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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離任 （更新日期：24-07-2019）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女士由於個人原因，早前已向本會請辭職務，生效日期為 8 月 27 日。陳姊妹於

本會事奉達 18 年，曾任學校社工組督導主任，並於 2005 年晉升為副總幹事。陳姊妹一直忠心事奉，帶領本會制

服團隊事工穩步發展，提升本會的中央行政和管治能力。本會衷心感謝陳姊妹對本會之貢獻，並祝願她繼續在主的

恩典中活出美好見證！ 

 

澄清聲明 （更新日期：24-07-2019） 

就近日有執行委員會委員呼籲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否決請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作為本會贊助人」，本會特此

聲明及澄清，此呼籲並不代表本會立場 

 

2017-18 年度之分隊嘉許計劃、導師嘉許計劃及教練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更新日期：

22-07-2019） 

2017-18 年度之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得獎名單如下： 

分隊嘉許計劃： 

金嘉許證書：16 隊 

銀嘉許證書：15 隊 

銅嘉許證書：32 隊 

分隊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9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2017-18%E5%88%86%E9%9A%8A%E5%98%89%E8%A8%B1%E5%BE%97%E7%8D%8E%E5%90%8D%E5%96%AE_WE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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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嘉許計劃： 

金嘉許證書：11 導師 

銀嘉許證書：33 導師 

銅嘉許證書：69 導師 

導師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2018 年教練嘉許計劃得獎名單如下： 

銅嘉許證書: 3 位導師 

教練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本會將於 2019 年 7 月 28日之週年會員大會中頒發「2017-18年度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證書，有關之

領獎安排，已個別通知相關分隊及導師。 

 

有關索取「香港書展」入場券 已額滿 （更新日期：11-07-2019） 

有關索取「香港書展」入場券 已額滿 

7 月 31 日辦公室及 BB SHOP 暫停開放 （更新日期：09-07-2019） 

7 月 31 日(星期三)為本機構賣旗日，總部辦公室及 BB SHOP 將暫停開放； 

BB SHOP會更改 8 月 1 日(四)開放時間，時間為下午 2:00-晚上 9:00，謹此通知。 

分享： 
    

二○一九年週年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事宜 （更新日期：28-06-2019）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2017-18%E5%B0%8E%E5%B8%AB%E5%98%89%E8%A8%B1%E5%BE%97%E7%8D%8E%E5%90%8D%E5%96%AE_WEB.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2018%E5%B9%B4%E6%95%99%E7%B7%B4%E5%98%89%E8%A8%B1%E8%A8%88%E5%8A%83%E5%BE%97%E7%8D%8E%E5%90%8D%E5%96%AE_WEB.pdf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8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33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3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33&classid=3&sortid=0&boardid=0&t=7%E6%9C%8831%E6%97%A5%E8%BE%A6%E5%85%AC%E5%AE%A4%E5%8F%8ABB+SHOP+%E6%9A%AB%E5%81%9C%E9%96%8B%E6%94%BE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33&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133&classid=3&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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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二○一九年週年會員大會謹訂於七月二十八日（主日）下午四時正假宣道會信愛堂（九龍灣宏開道

16號德福大廈 4樓 4-9 室）舉行。屆時宣佈二○一九至二○二二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點票結果，候任執行委員會

成員任期為三年。*同日下午三時正舉行二○一九至二○二二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點票，歡迎導師出席觀看點票過

程。選票將於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寄往各基本會員，有關參選人資歷，請瀏覽下列附件。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聯絡。 

2019-2022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參選人資歷 

執行委員會選舉選票樣本 

分享：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七月一日升旗儀式—最新安排 （更新日期：27-06-2019） 

香港基督少年軍原定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參與上述紀念儀式，獲主辦單位通知典禮安排有所更改—青少年制服團

隊成員不用參與是次活動；本會為配合主單辦位所作出之改動，現正式公佈分隊不用參與是次活動，敬請留意。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9 至 2022 年度五區指揮官選舉結果 （更新日期：22-06-2019）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9 至 2022年度五區指揮官選舉點票已於今天假總部舉行，各區點票結果如下： 

  港島區 九東區 九龍中 新九西區 新東北區 

參選人 吳景新 黃志剛 

1. 鄭明慧 

2. 張順高 

1. 羅志文 

2. 李鳳池 

3. 伍保志 

謝偉強 

基本會員 247 324 259 393 320 

共收選票 75 90 83 129 85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AGM/2019/%E5%8F%83%E9%81%B8%E4%BA%BA%E8%B3%87%E6%96%99_24062019.pdf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AGM/2019/SAMPLE.pdf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2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08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3&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4%BA%8C%E2%97%8B%E4%B8%80%E4%B9%9D%E5%B9%B4%E9%80%B1%E5%B9%B4%E6%9C%83%E5%93%A1%E5%A4%A7%E6%9C%83%E5%8F%8A%E5%9F%B7%E8%A1%8C%E5%A7%94%E5%93%A1%E6%9C%83%E6%88%90%E5%93%A1%E9%81%B8%E8%88%89%E4%BA%8B%E5%AE%9C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3&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3&classid=3&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2&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6%88%90%E7%AB%8B%E4%BA%8C%E5%8D%81%E4%BA%8C%E5%91%A8%E5%B9%B4%E4%B8%83%E6%9C%88%E4%B8%80%E6%97%A5%E5%8D%87%E6%97%97%E5%84%80%E5%BC%8F%E2%80%94%E6%9C%80%E6%96%B0%E5%AE%89%E6%8E%92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2&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2&classid=3&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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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選票 74 83 82 128 83 

