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2年 9月 19 日) 

 

〈總部消息〉 

 
「凝燃愛券」籌款活動 2012 (更新日期︰14-09-2012)  

「凝燃愛劵」籌款活動 2012 將於 11 月正式展開，現誠意邀請各分隊積極參與，欲報名之分隊

可聯絡各區發展幹事，亦可按此瀏覽活動詳情。  

九月份「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 (更新日期: 13-09-2012)  

新一期的《身心美》奇妙恩典月刊之「少年軍見證」現已推出，歡迎於網上瀏覽雜誌內容，並鼓

勵各導師及隊員介紹親友閱讀：  

● 「 少年軍見證」： 參閱雜誌印刷版  

新總部籌款大使計劃 (更新日期: 12-09-2012)  

新總部籌款大使計劃的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14 日(星期五)，詳情請按此參閱。  

少友會員活動(更新日期：06-09-2012)  

少友推出的會員活動「尋訪基督的腳踪」的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2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六)，詳情

請按此參閱。  

會員優惠期限更新-基道書樓 (更新日期: 06-09-2012)  

為了讓各會員享受更多元化及全面的服務，本會邀請不同的公司/商店/機構提供各類型的會員優

惠，感謝基道書樓為基督少年軍之會員提供優惠，原定的優惠截止日期將順延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可按此瀏覽優惠詳情。  

《制服及獎章佩戴規則》更新（更新日期：03-09-2012）  

為照顧初級組隊員於冬季寒冷天氣期間的需要，由 2012 年 12 月 1 日更換冬季制服起，於冬季

寒冷天氣期間，男女隊員有需要可穿著深藍色西裝長褲。有關規則已更新，詳情請瀏覽總部制服

及獎章佩戴規則網頁（http://www.bbhk.org.hk/404/）。  

同工年假 (更新日期: 31-08-2012) 

總幹事吳淑玲女士將於 9 月 3 日(星期一)至 9 月 12 日(星期三) 取年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

副總幹事(行政及制服團隊)陳美珊女士署任。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emily_chan@bbhk.org.hk 與陳美珊女士聯絡。 

項目經理(土瓜灣回收中心)游萬林先生將於 9 月 3 日(星期一)至 9 月 7 日(星期五)取年假。在此

期間之職務，將由門市主任(土瓜灣回收中心)黃天允先生署任。如有查詢，請致電 2391-2000

與黃天允先生聯絡。 

會計主任湯惠賢女士將於 9 月 22 日(星期六)至 9 月 28 日(星期五)取年假。在此期間之職務，將

由會計文員林靜婷女士署任。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zoe_lam@bbhk.org.hk

與林靜婷女士聯絡。 

http://www.bbhk.org.hk/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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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hk.org.hk/ambass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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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任(制服團隊部)曾子峰先生將於 9 月 24 日(星期一)至 9 月 29 日(星期六)補假及取年假。

在此期間之職務，將由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先生安排。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

往 kafai_lau@bbhk.org.hk 與劉家輝先生士聯絡。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31-08-2012)  

詳情請按此參閱。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2012 年結果公佈及頒獎禮詳情 

(更新日期：22-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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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將於頒獎禮當日親自向各獲獎領

袖頒發勳章及嘉許狀。今年本會有兩位成員獲獎，分別為： 

軍樂隊副總監—黃劍青先生 

九龍東區區指揮官—馮肇彬先生  

 

頒獎禮詳情如下：  

日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廿二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請於開始時間 15 分鐘前到達）  

地點：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Y 綜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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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座位有限，本會將會讓兩位得獎人優先分配座位予親友，如 閣下有意出席頒獎禮，向一班

盡心盡意為青少年發展作出貢獻的義務領袖表示支持，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小姐

登記預留座位，本會將盡力安排。 

愛海洋。齊參與清理膠粒行動 (更新日期:10-08-2012)  

 

早前因颱風韋森特襲港，引至 150 公噸塑膠原料傾倒香港南面水域，嚴重影響海洋生態及污染

食物鏈，總部現呼籲分隊支持及參與清理膠粒行動；香港有多個環保團體在不同區域的海灘發起

清理膠粒行動，分隊可登入以下網頁了解詳情及報名參加：  

世界自然基金會  

長春社  

綠色觸覺  

南丫部落  

DB Green  

Ecovision Asia 

備註：  

-鼓勵分隊穿著 BB T 恤參與，亦可將在行動中拍攝到的珍貴相片電郵至所屬區之發展幹事。  

mailto:kafai_lau@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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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動可計算為中級組社會服務章之社區服務。 

