行國泰「空中之旅」，並以「凝聚家庭力量」為主題，邀請所有從未有機會與家人一起乘坐飛機的基層家庭，讓他們一同乘坐國泰客機，於空中暢遊及享用飛機餐饍，共度難忘的家庭飛行體驗。 香港基督少年軍在眾多團體中獲選為參與機構，讓隊員及其家庭成員有機會乘搭國泰航空體驗飛行旅程。 活動名稱:家鹽家操家點愛 活動形式:家庭合力完成指定項目，然後以相片、短片、或手繪方式表達家之情 活動對象:年齡介乎 7歲至 68 歲，沒有與家人乘坐過飛機的經驗 得獎名額:14個家庭單位(以 3人計、即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姊妹直系親屬)、每分隊最多只可提交 3 份作品 參與準則:隊員必須恆常出席分隊集隊，以 2-4人之基層家庭為單位，並必須居住觀塘區、葵青區或深水埗。 截止遞交作品日期:2014 年 11 月 28日下午 5:30前交往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遞交作品準則:短片及照片燒錄於 CD 內、其他作品用文件夾整理妥善 結果公佈:將於 12 月 5 日或之前通知得獎者或落選者之分隊隊長   



參賽活動內容: 家鹽:意思其實是在家庭裡的相處都有味道，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乏的調味劑，也是人體不可缺少的物質。 活動內容:由子女及父母合作炮製 3款小菜及 1款湯水，並將每款小菜命名，當中包括"家"字， 例如家常便飯、合家平安等。小菜上碟時的排列要有心思或突出之處，或可用其他配菜襯托碟邊。於預備材料及製作小菜的過程，須用攝錄方式記錄整個過程。**參賽者(隊員)亦需將作品拍照作為紀錄，並寫下不少於一百字製作後之感想。 家操:運動都是人類每天最需要的健康活動，香港人生活繁忙，常常缺少運動。一家人一起運動更加少之有少。 活動內容:利用週末或週日時間，一家人一起做運動，運動內容不限:如游泳、跑步、羽毛球、行山、郊遊等運動。過程以筆記方式記錄運動內容及一家人做運動的感想，製作成一本 DIY小冊子，並將小冊子命名。於小冊子內加入插圖、運動照片、顏色而帶出目的。 家點愛:一家人一起透過參與社會服務，幫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齊心協力，發放家庭能量。 活動內容:利用家庭時間探訪長者、獨居人士等社會弱勢社群或家庭內比較生疏之親友，讓他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將愛與他們分享。參加者需要將探訪過程拍攝成照片，並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要寫下感想來記錄探訪過程及得著。**參加者須說明是次探訪後，提供一個個人感受的重點，如何向社會反映被探訪人士的需要及提議社會如何對他們給予援助。 獎勵:獲獎家庭單位可免費乘搭國泰航空暢遊香港上空及享用飛機膳食 飛行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 飛行時間及集合地點:待通知 下載報名表，請於遞交作品時一併交回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55 週年國際營延長報名期 （更新日期：13-11-2014） 55 週年國際營報名期將延至 2014 年 11 月 29日，欲參加之導師、隊員請盡快報名。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 9253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小姐聯絡。  分享：     
55 週年國際營資助事宜 （更新日期：13-11-2014） 用作資助低收入家庭隊員參加 55 週年國際營資助金額已滿，由今日起國際營的資助申請將停止處理。如對資料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9253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分享：     
  



2014 年創辦人記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失物認領 （更新日期：04-11-2014） 早前舉行的創辦人記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獲場地通知，有以下失物: 

 如需認領上述失物,，可與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聯絡。 分享：     
  



「小綿羊品格為本幼稚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成效評估」暨「小綿羊制服團體對隊員、家

