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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事工簡介】
事工簡介】

：DRP01A

前言
基督少年軍是植根及建基於教會的一項宣教事工。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的主要
使命是推廣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服侍教會及分隊，包括統籌訓練課程、行政支援、
團結力量及匯聚人才資源等。
成為教會的僕人、福音的伙伴，是基督少年軍在一八八三年創立百年以來所致
力的目標。一直貫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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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以靈活和多元化的模式回應當
代青少年和教會的需要。
本簡介之主要目的是為有意開辦香港基督少年軍(下稱：少年軍)分隊的教會、學
校或機構提供資料及指引，加深他們對這項青少年福音運動的了解，亦有助他們全
面地策劃開辦分隊的事工。

基督少年軍宣教運動的宗旨、
基督少年軍宣教運動的宗旨、格言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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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註釋
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帶領青少年認識基督、接受基督，讓基督成
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達成基督化人格：引導青少年人學像基督，培養像主一樣的人格，其中包括服從、
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質素。
格言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
(希伯來書六章十九節)
使命
～ 以基督少年軍的宗旨為基礎
～ 以基督教教育讓隊員認識基督教信仰，建立良好價值觀，培育基督化人格，以達
成全人發展的目的。
～ 提供紀律生活及團隊精神。
～ 提供技能及領袖訓練，以啟發潛能。
～ 培養服務社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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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分隊之注意事項
開展基督少年軍事工最重要的是與總部同工、同區分隊及分區代表保持緊
密聯絡以增加資源作互相配合和支援。
階段

跟進
異象傳至整個教會
♦ 事工分享會
♦ 基督少年軍主日 ♦

注意

探討期
準備期

開展基督少年軍(ＢＢ)工作，往往是由一或兩位對事工有所領受的
肢體向ＢＢ總部探討可行性，考慮後如發覺適合教會，便會著力呼
籲肢體承擔導師之職，組織隊工，籌辦分隊。可是，這往往很容易
忽略了把少年軍異象傳至教會內的其他肢體。一支健康的分隊，除
了導師們的委身外，教會對事工的認同及長執教牧們的支持，亦直
接影響事工場的發展。
♦ 有著教會肢體的代禱支援、牧者指導關心或堂會資源配合，分隊很
快便得鞏固，而隊員亦因受到關顧而投入教會聚會。
牧者的參與及支持
牧者的參與及支持 隊牧乃分隊靈魂
♦ 隊牧對推動教會支持 BB 有極大的影響和幫助。在適當的時間，隊
牧可以協調教會事工與少年軍運動，使 BB 溶入在教會整體事工中。
還有，隊牧能以聖經的角度來看事工發展，既把真理教導隊員也牧
養導師的靈命，與隊長和導師為一個整全隊工，產生積極的作用。
藉隊牧的觀察，分隊可吸納各方面的人才，並於教會中不同部門作
出適當的人手調配。傳道牧者以屬靈長者的身份擔任隊牧是非常理
想的。
導師受訓
導師質素及委身
♦ 開辦一支分隊，最少需要二 ♦ 「以生命影響生命」是基督少年軍導師的座右銘，導師的質素不單
位準導師參加「導師基本訓 在於技能或知識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行為及服侍青少年人的心
練課程（OBTC）」並取得合 志。
格資格導師(以開辦一組別 ♦ 就如其他青少年工作者一樣，導師們不單培育青少年，同時陪伴他
們成長。故此導師的長期委身是事工果效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總
為計)。
部提供的導師訓練為期差不多半年，當中除了讓學員明白基督少年
♦ 開辦男子組別必須有最少
一位男導師、開辦女子組別 軍的理念及在實習中體驗分隊的運作外，也希望段練導師去習慣恆
必須有最少一位女導師。若 常每星期負出時間回到分隊崗位上服侍青少年人。
同時開辦男女子組別則必 ♦ 導師應當最少委身多少時間呢？一年？兩年？五年？……準導師
須有最少一位男導師及一 們擺上時間及精力，完成差不多半年的導師訓練，跟著要適應分隊
位女導師，以便作個人輔導 運作及導師間的配搭，並要與隊員慢慢建立關係，到掌握分隊的運
(幼級組由於隊員年齡較 作，導師間的合作開始暢順，隊員生命略見改變時，好可能已是數
輕，則可按個別情況安排導 年後了。
師男女比例）
♦ 其實，現況告訴我們，大多的導師投入分隊事奉後，也會被隊員的
魅力所吸引，導師們看見可愛的隊員成長，嚐過同心經歷事奉的甘
♦ 詳程可參考有關課程之資
甜後，也會甘心樂意地繼續鍛鍊自己，陪伴隊員一起成長。
料。
♦ 學校分隊成立時必須最少
有一位伙伴教會之同工或
會友註冊為導師。(08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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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跟進
分隊籌辦會