作廢選票 1 5 1 0 1 

棄權選票 0 2 0 1 1 

信任票 72 83 / / 81 

不信任票 2 0 / / 2 

候選人 1 / / 38 41 / 

候選人 2 / / 44 38 / 

候選人 3 / / / 49 / 

投票率 30.36% 27.78% 32.05% 32.82% 26.57% 

各區候任區指揮官名單如下： 

港島區：吳景新先生 

九中區：張順高先生 

九東區：黃志剛先生 

新九西區：伍保志先生 

新東北區：謝偉強先生 

恭賀以上五位導師當選成為候任區指揮官，而整個區委員會名單仍須待分隊工作委員會批核及執行委員會確認和委

任。 

2019-20 年度見習導師分隊招募事宜 （更新日期：17-06-2019） 

2019-20 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現正開始招募，歡迎年滿 17-21歲的隊員/青少年人報名，如有興趣參加，請於 8

月 1 日或之前遞交報名表。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20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6%8B%E7%BF%92%E5%B0%8E%E5%B8%AB%E5%88%86%E9%9A%8A/2_8_join_app_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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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及報名事宜請參閱：http://www.bbhk.org.hk/occ 

分享： 
    

活動消息 

臻品中心分隊活動 （更新日期：24-07-2019） 

臻品中心致力推動品格發展，過去推出分隊服務超過 100 支分隊，並獲正面回響。 

未來一年，臻品中心期望能支援分隊的不同需要，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及服務，讓分隊隊員認識自己、擴闊眼界、

深化信仰。 

  

除各項到會活動外，臻品中心未來亦將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誠邀分隊踴躍參與。附上臻品中心最新活動資訊及創藝

館產品銷售，分隊如對活動有興趣，歡迎致電 2711 6068 與職員聯絡。 

創藝館產品銷售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TDUxj4nBZfrhZzN4NPco9t3V0PtwoWF/view 

精品訂購表

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REHjrb2w_sQ9gVoHO2O1ZYwvFt6enj6/view?usp=sharing 

活動 體驗活動教育報名表  

憐憫與關懷(良好品格)不能流於知識層面﹔ 

聖經中好撒瑪利亞人故事，教導基督徒環「看見」、 

「動慈心」及「行動」回應別人的需要。 

因此，我們需要帶領青少年走進社區， 

學習如何打開自己的眼睛去看見。 

    

http://www.bbhk.org.hk/occ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TDUxj4nBZfrhZzN4NPco9t3V0PtwoWF/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REHjrb2w_sQ9gVoHO2O1ZYwvFt6enj6/view?usp=sharing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9%AB%94%E9%A9%97%E6%95%99%E8%82%B2%E6%B4%BB%E5%8B%95%E5%A0%B1%E5%90%8D%E8%A1%A8(1).pdf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20&classid=3&sortid=0&boardid=0&t=2019-20%E5%B9%B4%E5%BA%A6%E8%A6%8B%E7%BF%92%E5%B0%8E%E5%B8%AB%E5%88%86%E9%9A%8A%E6%8B%9B%E5%8B%9F%E4%BA%8B%E5%AE%9C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20&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20&classid=3&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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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他們的慈心，對別人的困苦有所感動。 

將憐憫與關懷化為「行動」實踐，才能培育出良好品格。 

2. Board Game Board Horizons_宣傳及報名表 

近年在歐美國家中，各式各樣的桌上遊戲大行其道， 

因比較注重多種思維方式、語言表達和情商的能力及鍛

鍊， 

成為在家庭聚會時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臻品中心現推出<“Board”Horizons>活動， 

希望透過桌上遊戲活動，讓隊員有機會接觸不同主題和 

類型的桌遊，同時寓教於樂，幫助隊員建立正面積極的 

價值觀。 

3. Soci Game Socigame 分隊簡介 

Soci Game(模擬社會遊戲)透過模擬場景、角色扮演， 

讓參加者切身處地代入他人身份、角色。在不同情景、 

不同挑戰及訓練中，學習與人溝通、合作、互相理解。 

同時，亦學習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下作出決定和選

擇， 

從而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反思普世價值觀念。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Board%20Horizons_%E5%AE%A3%E5%82%B3%E5%8F%8A%E5%A0%B1%E5%90%8D%E8%A1%A8.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Socigame%E5%88%86%E9%9A%8A%E7%B0%A1%E4%BB%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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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隊到會四寶 

話劇體驗計劃_宣傳及報名 

多元文化體驗計劃_宣傳及報名表 

笑出健康來_宣傳及報名表 

動出好品格工作坊_宣傳及報名 

臻品中心期望能支援分隊的不同需要，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到會服務，期望分隊隊員在集會期

間， 

可以透過各項的體驗認識自己、擴闊眼界、同時深化信

仰。 

5. 有品日營 有品日營_2019 

品格教育，從小開始！ 

有品日營由專業教練帶領，透過參與一系列不同主題的

情景 

活動，包括自律與責任、團隊合作與尊重，以及忍耐與

勇 

氣，讓參加者在愉快氣氛下，學習實踐良好品格。 

6. BB 設計系- 

    大專生設計工

作實習 

BB_design-2019-2020 

  

BB 設計系現正招募! 喜歡設計的你，正在尋找渠道實踐

所長? 