新總部籌款大使計劃 (更新日期: 09-08-2012)  

新總部籌款計劃於今年 7 月正式展開，我們期望能夠招聚各分隊的精英分子(1 名導師及 1 名隊

員)擔任籌款計劃大使，一起推動此計劃，同心建立未來總部。 

請按此參閱詳情  

「夢想 Faith 行‧新總部籌建計劃」最新短片 (更新日期：09-08-2012)  

隨著香港基督少年軍會務不斷擴展及增長，現有的總部實難以應付長遠的發展需要，我們期望建

立新的總部，服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  

鼓勵各分隊成員及友好積極參與本會新總部籌建計劃，計劃內容：請按此參閱計劃短片  

4.21 全港賣旗日–核數報告 (更新日期：31-7-2012)  

感謝神的供應，也感謝各導師、隊員、捐款者及少年軍同路人的支持及代禱，是年度賣旗日的總

善款為 HK$2,542,036.20，扣除必要開支後，本會籌得淨善款 HK$2,302,452.97，善款將撥入

本會「新總部會址儲備經費」及「一般經常費」，對我們籌建未來總部，服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

有著極大的幫助。衷心感謝大家的參與、協助、捐獻及支持！  

經核數師審閱之帳目報告：請按此瀏覽  

少友最新會員活動(更新日期：23-7-2012)  

少友推出最新會員活動，詳情請按此參閱。  

2012-13 年度執行委員會各職位互選結果 (更新日期：18-07-2012)  

 

2012-13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芳名如下，請各位記念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之配搭，並求主賜下

復興的火，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各展所長帶領香港基督少年軍運動的發展。  

主席 ： 潘香強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 張烈文先生 

義務書記 ： 黃承香牧師 

義務司庫 ： 談允中先生 

辦事處聯絡員 ： 李振光牧師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 ： 楊建強牧師 

訓練委員會主席 ： 張啟森先生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 ： 江俊華女士 

其他委員 ： 馮聖華先生、金錫泰先生、江耀龍牧師、蕭智剛先生、 

黃慧芝女士、胡定邦先生、翁靜淳牧師 

 

*上述各職位之任期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2 年第二季 (更新日期: 18-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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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M 簡報 (更新日期︰18-07-2012)  

http://www.bbhk.org.hk/ambassado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iRQpWkl860&list=UUi4dY2IO6yvnUlJx_47ZkAA&index=1&feature=plcp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newhq/report.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Revised_Policies_20122nd.pdf


2012 年香港基督少年軍週年會員大會已於 7 月 8 日順利舉行。如需下載當日的簡報，請點選以

下連結  

- 2011-12 事工報告  

- 2012-15 三年發展計劃  

- 新總部異象分享祈禱會  

 

新一期《軍心 B.B. news》 (更新日期: 14-07-2012)  

新一期《軍心 B.B. news》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香港基督少年軍 - 新總部籌建計劃 (更新日期：12-07-2012)  

為服務更多兒童及青少年，本會期望建立新的總部，讓基督少年軍有更大空間，實踐我們的目標

及願景。  

新總部籌建計劃第一階段正式展開，歡迎按此連結 www.bbhk.org.hk/newhq 瀏覽計劃內容。  

領取各獎項及教練委任狀之安排 (更新日期：11-07-2012)  

 

各導師如未能於 7 月 8 日週年會員大會或導師日聚餐領取獎項或教練委任狀，可於 10 月 10 日(星

期三) 前在辦公時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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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此段期間領取，則作放棄領取論。為更有效安排此事宜，請於領取前致電有關同事︰ 

1. 五年長期服務狀、名譽嘉許章、訓練嘉許章、教練委任狀、OBTC 證書 – 活動工作員 

尹振光先生(Daniel)，電話︰2714-5400 

2. 分隊/導師嘉許證書 - 發展助理 周燕雯女士，電話︰2714-9253  

感謝出席 2012 年週年會員大會及 2011-2012 年度導師日聚餐（更新日期：

10-07-2012） 

 

