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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2020 年 11-12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10-11-2020） 

機構整體： 

● 記念基督少年軍整體的合一與同心，願主教導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

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 感謝神，讓香港疫情稍為平穩，教會分隊在本月開始得以陸續恢復集隊。求主繼續保守香港，賜能

力給政府帶領防疫的工作，各界別提高防疫意識，又賜市民忍耐和謹慎，減低社區傳染的風險 

制服團隊事工： 

● 感恩「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於 10月 25日順利完成，眾成員透過網上參與感恩崇拜，紀念創辦

人創立基督少年軍，求主保守明年能舉辦實體大會操 

● 感謝主，最新批出分隊隊號為 383分隊，各新分隊成立禮將於 11月內陸續舉行，求主賜福及帶領

分隊的發展，祝福導師及隊員 

● 教會分隊陸續恢復集隊，求主加能賜力予導師及隊員，適應少年軍及教會生活 

● 感恩「開路者敬拜」聚會於 10月 16日順利完成，讓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有機會於網上一起敬拜

神 

● 求主保守 12月 19日舉行之中、高級組網上佈道會，願隊員於聖誕佳節接受寶貴的福音禮物 

● 總部及分區的實體活動受疫情影響而轉為網上形式舉行，求主賜智慧予義工及同工靈活地統籌及預

備 

訓練服務： 

● 求主止住疫情，讓各中小學校的參加者在安全健康情況下，能夠參與各類訓練項目 

● IVE及建造業商會的各類型學生訓練陸續展開，求主大大加添力量予臻訓中心同工，保守學生能夠

順利學習 

● 臻訓中心現正設計不同主題的訓練計劃，例如：成長思維訓練、生涯規劃及福音營會等。求主賜智

慧予同工，能夠針對青少年需要設計課程 

● 新學年成長的天空計劃陸續開展，求主保守臻品中心與學校之間的合作，祝福參與計劃的兒童 

● 新一屆兒童發展基金正進行友師訓練，亦將開始學員友師首次見面的工作；求主保守疫情穩定，讓

學員和友師有機會實體見面及認識 

駐校社工服務： 

● 駐校社工努力處理學生及其家庭因疫情而積累的壓力和困擾，求主與他們同在，讓他們有足夠的智

慧及力量去面對 

● 開學後，學生實體上課及活動均有一定限制，求主保守大家在這新常態下仍能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

去面對 

● 受疫情影響，活動不斷延期。求主繼續加能賜力給各同工，在各樣限制中仍能靈活及有創意地採取

不同的方法，讓更多學生得到正面的學習體驗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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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12 月 1 日更換冬季制服 （更新日期：02-11-2020） 

按「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所載，每年更換冬季制服日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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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葛亮洪獎學基金 （更新日期：02-11-2020） 

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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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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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截至 2020年 12月 1日）或以下之本會中、高級組隊員、上士或註冊導師，並

於 20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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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期間之社會服務時數達 40小時(因應疫情關係，服

務時數可商議)；從未獲頒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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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人積極參與總部/ 區主辦的訓練或活動；

或曾代表香港基督少年軍參與內地或海外交流活動，將獲優先考慮。 

申請方法及批核程序：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一篇不少於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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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 23日（一），下午 5時 30分或之前以電郵、

傳真、郵寄交回制服團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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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tszfung_tsang@bbhk.org.hk 

傳真: 2776-1700 

地址: 新界馬灣 739地段馬灣公園二期馬灣活動中心二樓制服團隊部主管收 

面試日期及時間： 2020年 12月 10日(四)，下午至晚上於總部舉行面試，如屆時疫情嚴峻，將以網

上形式舉行面試。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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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將於 2021-22 年度舉行全港賣旗日 （更新日期：27-10-2020） 

賣旗抽籤儀式已於今天進行，感謝上帝的保守，並大家的代禱，本會獲得正選第 10籤號，明年將會

舉行全港賣旗日！ 

確實賣旗日子將於 11月 13日確定，稍後向大家公佈。 

願神賜下最合適的日子，讓我們同心守望，以信心及行動發展上帝的聖工。 

分享： 
    

 