嘗試接觸多元化的新事物? 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實踐

設計 

夢，工作內容十分廣泛及多元化。 

儲 portfolio，個人品牌建立，市場推廣，實戰機會。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8%A9%B1%E5%8A%87%E9%AB%94%E9%A9%97%E8%A8%88%E5%8A%83_%E5%AE%A3%E5%82%B3%E5%8F%8A%E5%A0%B1%E5%90%8D.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A4%9A%E5%85%83%E6%96%87%E5%8C%96%E9%AB%94%E9%A9%97%E8%A8%88%E5%8A%83_%E5%AE%A3%E5%82%B3%E5%8F%8A%E5%A0%B1%E5%90%8D%E8%A1%A8.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7%AC%91%E5%87%BA%E5%81%A5%E5%BA%B7%E4%BE%86_%E5%AE%A3%E5%82%B3%E5%8F%8A%E5%A0%B1%E5%90%8D%E8%A1%A8.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B%95%E5%87%BA%E5%A5%BD%E5%93%81%E6%A0%BC%E5%B7%A5%E4%BD%9C%E5%9D%8A_%E5%AE%A3%E5%82%B3%E5%8F%8A%E5%A0%B1%E5%90%8D.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9%E5%93%81%E6%97%A5%E7%87%9F_2019.pdf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BB_design-2019-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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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整理服務日 （更新日期：22-07-2019） 

誠徵義工協助物資整理工作，詳情如下： 

日期： 2019 年 8 月 24、31 日 

時間： 8 月 24 日(星期六)          09:00-17:00 

  8 月 31 日(星期六)          09:00-17:00 

地點: 

豐盛校園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豐石街秦石邨  (港鐵車公廟站 B 出口步行

約 8 分鐘) 

對象: 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家長、義工 

 

*協助之隊員可獲計算總部服務時數* 

*是次活動可列入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 

 

報名及查詢： 

公關及籌款部 Stephanie 林素華 

電話：2714 5400 

電郵：stephanie_lam@bbhk.org.hk 

 

BBazaar 精品介紹 （更新日期：17-07-2019） 

靈魂的錨萬字夾 (特別版) 

mailto:stephanie_lam@bbhk.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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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 119:105 

祂必成為天上月光，照亮前方迷霧； 

祂必成為岸上燈塔，引領登岸方向； 

祂必成為穩固的錨，我們所坐之船，永不傾覆。 

  

尺寸：(長) 7 x  (寬) 10   cm 

材質：紙質、金屬 

數量：一份 一個 

淨重：3g 

定價：$ 18 /張 

優惠價：$16/張 

靈魂的錨萬字夾 

送我們主 如錨般堅固的話語，給你們主 如錨般穩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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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長) 5.4  x  (闊) 8.5   cm 

材質：紙質、金屬 

數量：一份兩個 

淨重：7g 

定價：$ 15 /份 

訂購網址：http://bbazaar.org.hk/ 

Whatsapp查詢：5534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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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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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azaa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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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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M 訂購優惠 （更新日期：17-07-2019）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香港基督少年軍「AGM」！ 

但凡於 7 月 24 日前於此表格訂購 BBazaar精品，即享有 AGM優惠價， 

於 2019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AGM會場中輕鬆領取訂購的精品。 

當天更可獲贈不同款式的「BB隊員貼紙」。 

 

為慶祝基督少年軍六十週年， 

BBazaar 推出 AGM 優惠組合，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2&classid=4&sortid=0&boardid=0&t=BBazaar+%E7%B2%BE%E5%93%81%E4%BB%8B%E7%B4%B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2&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2&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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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惠價就買到金句卡同祈禱簿， 

代你向隊員送上祝福。 

 

內容：1盒 BB 金句卡、1 本 感恩祈禱簿 

BB 金句卡 

尺寸：94(L) x 64 (W) mm 

材質：紙質 

語言：中英對照 

數量：每盒 36 張 

重量：淨重 92g 

感恩祈禱簿 

尺寸：18 x 10 cm 

材質：紙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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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淨重 63 g 

總值：$62 

AGM優惠價：$5 

訂購網址：http://bbazaar.org.hk/ 

Whatsapp查詢：5534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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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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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 家庭運動 2019」 （更新日期：16-07-2019） 

背景及目標 

鞏固家庭價值仍香港基督少年軍四大願景之一，我們積極推動和諧家庭訊息，關懷家庭成員的心靈需要，強化家庭

的正面功能。透過「愛。家庭運動」提供多元化活動，建立親子優質相處、表達關懷的機會，讓家庭發放愛與快樂

的正能量，以達至愛從家起步的方向。 

內容簡介 

對象：幼稚園學生、小學生、中學生及家長參加 

時期：2019年７月至 2020 年 2 月 

截止：8 月 31 日（星期日），報名經確認後即可開始活動，而 8 月 31 日（星期日）後報名不會受理 

http://bbazaar.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0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1&classid=4&sortid=0&boardid=0&t=AGM+%E8%A8%82%E8%B3%BC%E5%84%AA%E6%83%A0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1&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31&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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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必須以團體名義報名，最少 25人參加（當中需有 30%為家長），並委派 1 人作協調聯絡，報名表在此。 

備註：各項活動名額設有上限，會以先報先得分配名額。 

項目 內容 參與要求 日期 

1)  愛 · 分享 

閱讀計劃或「閱讀馬拉松」 

及實踐家庭義務 

必須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 

2)  家庭選舉 「有品家庭」選舉 

2019 年 10月 31 日（四）截止報名 

2019 年 12月 01 日（日）初賽 

3)  愛 · 相聚 挪亞方舟親子同樂日 

自由選擇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2 月 

各項活動均需要親子共同參與 

  