2012 年週年會員大會及 2011-2012 年度導師日聚餐已於上周日(7 月 8 日)舉行，謝謝各位導師

撥冗出席！您們的參與和支持是本會的榮幸，亦足證各人對基督少年軍運動的投入和關注。願神

繼續與每位導師、隊員同在！ 

 

2012 年週年會員大會共有 116 位基本會員、62 位普通會員及 5 位非會員出席； 

2011-2012 年度導師日聚餐筵開 50 席，共約 650 位嘉賓、導師、隊員及同工出席。 

 

2012-2015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如下： 

胡定邦先生 300 票；黃承香牧師 296 票；楊建強牧師 253 票；談允中先生 252 票；翁靜淳牧師

231 票。  

發出選票：1,303 票 

共收選票：403 票（有效選票：385 票、作廢選票：16 票、棄權選票：2 票）  

7-8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4-07-2012)  

有關 7-8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2011-12%E4%BA%8B%E5%B7%A5%E5%A0%B1%E5%91%8AV2.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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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李炳光牧師榮獲香港政府授予銀紫荆星章(更新日期：03-07-2012) 

 

熱烈祝賀本會會長李炳光牧師榮獲香港政府授予銀紫荆星章，願主繼續賜福予李牧師，並悅納其

見證基督和服侍社會的心志。 

以下為政府對李牧師的嘉許語： 

李炳光牧師長期熱心服務社會，表現卓越，尤其投身牧養工作數十年，致力服務貧苦 社群及關

懷社會，盡心竭力，貢獻良多，現獲頒授銀紫荊星章。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06/30/P201206290820.htm 

臻品中心辦公室搬遷事宜 (更新日期: 18-06-2012) 

 

由於租約期滿，臻品中心辦公室已於 6 月 15 日 搬離柴灣青年廣場 803 室，臻品中心同工暫時

於馬灣臻訓中心辦公，聯絡方法如下： 

電話：3411-8811 傳真：3411-8822 電郵：stedfast_house@bbhk.org.hk  

2012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 暨感恩崇拜 (更新日期:01-06-2012)  

 

今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 暨感恩崇拜將於 10 月 28 日，旺角大球場舉行， 活動詳情將於稍後

時間公佈，各個分隊請預留時間出席。 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 請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最新會員人數 (更新日期: 18-05-2012) 

 

感謝主！最新會員人數達 11,617 人，分隊編號為 307，求主繼續使用少年軍事工擴展祂的國度

及建立青少年基督化的人格。 

民政事務局資助—2012-2013 年度清貧學生資助計劃 (更新日期：18-04-2012)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清貧隊員購買制服及參與領袖訓練。凡符合資格者，均可透過分隊

申請有關資助。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id=651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獎章、教材及宣傳品借用(更新日期:31-03-2012)  

制服團隊部現已整理一系列獎章版、教材用品、攤位遊戲等物資，歡迎分隊借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請按此 http://www.bbhk.org.hk/625/瀏覽宣傳品。  

免費更換成功章章托 (更新日期：28-03-2012)  

總部最近發現新一批成功章的章托(黃色塑膠)較容易脫落，導致隊員意外地遺失獎章。BB SHOP

現重新訂造新一批金屬章托，以作更換。  

換領方法：由即日開始，分隊負責人可於 BB SHOP 辦公時間內，親臨 BB SHOP 換領章托，不

需帶回黃色塑膠章托。(不設換領限期)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06/30/P201206290820.htm
mailto:stedfast_house@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index.php?id=651
http://www.bbhk.org.hk/625/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往 bbshop@bbhk.org.hk 與楊勝南先生(LEO)聯絡。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更新日期: 28-02-2012)  

2011 年度亞洲基督少年軍年報《BB Asia 2011 Annual Report》現已出版，歡迎按此下載。 

總幹事隨筆 (更新日期：15-02-2011)  

有關新一期總幹事隨筆，詳情請按此參閱。 

BB SHOP 制服配件及獎章售價調整 (更新日期：04-02-2012)  