有關填補執行委員會空缺之安排 （更新日期：22-10-2020） 

有關本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請辭職務之事宜，本會咨詢法律顧問的意見後，現更正為：本會執行委員會

委員何景亮先生、林惠燕女士、李振明傳道分別因個人原因請辭執行委員會的職務，並分別於 2020

年 9月 28日、9月 29日、9月 30日生效，三個位席出缺日期至 2021年 8月 31日。 

鑑於上述 3人請辭情況，執委會委員人數只剩下十二人，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46項「執行委員會的

人數不多於十五名及不少於十三名」。執委會已就有關情況咨詢法律顧問意見，按組織章程細則第

50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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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商議後，現已委任馬嘉倫先生（第 5分隊隊長）及羅志文先生（第 57及 305分隊副隊長）加入執

委會。馬 Sir於會內服務年資超過 20年，多年來於分隊工作委員會參與服侍至今；羅 Sir於會內服務

超過 10年，現為新界西及九龍西區助理指揮官、訓練委員會委員、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委員，兩

人皆具豐富分隊事務經驗。 

執委會正跟進委任其他合適人選之程序，邀請大家代禱記念，有進一步消息會與大家分享及公佈。 

分享： 
    

 

BB SHOP 回復正常服務時間 （更新日期：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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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年 10月 28日起，BB SHOP 將回復正常服務時間。 

BB Shop營業時間： 

10:00am – 1:00pm；2:00pm – 5:30pm (星期一、二、四、五) 

2:00pm – 5:30pm；6:30pm – 9:00pm (星期三) 

09:30am – 1:30pm (星期六)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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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及義工安排「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新一年度的承保期為 2020年 11月 01日至 2021年 10月 31

日止。所有已註冊導師、註冊隊員及分隊承認之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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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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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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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計幹事林靜婷女士(Ms. Zoe Lam)聯絡。詳情請參

閱活動意外保險承保對象及範圍。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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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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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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重拾聖誕的快樂 與 光采的真我 (中﹑高級組佈道會) （更新日期：09-11-2020）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臨近聖誕，就讓我們一起紀念耶穌基督的降世，透過這佈道會一同重拾當中的喜悅吧！ 

  

日期：2020年 12月 19日 (六) 

對象：中級組、高級組隊員 

主題：重拾聖誕的快樂 與 光采的真我 

講員：港島區區牧 區敏耀牧師 

直播網址：https://youtu.be/Eqx1K6wEta8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3
https://youtu.be/Eqx1K6wEt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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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少友獎學金計劃 現已接受申請 （更新日期：02-11-2020） 

少友獎學金計劃目的是為有特別需要資助及獎勵之現役基督少年軍隊員而設，歡迎分隊踴躍參與。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 

1. 為香港基督少年軍註冊分隊之現役隊員。 

2. 在所就讀之學校內學業成績有顯著的進步或持續地優異。 

3. 需由分隊隊牧或隊長推薦申請人兼備服從、虔誠、紀律、領袖才能之良好表現者。 

4. 若為本屆文憑試考生，亦已被接納各認可大學或大專院校修讀全日制課程。 

家境清貧隊員將獲個別考慮 

包括︰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全額／半額津貼，或有特別經

濟困難者，將會獲得個別考慮，需推薦者於表格上列明並加簽。 

計劃詳情 

申請表格 

截止日期：2020年 12月 31日(星期四) 

查詢︰2273 0303  林素華女士(Stephanie) 

分享： 
    

 

2020 年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網上重溫) （更新日期：27-10-2020）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9
https://www.bbhk.org.hk/friends.php?classid=3
https://bit.ly/34z5SZC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9&classid=4&sortid=0&boardid=0&t=2020%E5%B9%B4%E5%BA%A6%E5%B0%91%E5%8F%8B%E7%8D%8E%E5%AD%B8%E9%87%91%E8%A8%88%E5%8A%83+%E7%8F%BE%E5%B7%B2%E6%8E%A5%E5%8F%97%E7%94%B3%E8%AB%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9&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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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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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香港基督少年軍走過了六十一個年頭！ 