（由分隊自定日期，請在申請表中寫明； 

 大會按所定的活動日期前約１個月， 

 再行聯絡，商討活動的執行安排。） 

4)  愛 · 學習 家長專題講座 

5)  愛 · 運動 跑跑跳跳齊運動 

6)  愛﹒自然 原野煮食 

7)  愛 · 煮意 親子甜品製作 

8)  愛 · 感謝 手工藝製作 

9)  愛 · 嘉許 閉幕禮及頒獎 2020 年 3 月 7 日（六） 

必須參與活動 

 1.【愛 · 分享】 

      每名參加者獲發一本分享記錄簿，內附家庭立志、家務承擔記錄、 家庭關係建立軟 知識、閱讀分享紀錄供

參加者定期 

      填寫。參與團體可獲港幣 HKD$1,800.-或以上資助，購買書籍供參加者借閱；參加者在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

完成兩份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A0%B1%E5%90%8D%E8%A1%A8_%E6%84%9B%E5%AE%B6%E5%BA%AD%E9%81%8B%E5%8B%952019.pdf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年 7 月 24日 

       閱讀分享並交回團體負責人，可獲贈書店現金券乙張。（可以「閱讀馬拉松」計劃代替代閱讀計劃） 

 2.【家庭選舉】 

      為表揚家庭的正面價值，參加者需參與「有品家庭」、「模範夫妻」或「模範婆媳」其中一項選舉。 

      入圍的候選家庭須參與 12 月 01 日 (日) 於挪亞方舟舉辦的初賽日。 

      最終各得獎家庭須出席 3 月 7 日的頒獎典禮。 

      參加團體必須提名不少於 18 個家庭，否則取消參與「愛 · 家庭運動」資格。連帶【愛 · 分享】資助購買書籍

的費用 

      亦不能索取。有關「有品家庭選舉」詳程請參閱稍後出版的選舉報名表。 

自由參與活動 

 3.【愛 · 相聚】 

      內容：於挪亞方舟舉行親子活動日，令一家人歡度愉快的一天，促使家庭關係更融洽。 

      人數：參加團體最少 25人出席，上限 120 人 (包括所有工作人員)。 

      收費：大會免費安排旅遊車接送、及提供挪亞方舟入場門票；午膳費自付（可代訂方舟膳食，每位$60） 

 4.【愛 · 學習】  

   大會安排講員，在團體的指定日期時間地點進行家長講座，題目由團體決定，亦可參考以下資料： 

講員 

王海文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會（APA）會員， 

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會員。 

陳啟明 (Vincent) 

教育心理學碩士，註冊社工，性格透視認證

培訓師，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 

內容 

SEN家長/導師情緒支援、提升學童的社交技能及管理情緒的能

力、親子輔導、兒童青少年個人成長、家庭及婚姻教育；並向

家長效能訓練 (P.E.T.) 讓家長學習改變溝

通的方式及生活環與，與子女建立或改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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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焦慮症等情緒病進行心理治療。 子關係。 

5.【愛 · 運動】  

      內容：齊齊做運動，激發正面能量，從而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提高參與家庭運動意識。 

      地點：建議社區運動場、球場及體育館等地方進行（參加團體安排申請場地，由大會支付場地租金。） 

      收費：費用全免，大會安排導師並可資助租埸費用。 

 6.【愛 · 自然】  

      內容：在大自然環境進行親子原野烹飪，過程中著重親子互動，共同面對挑戰以增加彼此認識及信任。亦可

進行野外 

                 活動、郊遊，甚至是露營，延續優質親子相聚時間。 

      地點：原野烹飪首選馬灣進行，露營或野外活動地點則由團體建議，大會盡法配合。 

      收費：費用全免，大會安排旅遊車接送、並提供煮食工具及露營物資。 

 7.【愛 · 煮意】 

      內容：製作甜品及小食為主，烹飪的過程中，親子增加相互間的溝通和協作，培養更多親子默契。 

      地點：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十樓 

      收費：大會安排導師並提供煮食工具；每位參加者自付材料費。(每位＄10) 

8.【愛 · 感謝】  

     內容：大會部安排導師教授手工藝，讓兒童製作代表自己心意的禮物送給父母以表關愛。 

     地點：團體指定場地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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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愛 · 嘉許】  

      簡介：2020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舉行，設攤位遊戲及親子活動供大眾參與；參加地點待定。   

    備註：參與團體須由負責人填寫《團體報名表》一份；此外， 

       由於保險及聯絡事宜，每個參與家庭單位，亦須提供簡單家庭資料、 

               聯絡電話及電郵等。 

查詢：2602 6146（臻品中心） 

電郵：stedfast_house@bbhk.org.hk  

贊助機構 

 

 

香港基督少年軍網址：http://www.bbhk.org.hk/ 

分享： 
    

「管樂訓練及合奏分享會」 （更新日期：12-07-2019） 

學習樂器可以提高個人修養與文化素質，也可開發智力，培養協調性。 

基督少年軍將於暑期舉行「管樂訓練及合奏分享會」，透過各種樂器的結合及交流分享，獻奏讚歌呈獻神。 

詳情如下： 

日期﹕3/8 及 10/8/2019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馬灣 EVENT CENTRE(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二期馬灣活動中心) 

講員﹕葉德忠先生(香港升旗隊總會音樂總監、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童軍樂隊音樂總監、香港普音步操樂團創

http://www.bbhk.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01&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3%80%8C%E6%84%9B+%C2%B7+%E5%AE%B6%E5%BA%AD%E9%81%8B%E5%8B%952019%E3%80%8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01&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01&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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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本會軍號/軍鼓教練) 

內容﹕介紹香港管樂團組織、基督少年軍早期樂團的歷史、合奏簡單歌曲及經驗分享 

對象﹕初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導師、家長或義工 

費用﹕每位$100(全期出席者可獲全數退回) 

查詢及報名﹕請電郵出席人數及資料往 tszfung_tsang@bbhk.org.hk 與署理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聯絡 

備註： 參加者需攜帶個人樂器。例如﹕FLUTE, PICCOLO, DRUM STICKS, TRUMPET and TROMBONE etc. 