由於近兩至三年人民幣不斷升值，而 BB SHOP 大部份制服配件及獎章之生產商均來自國內，導

致整體購貨成本不斷上升，加上 BB SHOP 於近五年內並沒有調整貨品售價(毛衣除外)。為追及

人民幣升值及通漲，個別制服配件及獎章將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調整售價，有 

關調整售價之項目已於 BB SHOP 網頁內公佈。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往 bbshop@bbhk.org.hk 與楊勝南先生聯絡。  

備註：凡於 201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遞交訂購表格之售價則不受影響，但必須於 2012 年 4 月

15 日或之前親臨 BB SHOP 付款及取貨。  

特別折扣優惠：大量訂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更新日期：17-01-2012)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出版至今，已售出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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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李翠霞(Grace)聯絡。 

《隊員成長簡介》參考文件(更新日期：30-11-2011)  

為了讓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事工能夠配合社會的發展，近年各委員會就隊員年齡、組別及訓

練內容等均作出整合和修訂。分隊工作委員會於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中，制訂 《隊員成長簡介》

參考文件，文件已上載總部「資料下戴」網頁。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4-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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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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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或「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Limited」)，於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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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5 日或以前郵寄回總部會計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或電郵

zoe_lam@bbhk.org.hk 與會計文員林靜婷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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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導師穿著禮服時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 (更新日期：06-10-2011)  

執行委員會於 2011 年 9 月 1 日(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議決日後女導師於穿著禮服時，除了

可穿著現時指定款式的皮鞋(制服及獎章佩帶規則：黑色綁帶皮鞋，圓頭，無筒，無飾物，無花

紋，鞋跟不高於 3 厘米 / 導師一般稱為步操鞋)外，亦可選擇穿著女裝黑色皮鞋(黑色無綁帶，無

筒，無飾物，無花紋，鞋跟不高於 6 厘米，參考圖片)，即日生效。詳情請參考《制服及獎章佩

戴規則》。  

2011-2012 年度分隊嘉許計劃及導師嘉許計劃 (更新日期：22 -09-2011) 

 

為了鼓勵各分隊及分隊導師積極參與總部所舉辦及推介之活動，新一年度將繼續推行「分隊嘉許

計劃」和「導師嘉許計劃」，藉此推動更多分隊和分隊導師踴躍參與不同的總部活動。 

 

詳情請下載下列相關文件： 

 

分隊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導師嘉許計劃（2011-12 年度）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體部同工聯絡。 

〈活動消息〉 
網站徵求相片比賽得獎名單 (更新日期︰14-09-2012)  

網站徵求相片比賽的得獎名單已順利誕生，感謝各位的積極參與，得獎名單以及作品如下︰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得獎作品 

 

 

 

得獎者 
劉群麗 

第 152 分隊副隊長 

黃家筌 

第 289 分隊副隊長 

杜潔玉 

第 218 分隊隊長 

國際交流大使 2012—蘇格蘭之旅（行程簡報）  

(更新日期：07-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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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國際交流大使分別是第八分隊的上士余愷儀（Dorothy）和第六十一分隊的輔助導師蔡暐軒

（Wilson）已平安從蘇格蘭返港，並已於 8 月 23 日舉行了第一場分享會。他們是次行程的簡報

已上載至「以往交流活動及參加者分享」網頁，供各導師及隊員參閱。  

另外，兩位國際交流大使希望能親身到訪不同的分隊和區活動與更多導師隊員分享是次經歷！如

對上述分享有興趣或查詢，請與總部同工林子謙先生聯絡。  

 

 

10.14 金紫荊升旗禮(更新日期:06-09-2012)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負責 2012 年 10 月 14 日之金紫荊升旗禮，現誠邀各分隊導師、

中/初級組隊員共同參與列隊進行致敬禮。  

名額有限，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  

活動詳情如下： 

10.14 金紫荊升旗禮： 

日期：201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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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110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9 月 15 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及採排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  

註（二）：本會將安排旅遊巴接載各參加者到達場地  

查詢：發展幹事—鄭美婷女士 (電話：2714-9253)  

已報名分隊︰261  

請填妥下列網上報名表 

分隊隊號︰  

負責導師姓名︰  

聯絡電話︰  

出席導師人數︰  

出席隊員人數︰  

遞交
 

中、小學分隊導師研討會(更新日期:29-08-2012)  

http://www.bbhk.org.hk/589/


為加強對學校分隊的支援及幫助，本會將舉辦中、小學分隊導師研討會，歡迎各中、小學學校分

隊導師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2:00  

地點:香港宣教會恩浩堂(旺角彌敦道 788-790 號利美大廈 3A、太子港鐵站 A 出口步行 3 分鐘)  