長及導師成長的影響」研究發佈會 （更新日期：03-11-2014） 感謝神！小綿羊自 2009年成立至今，分隊數目不斷增加。本會更於 2013-15 年成功申請利希慎基金創辦「品格為本幼稚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設計了一套具基督少年軍特色的幼兒品格成長課程，分別於路德會聖雅各幼稚園及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西北扶輪社幼稚園推行，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為我們的服務進行成效評估。同一時間，中文大學亦為小綿羊分隊進行以「小綿羊制服團體對隊員、家長及導師成長的影響」為題的研究。 現誠邀分隊導師出席是次研究發佈會，以了解小綿羊組別對兒童成長發展的影響。發佈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演講室(於大學港鐵站步行數分鐘便達) 交通：可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或 乘坐本會安排之免費專車前往    (第一站-上午 9:00 在長沙灣港鐵站 A2 出口－東京街與福榮街路口交界)    (第二站-上午 9:20 在荃灣港鐵站－西樓角路綠楊坊地下) 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按此填妥報名表 備註：本會將於發佈會上免費派發是次研究之調查報告。 



讀經運動 2014-2015 （更新日期：22-10-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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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按此)。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十五週年國際營 接待大使計劃 （更新日期：07-10-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十五週年國際營正招募以下工作人員，詳情可瀏覽 55 週年國際營網頁。 有關營會工作如下： 工作小組 營會工作內容 招募對象 行政組 入營登記、膳食安排、場地安排、公關、大會聯絡中心等 導師 活動組 敬拜小組、典禮小組、協助/帶領營會活動及晚會進行、活動物資處理、司儀(懂流利粵語及英語)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 物流組 場地佈置、物流運輸、營會物資安排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海外大使組 翻譯及接待外國基督少年軍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接待大使計劃 接待各國隊伍 16 歲或以上隊員或導師 如有意加入我們工作人員行列，請填妥工作人員表格，並連同營會費用親臨或郵寄至本會總部辦事處（地址：九龍樂民新村 A座地下）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收。 分享：     



愛家庭「巡迴家長講座」 （更新日期：12-09-2014） 「愛˙家庭運動」免費安排臨床心理學家到各分隊，主講家長講座以輔助及裝備家長有更完備的知識、實用技巧，建立愛而有品的家庭。建議題目如下： １）以身作則，培育孩子自律與責任感；或 ２）自我發展與人際關係的平衡發展；或 ３）以愛為本，鼓勵孩子多元多展 分隊亦可建議其他題目及內容，詳程請按此參閱。 此外，急需招募多名功輔班導師，到沙頭角中心小學協助區本計劃，詳情請按此參閱。歡迎介紹隊員／朋友參與。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林得志先生（Tel:34118511）聯絡。 分享：     
2014 年「有品家庭選舉」 （更新日期：03-09-2014） 香港基督少年軍自 2011 年起舉辦「有品家庭選舉」，今年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福音證主協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有品運動，及１０區（離島、港島東、觀塘、黃大仙、油尖旺、沙田、大埔、北區、葵青、元朗）家長教師會聯會，攜手合辦第四屆「有品家庭選舉」，重點推動家庭建立快樂與感恩的氣氛，鼓勵一家人彼此分享、互相欣賞與勉勵。 詳情可按此瀏覽少年軍網頁。 
  



招募國際營工作人員 （更新日期：01-09-2014） 國際營是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年一度的大型活動，營會需要很多熱心的工作人員協助及推動才可順利地完成。今年籌委會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加入成為國際營工作人員行列，讓營會不但變得豐富精彩，更讓一班本地及海外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及導師一同學習及創造一個既難忘又開心的回憶。  有關營會工作如下： 工作小組 營會工作內容 招募對象 協助時段 行政組 入營登記、膳食安排、場地安排、公關、大會聯絡中心等 導師 
2014 年 12 月 30 日-1 月2 日 活動組 敬拜小組、典禮小組、協助/帶領營會活動及晚會進行、活動物資處理、司儀(懂流利粵語及英語)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 

物流組 場地佈置、物流運輸、營會物資安排等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海外大使組 翻譯及接待外國基督少年軍等(略懂英語) 導師/高級組隊員/上士/中級組 2014 年 12 月 28-30 日及2015 年 1 月 2-4 日  工作人員招募將於 9月初開始，有意加入我們工作人員行列，請繼續留意招募的最新消息。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五十五週年紀念活動 國際營 （更新日期：05-08-2014） 