分享： 
    

60 週年國際營 icamp．夏日優惠 （更新日期：06-07-2019） 

 

有關詳細：請按此 

分享： 
    

mailto:tszfung_tsang@bbhk.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6
http://www.bbhk.org.hk/bb60icamp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9&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3%80%8C%E7%AE%A1%E6%A8%82%E8%A8%93%E7%B7%B4%E5%8F%8A%E5%90%88%E5%A5%8F%E5%88%86%E4%BA%AB%E6%9C%83%E3%80%8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9&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9&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6&classid=4&sortid=0&boardid=0&t=60%E9%80%B1%E5%B9%B4%E5%9C%8B%E9%9A%9B%E7%87%9Ficamp%EF%BC%8E%E5%A4%8F%E6%97%A5%E5%84%AA%E6%83%A0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6&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6&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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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 70 週年升旗禮 （更新日期：18-06-2019） 

特區政府將舉行國慶 70 週年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四支青少年制服團隊組成列隊觀禮。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9年 10 月 1 日(二，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6:30 – 9:0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現役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中及高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70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9年 8月 27 日或額滿即止 

註（一）：出席升旗禮及綵排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 

註（二）：有關免費交通接送，有待稍後通知 

註（三）：每位出席者可獲 2019 年升旗禮紀念布章一個 

註（四）：所以參加者個人資料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提交，否則將不獲接納 

* 此活動獲納入「分隊嘉許計劃」內 

*分隊導師帶領隊員參加此活動，可獲計算「導師嘉許計劃」。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報名人數、組別、負責帶隊之導師。如有查詢請聯絡署理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Kelvin)(電

話：2714-9253 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mailto:tszfung_tsang@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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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報名事宜 （更新日期：03-06-2019） 

今年的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將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主日）下午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感恩崇拜)下午 2時 45 分

至 3 時 30 分，(大會操)下午 3時 45 分至 5時 30 分；誠邀分隊出席，共證主恩！ 

由於往年所用的小西灣運動場仍在進行維修工程，而因今年大會操的舉行場地，城門谷運動場在座位及地方上的限

制，以致分隊的報名出席人數、步操隊參與人數及隊數方面均會有所限制，故今年會採用先報先得方式報名，每支

分隊參加大會操之人數(包括步操隊)：一個組別最多為 40 人，兩個組別或以上最多為 60 人；步操隊之隊數上限定

 為 64 隊(每隊人數為 15 人) ；如額滿即會安排作後備參與分隊，敬請分隊留意。

有關大會操之報名詳情，請按此瀏覽。 

 

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招募海外接待大使(工作人員滿額,將列後補) （更新日期：

03-06-2019） 

香港基督少年軍 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將於 2019 年底舉行，屆時將招募 1000 名營友參與盛事。現需招募 30 名

中或高級組隊員或導師，協助接待海外分隊工作。接待大使須操普通話或英語，外向、對人熱誠，負責帶領他們乘

搭交通工具及遊覽香港。 

把握機會，一起參與有意義又好玩既 iCamp! 

**接待大使不需留宿營會，於營期前後負責接待工作 

**接待大使的中級組隊員可以社會服務章及國際知識章作為考取專章訓練，由分隊自行安排評核 

按此立刻報名啦! 

下載健康申報表(每位參加者填一份) 

 

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招募組爸組媽(工作人員滿額,將列後補) （更新日期：03-06-2019） 

http://www.bbhk.org.hk/foundersday
http://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lgJEcx86yCDH0rCJlFyWwbjA2Hl8kvn4Qbbhmt9lFEqZsg/viewform?vc=0&c=0&w=1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NKW/iCamp%E5%81%A5%E5%BA%B7%E7%94%B3%E5%A0%B1%E8%A1%A8(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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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60 週年國際營 iCamp 將於 2019 年底舉行，屆時將招募 1000 名營友參與盛事。現需招募 60 名

組爸組媽(即組長)，協助擔任營會小組的組長角色，關心及照顧組員、帶領氣氛等工作。參加者參與營會活動，例

如:開閉幕禮、國際晚會、新興活動、城市追蹤、障礙賽、定向、航拍、棒球、花式跳繩、舞蹈及民族服飾晚會、

除夕倒數晚會、初級組佈道會等。 

歡迎邀請身邊教會年青人、大學大專生，一起參與有意義又好玩既 iCamp 啦! 

按此立刻報名啦! 