願讚美神的歌聲、樂器聲與大家心中的感恩一同化為馨香的祭直達主的寶座前。 

一同看著得獎者的感恩回顧片段，一同分享喜悅，一同將榮耀歸予神。 

重溫直播 (按此) 

 

分享： 
    

 

開路者敬拜(網上重溫) （更新日期：16-10-2020）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求主讓我們專心一致，聆聽祂的說話，透過敬拜安靜自己的內心。 

面對紛擾的世代，我們需要主的教導，尋求祂為我們開路，突破困難，漸見曙光。 

誠邀各分隊預留時間給我們的上帝，一起參與聚會。 

重溫直播(按此) 

 

分享： 
    

 

https://youtu.be/S9c6BE4XTQg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8
https://youtu.be/AnN2hefJSA4
https://youtu.be/AnN2hefJSA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0&classid=4&sortid=0&boardid=0&t=2020%E5%B9%B4%E5%89%B5%E8%BE%A6%E4%BA%BA%E7%B4%80%E5%BF%B5%E6%97%A5%E6%84%9F%E6%81%A9%E5%B4%87%E6%8B%9C%28%E7%B6%B2%E4%B8%8A%E9%87%8D%E6%BA%AB%2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0&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0&classid=4&sortid=0&boardid=0&hl=en
javascript:void((function(s,d,e)%7btry%7b%7dcatch(e)%7b%7dvar f='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u=d.location.href,p=%5b'url=',e(u),'&title=',e(d.title),'&appkey=2924220432'%5d.join('');function%20a()%7bif(!window.open(%5bf,p%5d.join(''),'mb',%5b'toolbar=0,status=0,resizable=1,width=620,height=450,left=',(s.width-620)/2,',top=',(s.height-450)/2%5d.join('')))u.href=%5bf,p%5d.join('');%7d;if(/Firefox/.test(navigator.userAgent))%7bsetTimeout(a,0)%7delse%7ba()%7d%7d)(screen,document,encodeURIComponent));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8&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9%96%8B%E8%B7%AF%E8%80%85%E6%95%AC%E6%8B%9C(%E7%B6%B2%E4%B8%8A%E9%87%8D%E6%BA%A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8&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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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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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初級組成功章網上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4-11-2020） 

 

內容: 是次訓練將以成功章白章、 綠章、 紫章為一組、 藍章、 紅章、 金章為另一組教授。 課程以

成功章四大範疇 (靈性、 社交、 體能、 教育) 作藍本， 安排不同課題授予隊員， 以協助疫情期未

能安排訓練之分隊隊員透過訓練考取所屬成功章。 

日期： 2020年 12月 5日至 2021年 1月 23日 (星期六，2020年 12月 26日及 2021年 1月 2日除外) 

時間：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形式： Zoom 網上平台 

對象： 初級組隊員 

費用： 全免 

名額：15人   開班人數：10人 (如超額報名，每分隊每期最多可獲 4人) 

要求：出席率須達 80%以上及必須出席最後一堂之課程評核 

服飾： 第一堂必須穿著整齊冬季制服，其後將按課堂安排穿著分隊戶外服或冬季制服上課。 

備註： 

1. 隊員必須具備一部裝置， 並全期開啓視訊進行 Zoom 網上訓練。 

2. 是次課程只作簡易教授及評核，分隊可按需要另作訓練補充及評核。 

3. 歡迎分隊導師參與，以了解隊員上課情況以作跟進。 

4. 也歡迎本會導師參與，以參考課堂訓練方法，應用於分隊集隊中。 

5. 完成課堂及通過評核之隊員，本會將電郵成績予分隊，分隊可向隊員頒發下一級的成功章。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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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 0327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請於課程名稱填寫需考取之章別) 

分享： 
    

 

Event Centre (EC) 大使培訓計劃簡介會 （更新日期：03-11-2020） 

 

内容：為了配合本會青少年事工發展及持續培訓本會成員技能，期望各分區、分隊能善用本會戶外歷

奇訓練及新興運動等設施，本會將會開辦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讓基督少年軍成員熟習馬灣活動中心及