 同心邁步，作鹽作光 今年國際營主題為「同心邁步，作鹽作光」。籌委會期望為所有參加者營造一個體驗、學習、以致實踐事奉的歷程。營會以體味少年軍精彩營會生活為起始，讓來自各國的少年軍聚首一堂，享受營會活動之餘，並藉此讓隊員學習裝備自己，透過自己最熟識、最熱忱的少年軍活動，例如遠足、營藝、戶外煮食、工藝等，以此為服侍他人的事奉平台、學習各按職份地負責事奉中的不同部份；以於國際營開放日中，同心服侍營會之外的青少年人、家長、甚或有特別需要人士等為目標，實踐同心配搭見證基督的豐富，為主作鹽作光。  活動詳情 : 日期 :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2015 年 1 月 2 日 地點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 香港及海外基督少年軍導師、高級組、中級組及初級組隊員 活動內容：主題活動、文化晚會、倒數晚會、開放日等 費用： $780 ( * 早鳥優惠：於 2014年 8月 15日 - 10 月 10日期間報名，費用只需$650 ) ( # 活動資助：凡領取綜援或中、小學書簿津貼全費或半費資助之隊員可申請國際交流基金資助部份營費，詳情請參閱報名須知)            報名須知及繳費詳情： 請按此參閱 報名期 : 2014 年 8月 15 日 - 11 月 7 日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 : 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隊報名表格 報名須知 健康申報表 營費資助申請表 分享：     
  



55 週年感恩聚餐紀念品 （更新日期：03-09-2014） 55 週年感恩聚餐紀念品尚餘存貨，歡迎把握最後機會，具收藏價值。 (杯)$30尚餘少量存貨 (筷子)$28尚餘少量存貨 (紀念章)特價每個$20 或$100/7個 如欲購買，請致電 27149253 與曾子峰先生聯絡 分享：     
「愛。家庭運動 2014」 （更新日期：02-07-2014） 新一年度的愛家庭運動，內容豐富，請進入臻品中心內細閱 項目 內容 簡介(日期) 1) 愛  分享 分享記錄簿及書籍閱讀 送贈圖書及撰寫讀後感想 2) 家庭選舉 「有品家庭」選舉 可參加『感恩家庭組』或『快樂家庭組』 3) 愛  相聚 挪亞方舟親子同樂日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活動 4) 愛  學習 專題講座 分隊可建議題目，由專業講員負責講座 5) 愛  自然 親子露營／原野煮食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活動 6) 愛  感謝 手工藝製作 分隊自定日期，大會安排導師到分隊教授 7) 愛  嘉許 閉幕禮及頒獎 於 15 年 1 月 1 日進行，同時免費參與國際營開放日 分享：     
2013-14 年度香港基督少年軍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 （更新日期：06-02-2013） 



為了繼續擴闊導師和隊員的視野，本會將於 2013-2014 年度主辦或協辦不同類型的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並推薦合資格的導師和隊員參予外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詳細資料可瀏覽「國際及內地交流活動」專頁。本會另設立「國際交流活動津助基金」，供有需要人士申請。有關過往交流活動分享亦可瀏覽「以往交流活動及參加者分享」。 如有查詢，可與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鍾寶茹小姐聯絡 (2714-9253)。 分享：     
  



訓練消息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1 已滿額 （更新日期：10-12-2014）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1 已滿額，請按此參閱其他課程期數，並留意有關課程時間表。 分享：     
2015 年 1-6 月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4-12-2014）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兒童發展心理學課程、青少年發展心理學課程、初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中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青少年查經技巧課程、 靈修導向訓練課程、舊約遊踪課程、福音魔術課程 其他訓練課程(BBTC) 手力急救課程、基督教兒童心理與靈性培育初探(導師班) 教練訓練課程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訓練課程、露營教練訓練課程、露營教練協調訓練課程  分享：     
  