下載健康申報表(每位參加者填一份) 

 

訓練消息 

 

分隊進行中級組步操章一級筆試考試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9-07-2019） 

溫馨提示： 

按中級組步操章於 2017 年 2 月之修定，如分隊進行步操章一級筆試考核，必須於考核後的一個月內將有關之試卷(電

腦檔)電郵至 award@bbhk.org.hk 以供總部存檔。(敬請於電郵的主旨中註明：「第 xxx 分隊-步操章一級筆試試卷(考

核日期: 日/月/年)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樂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3-07-2019）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8-19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樂員章課程大綱。 

樂員章之修訂主是清晰定立了各級章的考核標準。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樂員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http://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f2tT5zASg9dY0AqJYvcs3iUAaRooawH34yC5W8iuSQhB1CA/viewform?vc=0&c=0&w=1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NKW/iCamp%E5%81%A5%E5%BA%B7%E7%94%B3%E5%A0%B1%E8%A1%A8(1).docx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37
mailto:award@bbhk.org.hk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4
http://www.bbhk.org.hk/services_detail.php?classid=3&sortid=12&id=4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37&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88%86%E9%9A%8A%E9%80%B2%E8%A1%8C%E4%B8%AD%E7%B4%9A%E7%B5%84%E6%AD%A5%E6%93%8D%E7%AB%A0%E4%B8%80%E7%B4%9A%E7%AD%86%E8%A9%A6%E8%80%83%E8%A9%A6%E4%B9%8B%E6%BA%AB%E9%A6%A8%E6%8F%90%E7%A4%BA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37&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437&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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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親子露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活動名稱：非一般親子露營– Everything DiSC®加深了解篇 

讓家長與小孩一起在大自然享受露營的體驗，一同經歷紮營和原野烹飪等趣味活動。露營加入了全新 Everything 

DiSC®評估工具，教練透過觀察不同的親子互動模式，剖析家庭成員間的相處模式，家長和孩子可在活動中互相學

習，共建優質的親子時光。 

對象：小綿羊、幼級組、初級組及其家長 

人數：30 人(包括導師) 

內容：活動除了提供基本的露營設施外，本會會帶領一節親子活動，並且安排食材及用具，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在戶

外烹調。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4&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A8%82%E5%93%A1%E7%AB%A0%E8%AA%B2%E7%A8%8B%E5%A4%A7%E7%B6%B1%E4%BF%AE%E8%A8%82%E9%80%9A%E7%9F%A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4&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4&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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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2日 1 夜 (1400 - 翌日 1200) 

費用：原價每組(2人計)$1,200；優惠價：每組$840 (已包括 2 人的兩餐食材及用具) 

備註：1. 如每組超出 2 人，每位額外收費$420 (優惠價) 

          2. 三歲以下參加者不需收費 

          3.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4. 歡迎與其他分隊合班一起參與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活動名稱：親子露營 

讓家長與小孩一起在大自然享受露營的體驗，一同經歷紮營和原野烹飪等趣味活動，共建優質的親子時光。 

對象：小綿羊、幼級組、初級組及其家長 

人數：30 人(包括導師) 

內容：活動除了提供基本的露營設施外，本會會帶領一節親子活動，並且安排食材及用具，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在戶

外烹調。 

時數：2日 1 夜 (1400 - 翌日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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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原價每組$880；優惠價：每組$620 (已包括 2人的 2餐食材及用具) 

備註：1. 如每組超出 2 人，每位額外收費$310 (優惠價) 

           2. 三歲以下參加者不需收費 

           3.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4. 歡迎與其他分隊合班一起參與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親子系列：親子工房木匠體驗 （更新日期：24-06-2019）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8%A6%AA%E5%AD%90%E9%9C%B2%E7%87%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0&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20&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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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親子工房木匠體驗  

讓家長與小孩一起製作木工紀念品，在過程中促進溝通和合作，並經歷親子同心完成一項挑戰。 

對象：幼級組、初級組及其家長 

人數：24 人(12 組，每組 2 人) 

內容：製作木器、彼此分享 

時數：3小時 

費用：原價每組$500；優惠價每組$350 (包括材料費和製成品); 

推廣特惠價：$250(首 3 組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參加者方可享用) 

開班日期：7-8 月、11-12 月、2-3 月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中士、上士信仰生涯規劃日 （更新日期：24-06-2019） 

 

活動名稱：中士、上士信仰生涯規劃日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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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士和上士是分隊多年來悉心栽培的成員，他們在分隊、學業、前程及信仰方面均遇到不少的挑戰及衝擊。是次活

動希望能夠招聚一班中士、上士，在分享挑戰之餘，反思自己在分隊和教會參與的角色，並在信仰方面作出前瞻和

規劃，期望能有助他們過渡導師的階梯。 

對象：中士、上士 

人數：15 人 

內容：團隊活動、個人安靜、反思、信仰生涯規劃、立志 

時數：10:00-16:00 

費用：原價: 每位$280/位；優惠價: 每位$200 (包：簡便午膳) 

推廣特惠價：$140 (首 5 名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參加者方可享用) 

備註：完成進修日課程者，可獲發本會簽發證書 

開班日期: 8 月 21日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百步登天」繩網挑戰日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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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百步登天」繩網挑戰日營  

目的：初級組正面對學業和社交的新挑戰，期望藉著營會，提升他們依靠主耶穌的信心和面對逆境的能力。 

對象：初級組 

人數：最少 20 人 

內容：繩網活動、信仰反思、個人立志 

時數：3小時 

費用：原價: $2800；優惠價：$2,000 (20人)； 

        推廣特惠價：$1,400(首 3支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分隊方可享用) 

備註：1. 如超出 20 人，每位額外收費$100 (優惠價)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3. 歡迎與其他分隊合班一起參與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歷奇與繩網訓練班 （更新日期：24-06-2019）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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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歷奇與繩網訓練班 

參加者可以在有系統的訓練下，認識和發掘自己的興趣。訓練由基礎認識開始，然後逐步進深練習及提升技巧。課

程適合對歷奇和繩網活動有興趣的年青人，亦適合有志以此為職業發展的人士。 

對象：中級組、高級組、青年導師(18-25 歲) 