挪亞方舟場地運作及掌握各訓練或運動項目的帶領技巧。是次簡介會將介紹 EC大使，讓基督少年軍

成員能了解本會之發展。 

日期：2020年 11月 17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 7:30 - 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年滿 17歲以上之導師、高級組、中級組中士或以上之隊員 

講員：本會同工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全免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2&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88%9D%E7%B4%9A%E7%B5%84%E6%88%90%E5%8A%9F%E7%AB%A0%E7%B6%B2%E4%B8%8A%E8%A8%93%E7%B7%B4%E8%AA%B2%E7%A8%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2&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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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名額：30人  開班人數：10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20年 11月 13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 0327 

報名表格： 網上報名 

分享： 
    

 

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及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更新日期：03-11-2020） 

 

課程目標： 1. 加強參加者掌握挑戰網陣(高結構)項目 

                   2. 加強參加者的安全意識及防護技巧 

                   3. 深化參加者在活動流程上的帶領技巧 

                   4. 擴闊參加者認識不同高結構挑戰網陣之系統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1&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vent+Centre+(EC)+%E5%A4%A7%E4%BD%BF%E5%9F%B9%E8%A8%93%E8%A8%88%E5%8A%83%E7%B0%A1%E4%BB%8B%E6%9C%83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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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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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繩網保護安裝、項目操作技巧、4:1拯救技術等 

  

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課程 

課程編號：BBTC-21 HEC-1 (TC) 

課程日期：2021年 1月 1日(星期五)及 1月 3日(星期日) 

學  分： 8分 (S1, 技能) 

挑戰網陣(高結構)一級教練課程 

課程編號：BBTC-21 HEC-1 AI 

課程日期：2021年 1月 10、17、24日逢星期日 

                   2月 7日(考核)星期日 

學  分： 10分 (S1, 技能) 

 課程時間：上午 9:30至下午 5:30 

訓練場地：馬灣挪亞方舟跨越奇園 

課程教練：蔡恩健先生(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之高結構三級教練)，並由本會繩網場地導師擔任助教 

費       用： $900  技術證書課程 (只須上 TC班之兩日訓練)   本會註冊導師 / 隊員優惠價$700 

                   $2,700一級教練證書課程 (持有技術證書於 10/1開始上課) 本會註冊導師/ 隊員優惠

價 $1,800 

**於 1.12.2020 前報名可享優惠價 

*1人優惠同時報技術及教練班$3100位 

*2人同行報技術及教練班優惠$3000位、只報讀教練$2500位 

 對    象：1. 年滿 18歲以上 

      2. 能應付高空環境 

      3. 有意以繩網活動為訓練平台的人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名    額：20人 

報    名：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 

電    話：2273-0333 

截止報名日期：開課前四星期(額滿即止) 

證書頒發： 課程出席率須達 100%、必須通過課程評核，方能獲取 OATC電子證書及中國香港挑戰

網陣協會所頒發之證書。 (中國香港挑戰網陣協會證書費於考核後繳付現金：技術證書費用$55，一

級教練證書及教練証$105) 

  

備    註：1.凡完成本會之繩網教練課程及實習要求，將獲邀成為本會繩網場地導師 

               2.實習要求於六個月內完成 40小時(而每次約 4小時)的繩網活動作為實習 

               3.如欲想了解此教練職權，請登上 http://www.ccahkc.org/的訓練手冊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分享： 
    

 

2020 年第五期步操章筆試中央考核 （更新日期：19-10-2020） 

筆試日期：2020年 12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 12:00 ((請按總部通知時間應考) 

地點：待定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11月 6日 (星期五) 

備註：倘若疫情變差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是次筆試考核將有機會延期，敬希垂注。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同工周燕雯女士 22730333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分享：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2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YDfFyTmJLChDzSWU6ZriCJQtUjW61noKE_Z0nPZBns/edit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8C%91%E6%88%B0%E7%B6%B2%E9%99%A3(%E9%AB%98%E7%B5%90%E6%A7%8B)%E6%8A%80%E8%A1%93%E5%8F%8A%E4%B8%80%E7%B4%9A%E6%95%99%E7%B7%B4%E8%AD%89%E6%9B%B8%E8%AA%B2%E7%A8%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0&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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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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