2015 年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03-12-2014） 課程編號：SS2015-01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1 月 19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1 月 30-31 日(星期五至六)    (營後會) 2015 年 2 月 9日(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 至翌日下午 7:00 地點：(營前會及營後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課程編號：SS2015-02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9月 14 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9月 25-26日(星期五-六)    (營後會) 201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 至翌日下午 7:00 



地點：(營前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350 開班人數：10人 服式：分隊 T恤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課程開始前三個星期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17歲或以下隊員必須填寫)，連同費用寄交總部，信封面請註明「高級組-生命成    長營」，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 備註：高級組隊員於考取荊冕章前必須完成兩次由訓練學校舉辦的高級組<生命成長營>，請分隊鼓勵隊員參加。 分享：     
  



軍樂隊課程 （更新日期：18-11-2014） 軍樂隊將於以下時間開辦軍號初階及軍鼓初階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導師及隊員報名參與。 軍號初階 (一) 軍號初階 (二) 
日期： (逢星期日) 

十二月：14、21   一月： 4、11、18   二月： 1、 8、15   三月： 1、 8、15、22 (共十二堂) 
日期： (逢星期五) 

十二月：19   一月： 9、16、23、30   二月： 6、13   三月： 6、13、20、27   四月：10  (共十二堂) 考試日期： 19/4 考試日期： 24/4 時間： 下午 3:00 – 4:30 時間： 晚上 8:00 – 9:30 地點：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地點：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費用： $220 費用： $220   軍鼓初階 (一) 軍鼓初階 (二) 
日期： (逢星期五) 

十二月：19   一月： 9、16、23   二月： 6、13   三月： 6、13、20、27   四月：10、17 (共十二堂) 
日期： (逢星期日) 

十二月： 21   一月： 11、18   二月：  1、8、15   三月：  1、15、22   四月： 12、19、26  (共十二堂) 



考試日期：  8/5 考試日期：  10/5 時間： 晚上 8:00 – 9:30 時間： 下午 3:00 – 4:30 地點：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地點：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費用： $220 費用： $220 是次訓練課程，除學習所屬專章課程外，亦是軍樂隊在學員中，挑選新一屆軍樂隊隊員，期望參加之隊員能認真參與是次課程，並以完成整個課程為目標。 請填妥報名表，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將所有費用與已簽署報名表正本交回總部 鄭欣兒女士（jeffy_cheng@bbhk.org.hk）。如未能交回家長簽署報名表，隊員將不能參與訓練。報名費用以支票付款或自動轉帳至渣打銀行戶口- 411-2-125789-2，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如以自動轉帳方式付款，敬請把入數紙寄回總部，並註明所參與之軍樂課程及姓名。 注意事項 訓練期間軍樂隊將借出有關樂器，樂器於訓練期間有任何損毀，隊員須以正價賠償 出席率必須達 80%經考核合格可獲發證書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可與發展幹事鄭欣兒女士聯絡: 2714 9253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12-11-2014） 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新一期創辦人章，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 (星期二) 或之前遞交創辦人章申請表格。請投考者必須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 (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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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考中央考核步操章事宜 （更新日期：05-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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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完成步操章一級，分隊可為該隊員報考 2015 年 2 月 28日的步操章二級筆試、如筆試合格、便能參加 2015 年 4 月 26日舉行的步操章二級路試。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吳嘉偉(Samuel)聯絡。 分享：     
  



遠足章二級實習教練位招募 （更新日期：29-10-2014） 如分隊欲於本年度開辦中級組遠足章二級，並能提供遠足教練實習位予本屆遠足教練訓練課程之實習教練，可向制服團隊部提出申請。 實習詳情如下： 課程：中級組遠足章二級 實習時段：2015 年 1-3 月 實習次數：理論課約 6-8堂，戶外實習 3次(2次 1 日及 1次 2 日 1夜) 隊員人數：不少於 8 人 考核日期：2015 年 3 月 28-29日(必須參與) 參與是次遠足章二級之分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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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9253 或電郵 tiffany_ng@bbhk.org.hk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2015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更新日期：29-10-2014） 2015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資料已上載至 OBTC網頁，請(按此)了解有關課程資料。 註：由OBTC1502 期開始，課程費用將有所調整，敬請留意！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吳嘉偉(Samuel)聯絡。 