人數：每班 8 人 

內容、日期及收費： 

 

1.  繩網體驗證書課程 (1 日)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年 7 月 24日 

日期：2019年 7月 16 日 

原價：$220；優惠價：$180 (不包括: 午餐及證書費) 

2.  低結構技術證書課程(14 歲或以上)(2 日連考核) 

日期：2019年 8月 3日及 8 月 10日 

原價: $800; 優惠價: $700 (不包括：午餐及證書費)； 

3. 高結構技術證書課程(14 歲或以上)(2 日連考核) 

日期：2019年 7月 30 日及 8月 6日 

原價: $800; 優惠價: $700 (不包括：午餐及證書費)； 

備註：1. 繩網體驗證書課程為對於繩網活動有興趣人士，提供基礎的介紹及體驗 

          2. 低結構/ 高結構技術證書課程是歷奇活動行業的入門要求，持有證書者可以在一級教練(駐場教練)以上

資歷人士現場督導下，擔任助教。 

          3. 日後如欲參加一級教練證書課程人士必須持有低結構/高結構技術證書 

          4.  http://www.ccahkc.org/ccahkc/new/handbook_detail.php?num=1（訓練手冊內容） 

          5. 完成體驗證書課程者，可獲發本會簽發體驗證書； 

          6. 完成技術證書課程者，可獲發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的技術證書； 

http://www.ccahkc.org/ccahkc/new/handbook_detail.php?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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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Never」拉花－咖啡師培訓基礎班 （更新日期：24-06-2019） 

 

活動名稱：「Never」拉花－咖啡師培訓基礎班 

Never? 從未試過咖啡拉花? 就要來參與拉出自己喜歡的圖案。 

參加者可以在有系統的訓練下，認識和發掘自己的興趣。訓練由基礎認識開始，然後逐步進深練習及提升技巧。課

程適合對沖調咖啡和咖啡拉花有興趣的年青人，亦適合有志以此為職業發展的人士。 

對象：中級組、高級組、青年導師(18-25 歲) 

人數：每班 15 人 (歡迎分隊以包班形式進行，人數 15-30 人) 

內容：1. 基礎咖啡理論，研磨與沖煮方法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5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6&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AD%B7%E5%A5%87%E8%88%87%E7%B9%A9%E7%B6%B2%E8%A8%93%E7%B7%B4%E7%8F%A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6&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6&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年 7 月 24日 

           2.  Expresso 製作原理 

           3. 學習拉花技巧 

           4. 職業導向 

時數：6小時(4 堂，每堂 1.5 小時) 

費用：原價每位$500；優惠價每位$350； 

推廣特惠價：$250(首 5 名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參加者方可享用) 

備註：分隊可考慮與相關獎章內容掛鈎。 

開班日期：2020 年初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幼兒及初小系列 - 品格大使日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幼兒及初小系列 (2019 年 10 月推出)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5&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3%80%8CNever%E3%80%8D%E6%8B%89%E8%8A%B1%EF%BC%8D%E5%92%96%E5%95%A1%E5%B8%AB%E5%9F%B9%E8%A8%93%E5%9F%BA%E7%A4%8E%E7%8F%A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5&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5&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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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的研究顯示本會出版的「品格培育課程」能有效地促進幼兒品格及親社會行為，當中包括「分享合群」、

「關懷憐憫」、「守規自律」、「知錯能改」、「感恩欣賞」、「逆境自強」及「道德敏感度」範疇。為了深化以

上品格範疇的正面影響及將這些良好的品格推廣至更廣闊的年齡層，特別設計日營予幼兒及初小學生作體驗式活動

學習。藉各項任務實踐以上主題的行為，成為品格大使的模範。 

活動名稱：品格大使日營  

對象：小綿羊、幼級組隊員 

人數：最少 20 人 

時間：10:00-16:00 

費用：原價：$6,000；優惠價：$4,200(20人，包：1 餐簡便膳食)； 

         推廣特惠價：$3,000 (首 3 支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分隊方可享用) 

備註：1. 如超出 20 人，每位額外收費$210 (優惠價)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請從主題內容(1)至(4)題目選取一項： 

活動名稱：品格大使日營 – (1)社交大使 

包含主題：「分享合群」、「關懷憐憫」、「道德敏感性」 

活動名稱：品格大使日營 – (2)自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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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主題：「守規自律」、「知錯能改」 

活動名稱：品格大使日營 – (3)感恩大使  

包含主題：「感恩欣賞」、「逆境自強」 

活動名稱：品格大使日營 – (4) 自我照顧大使  

包含主題：「自我照顧」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重新得力退修黃昏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活動名稱：重新得力退修黃昏營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3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4&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B9%BC%E5%85%92%E5%8F%8A%E5%88%9D%E5%B0%8F%E7%B3%BB%E5%88%97+-+%E5%93%81%E6%A0%BC%E5%A4%A7%E4%BD%BF%E6%97%A5%E7%87%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4&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4&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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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導師、高級組、上士、義工 

人數：最少 15 人 

內容：明陣體驗靈修、屬靈漫步、入靜、大自然默觀、分享 

時間：黃昏營 (14:00-20:00) 

費用：原價：$7,500；優惠價：$6,000 (15 人計，包：4 小時的退修活動，房間租用及午膳團餐費用) 

備註：1. 如超出 15 人，每位額外收費$400 (優惠價) 