♦

準導師受訓情況

♦

注意

♦
♦

招募對象

：DRP01A

準導師接受訓練之中段或開始試辦前約二至四個月，應與總部同工了解
試辦分隊注意事項、過程當中可能面到的困難及商討解決方法。
準導師能否完成「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成為分隊順利開辦的重
要因素。
如未能通過步操考試或理論堂有缺課者，應儘快於下一期 OBTC 補課。
準導師於實習期間，可能會因個人理由或實習分隊暫停活動而延長實習
期（建議準導師與實習分隊導師預早作好計劃）

考慮因素：
考慮因素

事工取向：決定開辦基督少年軍是為了牧養教會內子弟，還是作為外展
渠道？
♦ 無論開辦任何一個組別，也應預先計劃會否開辦多一個組別，讓隊員有
晉升機會。（有關新增組別，請留意「分隊試辦及成立參考準則」。
♦ 隊員由年齡較幼少之組別晉升至年齡較高之組別，對分隊之歸屬感較
強，隊員與導師之間感情較易建立。
♦ 在行政及程序工作之要求相比，如先開展年齡較幼少之組別會較輕省。
♦ 基督少年軍是一個長遠承擔的事工。故此，在計劃開展分隊時，不應只
顧及眼前的需要。同時，需要探索及估計未來數年的發展及預計面對的
情況及困難。注意：
 導師隊工的承擔及動員能力
 家長工作之配合，成為現時建立健康及有果效分隊的重要元素。
 未來導師的支援及訓練，更重要的是如何繼續招募新導師加入隊
工。
官階
人數 資格
職責
隊牧 １名 ♦ 分隊主辦教會、伙伴教會 ♦ 帶領、鼓勵和協助分隊實
所委任之教牧同工或基督 踐以堂會或伙伴教會為本
徒領袖；或主辦機構所委 的宣教事工。
任之基督徒同工
♦ 主持立願禮
♦ 修畢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理論課之必修部份
及選修「隊牧/副隊牧訓
練」課題
副隊牧 按需要 （與隊牧之委任資格相同） ♦ 協助隊牧帶領、鼓勵和協
(非必 每組別
助分隊實踐以堂會或伙伴
要) 1 名
教會為本的宣教事工。
隊長 １名 ♦ 21 歲或以上已受洗基督徒 ♦ 領導分隊
♦ 為所屬教會或機構之成員 ♦ 協助隊牧策劃及執行堂會
藉基督少年軍推展的宣教
♦ 曾修畢「導師基本訓練課
事工
程」
♦ 建立與香港基督少年軍總
部及其他友隊的緊密關係
副隊長 多名 （與隊長之委任資格相同） ♦ 協助隊長推動分隊工作
輔助 多名 十八歲或以上，而在行政或其 ♦ 協助隊長及副隊長推動分
他方面有所貢獻之任何人仕。 隊工作
導師
♦

♦ 長遠計劃
♦ 學校/
學校/機構與教
會的關係

籌辦期

隊牧及導師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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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跟進
申請試辦

