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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小綿羊暫停集隊(流感肆虐) （更新日期：24-01-2019） 

近日流感病毒肆虐，教育局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已宣佈幼稚園、幼兒中心由 1月 26日起停課，至學校原定的農

曆新年假期為止。總部現建議各分隊按教育局指引，小綿羊暫停集隊。有關分隊恢復集隊日期，請留意教育局復課

的安排。 

總部及各區所主辦的各項適用於此等組別的活動及訓練均會於此段期間取消或延期。 

有關其他組別分隊之主辦單位可按個別情況作出暫停集隊的安排。由於各分隊均面對不同處境，總部尊重各主辦單

位之最後決定。總部及各區所主辦的各項適用於此等組別的活動及訓練均會於此段期間如常進行，並會加強預防措

施或按情況延期。 

最後，再次呼籲各分隊導師提高警覺，盡早採取預防措施，並繼續留意政府所發出的最新資訊及指引。如有查詢，

請與發展幹事聯絡。衞生防護中心已設有流感網頁供市民了解更多資訊，詳情可登入：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4843.html 

分享： 
    

大埔林村訓練學校停止租用事宜 （更新日期：22-01-2019） 

本會承蒙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慷慨借出大埔林村慓遵堂舊址予本會，自 2004年起作為訓練基地。10年來，訓練

學校作為本會其中一個重要的訓練基地，供本會進行各類型訓練或分隊舉行退修，服務了眾多本會的成員。 

由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就事工拓展另有安排，林村訓練學校將由 2019年 6月 30日合約完結後歸還，為配合教

會未來使用的籌備工作，林村訓練學校將由 2019年 1月起停止借用，敬請留意。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 9253與制服團隊部同事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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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大城。小城」攤位介紹 （更新日期：28-01-2019） 

香港基督少年軍旗下社企項目「BBazaar創藝館」在 60週年啟動禮 暨 臻訓中心 10週年感恩禮舉辦攤位遊戲，屆

時會有四個攤位，分別是五色回收齊分類、問問紙皮值何價、動手動腳學自理及拼豆工作坊。 

凡購買滿$30 或參加環保攤位、品格教育攤位及拼豆工作坊，即可獲贈咖啡一杯，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A. 環保教育系列 攤位遊戲 

五色回收齊分類 

 

活動目的：學習垃圾分類回收 

遊戲玩法： 

1. 挑戰者 須把 一籃六項物品 進行分類； 

2. 成功把 4項垃圾分完成者，可以獲得一枚印章。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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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紙皮值何價 

    

 

 

活動目的：體驗回收物品的價值與回收過程 

遊戲玩法 ： 

1. 挑戰者需要於 抽獎箱中 抽 一件物件； 

2. 按 抽出物件 的價值，拾起相應價值的紙皮； 

3. 每人 只有三次拾起紙皮 的機會； 

4. 成功挑戰者，可以獲得一枚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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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格教育系列 攤位遊戲 

動手動腳學自理 

遊戲玩法： 

1. 參加的親子由起點出發，途中要合作完成摺衣服、排餐具、以及收拾玩具。 

2. 小朋友需到物資處領取物資，再到任務地點與父母一同進行任務。 

------------------------------------- 

香港基督少年軍旗下社企項目「BBazaar創藝館」 

由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成立， 

透過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等創意交流平台，促進本地創意文化的經濟動力。 

BBazaar創藝館服務包括：文化創意活動策劃、平面設計服務、紀念品/精品設計及製作服務。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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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分隊報名資訊 （更新日期：28-01-2019） 

60週年國際營 iCamp於本年底舉行，由即日起至 6月 15日為早鳥報名優惠，把握機會,名額有限! 

營會主題：S H I N E 

日期：2019年 12月 29日至 2020年 1月 1日 (星期日至三) 

地點：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初、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 及 海外基督少年軍成員 

名額：本地 (700位)、海外 (300位) 

本地營費：早鳥優惠＄500元 (由即日起至 6月 15日止)； 

正價＄800元 (由 6月 16日至 9月 30日止) 

截止報名：2019年 9月 30日 

營會活動：開幕禮、國際晚會、新興活動、城市追蹤、障礙賽、定向、 

     航拍、捧球、花式跳繩、舞蹈及民族服飾晚會、除夕倒數晚會、 

     初級組佈道會、閉幕禮、BB紀念品市集等精彩內容 

下載分隊報名表 

註：分隊請先報名確認人數以便大會統籌，參加者資料可最遲於 9月 30日前提交。 

  早鳥報名後不可取消，但可轉予其他未獲優惠的參加者。 

連結工作人員報名表 

Shine our Youth 青年滙聚、精彩人生 

Shine our Life Circle 生命耀亮、關懷四方 

Shine our Creativity 創意無限、發揮潛能 

Shine our Leadership 領袖承擔、堅毅精神 

Shine ou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自我衝破、擴闊視野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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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工作人員報名資訊 （更新日期：24-01-2019） 

60週年國際營 iCamp於本年底舉行，工作人員在營內擔當重要支援角色，盼望有你的參與，令整個 iCamp變得更

精彩! 把握機會,名額有限! 

營會主題：S H I N E 

日期：2019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 (星期日至三) 

地點：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營會活動:開幕禮、國際晚會、新興活動、城市追蹤、障礙賽、定向、航拍、捧球、花式跳繩、舞蹈及民族服飾晚

會、倒數晚會、初級組佈道會、閉幕禮、BB 紀念品市集等精彩內容 

對象：初、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 及 海外基督少年軍成員 

名額：本地 (700 位)、海外 (300 位) 

截止報名：2019 年 9 月 30 日 

登入網頁了解更多 iCamp 資訊 www.bbhk.org.hk/bb60icamp 

1. 連結工作人員報名表 https://goo.gl/forms/TsMbv1zS2XtVDVJs2  

2. 查詢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Shine among our Youth 青年滙聚、精彩人生 

Shine in our Life Circle 生命耀亮、關懷四方 

Shine our Creativity 創意無限、發揮潛能 

Shine with our Leadership 領袖承擔、堅毅精神 

Shine within ou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自我衝破、擴闊視野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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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導師持續訓練獎勵計劃--訓練嘉許章」申請 (請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遞交) （更

新日期：18-01-2019） 

導師如欲申請「導師持續訓練獎勵計劃」-- 訓練嘉許章，請於 2019年 3月 31日或之前遞交申請文件。 

有關之計劃詳情，請按此。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聯絡。 

分享： 
    

「2018年教練嘉許計劃」申請 (請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遞交) （更新日期：18-01-2019）

「2018年教練嘉許計劃」現正接受申請，凡於 201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總部/分區開辦之獎章訓練中擔任教

練或在中央考核中擔任考官，便可提出申請。 

計劃對象：本會教練(由訓練委員會委任之各科教練) 

嘉許資格：各科教練凡於計劃期間教授總部或分區舉辦之訓練達 50小時或以上，便可提出申請。 

嘉許證書分為三個類別： 

類別 要求 

金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150小時或以上 

銀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100小時或以上 

銅嘉許證書 於計劃期間教授及協助上述所提及的訓練達 50小時或以上 

所有嘉許證書由「香港基督少年軍訓練委員會」主席簽發。 

遞交申請日期：2019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遞交方法：填妥申請表格後可郵寄至制服團部或電郵至 award@bbhk.org.hk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聯絡。 

備註：如所教授之訓練為教練課程之教學實習時數，將不作計算。 

下載： 

教練嘉許計劃詳情 

申請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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