導師步操訓練課程(OATC) （更新日期：15-10-2014）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OATC-14BDC3)  日期：2014 年 11 月 23 至 12 月 21 日(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  - 6:00 (12 月 14 日為下午 2:00-6:00) 地點：第 12 分隊隊址 (新界葵涌葵興路 100-102號葵涌中心商場 2字樓) 對象：已完成 OBTC 步操課之本會導師 費用：$300 名額：30人 開班人數 : 18 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14 年 11 月 7 日 學分：8分 (S1, 技能)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27149253 備註： 1. 所以課堂必須有 80%的出席率，而且是以時數計算。而最後一堂為考核，故每位學員必須出席。 2. 凡報讀本課程之學員亦可報讀 OATC-15ADC1 課程，惟申請將列為後備名單，是否接納申請將按考核成績及當時的報名情況決定，請有意報讀者另填一份報名表格及支票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OATC-15ADC1)  日期：2015 年 2 月 1 至 3 月 8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 - 6:00；2 月 22 及 3 月 1 日(下午 2:00-6:00) 地點：第 12 分隊隊址 (新界葵涌葵興路 100-102號葵涌中心商場 2字樓) 對象：已在「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中取得合格成績之本會註冊導師 費用：$380 



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 : 20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15 年 1 月 2 日 學分：10 分 (S1, 技能)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27149253 備註： 1. 所以課堂必須有 80%的出席率，而且是以時數計算。而最後一堂為考核，故每位學員必須出席。 2. 凡報讀OATC – 14BDC3 之學員亦可報讀本課程，惟申請將列為後備名單，是否接納申請將按考核成績及當時的報名情況決定，請有意報讀者另填一份報名表格及支票 報名手續 1. 請填妥 OATC 報名表，連同學費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或 2. 把學費存到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 3. 寄交本會(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收) 4. 開課詳情將於開課前兩週另函通知 *請勿郵寄現金。本會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分享：     
  



導師黃昏退修營 (OATC-14RET1) （更新日期：15-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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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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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年資滿 3 年以上；及    沒有參加過 OATC-13R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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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8日 備註：是次退修營為訓練嘉許章之要求 報名手續 1. 請填妥 OATC 報名表，連同學費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或 2. 把學費存到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 3. 寄交本會(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收) 4. 開課詳情將於開課前兩週另函通知 *請勿郵寄現金。本會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分享：     
  



2014-2017 年度(第二期)各科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03-10-2014）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4-15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2014-2017 年度(第二期)各科教練委任名單」。各委任教練可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親身或授權導師到總部領取教練委任狀。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分享：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更新日期：25-09-2014） 溫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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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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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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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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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例：「999分隊遞交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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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 「2013-14 年度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之填寫須知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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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露營章中央考核第三期改期 （更新日期：19-07-2014） 2014 年露營章中央考核第三期將改於 2015 年 1 月 17-18日進行，敬請留意。 詳情請按此進入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執行手冊更新事宜 （更新日期：25-06-2014） 為配合分隊發展及讓隊員更有效考取AYP 獎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已作更新，而主要更新內容如下︰ P.6 (10.2.3) 中級組專章與 AYP科目之對換要求 P.6 (10.3) 較清晰列明"各科進行時數要求" P.7 (10.4) 加入"直接銀章的進行要求及安排" P.8 (11.2.3) 加入"註" 如對更新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下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2014 年 6月版) 



OATC2014 年下半年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18-06-2014） 以下是 OATC 下半年的訓練課程，請各導師踴躍報名。 S1技能 S2 社交 S3 基督教教育 
山野領袖訓練課程 團隊動力訓練課程 星空福音導師訓練課程(中班) (請密切留意日期更新)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禮儀及制服整理課程     低結構教練預備班     康樂緣繩下降技術 證書課程     

挑戰網陣(高結構) 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步規介紹及基本訓練課程     另外，年尾會有導師黃昏退修營，歡迎你一起來互相加油努力，互相扶持。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4AYP1) （更新日期：