試辦期

試辦集隊

同區分隊支援

申請成立

成立期
成立後

健康發展

：DRP01A

注意
呈交申請
♦
♦

向總部索取試辦申請表
於計劃開始試辦前兩個月呈交申請表
♦ 試辦期間部份導師有可能還處於實習中，導師隊工尚未完整，為減
輕負擔，建議試辦期間可進行較輕鬆的集隊，不一定需要勉強達成
一般集隊程序。
♦ 試辦期間的集隊可以最初步的獎章課程為基礎：幼級組－體驗章一
級；初級組──成功章白章；中級組──目標章
♦ 積極參加區內分隊導師團契，可增加事工交流機會。基督少年軍大
家庭，分隊間之關係密切，如能與其他分隊建立良好關係，分隊便
能於人力及資源上多了不少支援。
呈交申請
♦ 向總部索取成立申請表
♦ 試辦最少八星期後才可申請
♦ 呈交最少八次試辦集隊記錄
♦ 於計劃開始成立前兩個月呈交申請表
♦ 詳細請參考「分隊成立準備之注意事項」
♦ 繼續鼓勵其他肢體委身作導師
♦ 參與同區導師團契以保持與其他分隊的聯繫
♦ 帶領分隊參與總部及區所舉辦之活動，擴闊其學習層面及眼界
♦ 繼續進修導師進階課程(OATC)有助導師幫助分隊成長，又可與不同
分隊導師交流擴闊少年軍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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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
總部、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友隊及家長之互動關係
總部與主辦單位（
總部與主辦單位（教會、
教會、學校、機構）
機構）之關係
基督少年軍之創立目的是讓青少年認識福音，使教會可藉此途徑接觸他
們，並作長期的牧養。為使少年軍能更有效地配合教會事工，故當任何團體申
請開辦分隊時，必須有一間教會支持其開辦及準備長遠地承擔分隊的發展事工。
總部與分隊之關係
基督少年軍總部主要是為有效地推動及鞏固基督少年軍事工發展而設立。
除了提供導師及隊員的訓練外，更扮演著聯絡基地和資源中心的角色，務求於
程序、訓練及事工推廣上，為分隊提供支援。所以，總部與分隊有著唇齒相依
的關係，彼此承托及守望，合力推廣基督少年軍運動，拓展基督的國度。
分隊與區
隊與區之關係
由於分隊數目日漸增加，為確保資源有效地運用及關顧各分隊的需要，分隊間
的彼此支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分區化的實施便能更有效加強分隊間的關顧與聯
繫。現在全港分隊分為五區，包括香港暨離島區、九龍東區、九龍中區、新界西暨
九龍西區及新界東北區。為配合分區化計劃，各區可按總部之指引成立試辦區委員
會。截至 2008 年 5 月，五區已先後成立了試辦區委員會，其主要成立目的是要協助
分隊工作委員會推行分區化計劃，透過試辦區委員會的架構及模式讓區內分隊能夠
共享資源，在活動和隊員 訓練上促進分隊間互相合作；亦可加強彼此溝通及關顧以
達至凝聚力量，合一推動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目標。

分隊與家長之關係
隊員能穩定地參與分隊活動，家長的鼓勵和配合乃當中最重要的因素。現
今父母都非常關心子女學校內外的培育，也會為他們編排一連串的課餘學習和
活動。如果家長對基督少年軍缺乏認識及認同，當要在多項活動中作出取捨時，
家長們便很容易會讓子女放棄參加基督少年軍而選擇其他活動。
故此，分隊必須與家長建立良好聯繫，讓他們了解少年軍對其子女體驗團
隊式生活之正面影響、明白培養孩童守紀律的重要性，還有獎章制度對孩童學
習新事物和建立其自信的鼓勵，可有助隊員在分隊中繼續成長。
由此可見，踏入二十一世紀，基督少年軍宣教運動的觸及面，再不單是青
少年人。隨著初級及幼級組事工的發展，與家長建立關係的機會大大增加，使
基督少年軍能成為開展家庭福音工作的渠道。所以，如能配合周詳的計劃及有
系統的資源分配，家長將成為分隊的重要資源，並能幫助隊員建立穩定的參與
性，更重要的是讓隊員的家庭能藉著基督少年軍接觸福音，從而加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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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的發展/
各組別的發展/訓練目標
小綿羊
幼級組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融合組

幫助初入學階段和喜歡探索新事物的適齡兒童，在情緒、自我照顧、
合群和靈性培育方面探索和學習。
讓隊員學習在基督化的人格中的服從、虔誠、紀律和自愛四方面有
所體驗，增強其面對初小的能力。
於靈性、社交、體能和教育四個範疇上被要求並達至成功，以配合
隊員升中階段的發展。
幫助隊員有目標地學習和成長，並配合青少年的心理社交的發展需
要，提供有趣而多元化的專項訓練，期望隊員能在靈性、社交、技
能、體能等各方面得到更全面的培育，並培養其團體精神。此外，
有理想表現的隊員們，亦有機會被晉升為小隊長，在導師的指導下
培養成分隊中的屬靈領袖。
透過屬靈操練、自個挑戰、個人成長等方向的訓練，讓隊員學習作
為成年人的特質和責任，全面了解自己，為日後步入成年階段作好
準備。高級組的發展/訓練重點與純領袖訓練的方向（例如：輔助導
師、見習導師分隊）有所不同，所以高級組隊員完成訓練後，期望
他們將會是有目標的成年人、對社會有貢獻的基督徒，並於教會內
繼續成長。
透過基督教教育和制服團隊訓練，發掘隊員的潛能，並加以培育。

查詢
如對於開辦香港基督少年軍之詳情及本機構其他資料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會制服
團隊部同工聯絡：
電話：27149253（制服團隊部同工）
電郵：ugd@bbhk.org.hk
網址：www.bbhk.org.hk
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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