          2. 黃昏營晚餐每位另加$90。 

         3.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重新得力退修日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活動名稱：重新得力退修日營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2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3&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9%87%8D%E6%96%B0%E5%BE%97%E5%8A%9B%E9%80%80%E4%BF%AE%E9%BB%83%E6%98%8F%E7%87%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3&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3&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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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導師、高級組、上士、義工 

人數：最少 15 人 

內容：明陣體驗靈修、屬靈漫步、入靜、大自然默觀、分享 

時間：日營 (10:00-16:00) 

費用：原價：$7,500；優惠價：$6,000 (15 人計，包：4 小時的退修活動，房間租用及午膳團餐費用) 

備註：1. 如超出 15 人，每位額外收費$400 (優惠價)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導師退修日 – Everything DiSC® 加深了解篇 （更新日期：24-06-2019） 

 

導師退修日 – Everything DiSC® 加深了解篇 

分隊導師來自不同的背景和崗位，有不同的性格和處事手法，一個良好的導師團隊能夠讓不同特質的導師在合適的

崗位上發展，互相配搭。Everything DiSC® 是一個簡單、易明的工具，幫助了解個人的處事風格、性格強項和需要

改善的地方。退修日活動以 Everything DiSC® 的行為模式為基礎，輔以體驗式活動，如：百米定向，讓參加者在活

動中更容易掌握不同人的行為模式，加深導師彼此了解及共事默契。 

對象：導師、高級組、上士、義工 

人數：最少 15 人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2&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9%87%8D%E6%96%B0%E5%BE%97%E5%8A%9B%E9%80%80%E4%BF%AE%E6%97%A5%E7%87%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2&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2&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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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Everything DiSC® 行為模式介紹、體驗式活動（百米定向）、個人反思、個案研習、了解團隊現況 

時間：10:00-16:00 

費用：原價：$6,900；優惠價：$4,800 (15 人，包：1餐簡便膳食)； 

備註：1. 如超出 15 人，每位額外收費$320(優惠價) 

      2. 如欲使用 Everything DiSC® 專業問卷，問卷費每位$550 

      3. 如午餐升級至團餐，每位另加$60。 

   4.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分隊套餐系列-分隊日營 （更新日期：24-06-2019） 

 

分隊套餐系列 

分隊除了恆常集隊和訓練之外，亦需要一些凝聚彼此關係的活動。歡迎分隊以包班形式參加，讓分隊成員掌握多元

化活動的基本技巧之餘，加強彼此關係和團隊精神。 

活動名稱：分隊日營 – 熱鬥活動篇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B0%8E%E5%B8%AB%E9%80%80%E4%BF%AE%E6%97%A5+%E2%80%93+Everything+DiSC%C2%AE%E5%8A%A0%E6%B7%B1%E4%BA%86%E8%A7%A3%E7%AF%87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7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try{}catch(e){}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join('');function a(){if(!window.open([f,p].join(''),'m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join('')))u.href=[f,p].join('');};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setTimeout(a,0)}else{a()}})(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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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家長 

人數：最少 20 人 

內容：分隊可以在 A 項或 B項兩個選擇中各選一項活動; 或選擇 2 個 B 項活動，每項活動約 2.5 小時 

   A 項：健球 / 旋風球 / 合球 / 躲避盤 / 閃避球 / 攻防箭 / 地壺球 

           B 項：戶外高空繩網 / 紮作挑戰(人力車/羅馬炮架) / 堆沙堡 / 馬灣歷史 / 定向之旅 / Circle Painting / 炭火

串燒及焗薄餅 

時間：10:00-16:00 

費用：原價：$6,000；優惠價：$4,200 (20 人計，包：1 餐簡便膳食)； 

推廣特惠價：$3,600(首 3支完成報名及付款的分隊方可享用) 

備註：1. 如只參與 1 項活動，餘下的 2.5小時可免費借用本會指定房間。 

          2. 如超過 20 人，每位額外收費$210(優惠價)。 

          3. 如午餐升級至團餐，每位另加$60。 

          4.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活動名稱：分隊日營 - 海上活動篇 (獨木舟) 

對象：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 

人數：8 人   

時間：日營 (10:00-16:00) 

費用：$2,080 (8人計，包：1 餐簡便膳食) 

備註：1. 如午餐升級至團餐，每位另加$60。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活動名稱：分隊日營 - 海上活動篇 (立划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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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 

人數：8 人  

時間：日營 (10:00-16:00) 

費用：$2,080 (8人計，包：1 餐簡便膳食) 

備註：1. 如午餐升級至團餐，每位另加$60。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活動名稱：馬灣行動 (Ma Wan Action)海陸空挑戰賽 

對象：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導師 

人數：15-25 人 

內容：組成 5 人行動小隊，在有限時間內，在馬灣完成一連串考驗體力、智力及意志力的海陸空挑戰。按隊友不同

才能分工合作，迎難而上，為締造最佳成績成為「馬灣之皇」隊伍勇住直前。 

時間：10:00-16:00 

費用：原價：$300/人; 優惠價$250/人 (包：1 餐簡便膳食)； 

備註：1. 此挑戰賽可由一支至兩支分隊包團：每支分隊可派出 1隊至 3隊參與。 

         2. 總部亦可按分隊需要代為安排旅遊巴，費用另議。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各區發展幹事同工。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4-06-2019）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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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

樓 舉行創辦人章簡介會。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 Chris 聯絡。 

分享： 
    

會長章申請 （更新日期：21-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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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年 7 月 24日 

本年度會長章之申請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星期四) 截止申請，如分隊欲推薦中級組隊員能於本年度大會操

獲頒會長章，分隊必須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遞交會長章申請表格。 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陳伊諾

女士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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