14-05-2014） 本執行處將於今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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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月 3 至 12 月 10 日、2015 年 1 月 21 日及 3 月 18日(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4 年 9月 9日、9月 20-21 日、10 月 10-12 日、11 月 8日、11 月 29-30 日及、12 月 25-28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5 年 2 月 21-24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6-24歲有志於完成 AYP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本會導師或隊員(參加者必須已參加AYP 計劃，並持有 AYP紀錄簿) 



費用：$420 名額：12人 開班人數：5人 查詢：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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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只適用於 18 歲以下人士)及費用交回總部，    方獲接納報名。(為保障參加者安全, 參加者必須遞交體能活動適應問卷。)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8月 11 日 備註：1. 參加者必須 100%出席課程之所有課堂，並達到課程要求（如：旅程計劃書、日誌和報告等），經教練按      學員之表現評核為合格後，方獲教練在 AYP紀錄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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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實習所需之裝備、交通及膳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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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7-05-2014）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OATC-14EIC1) 簡介：本課程栽培有志於運用遠足活動在山嶺之中傳揚福音之導師，成為本會遠足教練。課程除鞏固學員遠足技巧，有效地教授遠足及山藝技巧外，也讓學員經歷不同情況的行山體驗，提升個人的技巧及信心；並準確掌握本會中級組遠足章課程內容、評核技巧。 理論課 日期：2014 年 10 月 29 至 12 月 10 日及 2015 年 1 月 21 日(逢星期三、共 8堂)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4 年 11 月 8 日、11 月 29 至 30 日、12 月 26 至 28 日(考核) 及 2015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 (後備實習日期)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教學實習 參加導師必須在 2015 年 1-3 月期間教授一次遠足章二級訓練課程，並安排隊員參加由總部在 2015 年 3 月底舉辦的總部考核。 



對象及報讀要求 (2項至 5項需提交副本作證明)： 
1. 本會輔助隊成員或已完成本會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 單元一課程之人士；及 
2. 持有本會山野領袖證書 (MLC)；或 
3. 持有本會遠足章三級；或 
4. 持有香港青年奬勵計劃銀章 (須以徒步完成野外鍛鍊科)；或 
5. 持有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山藝三級證書 課程要求：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並須完成教學實習 (詳情請查閱教學實習資料) 費用：$ 1100 (實習之裝備、交通及膳食費用由學員自行負責) 名額：25 人 開班人數：8人 學分：10 分(S1, 技能) 截止報名日期 : 2014 年 9 月 19 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 周燕雯女士，2714 9253 
  



備註： 1. 請在報名時連同報名表、費用、健康申報表、報讀要求之證書副本 及 教學實習意向回條一併遞交 2. 成功完成訓練課程的學員，可獲發「遠足教練訓練證書 (EIC)」，亦可另行繳交證書費用申領「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二級山藝訓練證書」 3. 符合本會遠足教練委任要求者，可申請成為本會遠足教練 4. 本會遠足教練將獲推薦成為香港青年奬勵計劃 (AYP) 註冊遠足導師 OATC 報名表 健康申報表 教學實習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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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更正) （更新日期：23-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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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下： 日期: 2014 年 4 月 8日(二), 7 月 10 日(四),10 月 28日(二), 12 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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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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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間參與迎新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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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P紀錄簿須安排於     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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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吳嘉偉先生(Samuel)聯絡。 分享：     
  



2013-2016 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20-01-2014）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2013-2016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分享：     
2014 年度上半年 OATC及 BBTC最新課程 （更新日期：19-12-2013） 

分享：     
  

S1 Skills S2 Social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訓練課程 教學法及表達技巧課程 飛行探知章導師訓練課程   導師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初級繩藝及紥作訓練課程   挑戰網陣(高結構)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高空繩網場地導師」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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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資訊 （更新日期：01-11-2013） 2014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任何有意成為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導師及對兒童及青少年福音工作有興趣之人士報讀。詳情可於 OBTC專頁找到。截止報名日期為開課前四星期或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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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 （更新日期：23-08-2013） 2014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已上載於網頁， 詳情請按此查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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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