服飾:便服或 BB T-SHIRT  

費用:全免(出席者可獲證書及紀念品一份)  

名額:40 人  

請參看下列研討會內容，如有興趣，請將姓名及分隊隊號傳真往(27613474)或電郵至

ugd@bbhk.org.hk ，或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講題 講員 

如何培育接捧人?分隊倍

增一百人! 

張桂強先生 

(第 89 分隊隊長、本會分隊工作委員會委員、賽馬會官立中學教師、分

隊於 2002 年成立，屬非宗教學校。張先生過去十年帶領分隊於步操比

賽上獲獎無數，分隊由最初成立時二十多人，至現時已超過一百名中學

生參加基督少年軍) 

非宗教背景小學開展少

年軍引申至伙伴教會承

接中級組隊員的歷程 

朱德亮先生 

(第 276 分隊隊長、元朗商會小學教師、分隊於 2009 年成立，屬非宗

教學校。分隊成立的背後，有賴朱先生及一群熱心基督徒老師及副校長

之推動，成立基督少年軍分隊。朱先生積極帶領分隊參與總部及區活

動，令該校學生有機會接受紀律及靈育訓練。) 

總部及分區支援學校分

隊計劃 

劉家輝先生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協助多間中、小學開辦基督少年

軍) 

「2012 年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最新資訊  

(更新日期:24-08-2012)  

有關大會操的交通、分隊參與步操隊抽籤安排及敬拜詩歌資料，請登入大會操網頁瀏覽。  

澳門基督少年軍十二週年聯合立願禮暨會操 

(更新日期：22-08-2012)  

澳門基督少年軍十二週年聯合立願禮暨會操將於 10 月 14 日舉行，並已邀請本會副會長蘇以葆

主教擔任主禮嘉賓及感恩崇拜講員，並檢閱澳門基督少年軍各分隊，歡迎各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員

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2012 年 10 月 14 日（日） 

地點：澳門培正中學禮堂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主管劉家輝先生聯絡。 

mailto:ugd@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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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親子溝通及正向教育」家長講座(更新日期:17-08-2012)  

本會近年積極在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中推動家庭核心價值。今次特別邀請本港著名資深精神科

醫生－曾繁光醫生主講家長教育講座，旨在向家長介紹如何與子女建立優質的親子溝通，及如何

協助子女建立積極和正面的想法。歡迎各分隊導師及家長參與，本會亦歡迎導師向其他有興趣人

士推介此講座。  

如欲進一步查詢講座資料，請致電 3411 8552 與林得志先生聯絡。  

講座詳情及回條  

「知識產權保護傘」設計比賽 (更新日期：06-08-2012)  

香港海關、知識產權署和保護知識產權大聯盟將合辦「知識產權保護傘」設計比賽，以鼓勵創意，

提升「青網大使」尊重及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把創意設計融入日常生活，讓尊重和保護知識產

權的訊息傳遞到家人、鄰舍、同學、朋友及社會各階層。  

 

比賽分為個人組和團體組，得獎者可獲得豐富禮品，得獎作品有機會被挑選製成「知識產權保護

傘」，作為本年底舉行的「青網大使年獎」的紀念品。  

 

有關比賽的詳細安排，請參閱有關資料和參賽表格。 

 

設計比賽的截止日期為 201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如對上述安排有疑問，可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27149253)聯絡。  

2012 蘇格蘭少年軍交流之旅分享會 （更新日期：31-07-2012）  

本年香港及英國基督少年軍開展了一個互訪計劃，目的是加強兩地的溝通。兩位由蘇格蘭的年青

導師已於七月十八日至廿五日到訪香港，他們分別到總部、區和分隊與同工、隊員和導師見面，

交流兩地的基督少年軍運動發展。香港亦已派出兩位交流大使回訪當地。他們將於八月二十三日

晚上舉行一次交流會，把他們的所見所聞和大家分享。有興趣的導師、隊員，歡迎報名出席。  

 

詳情可瀏覽國際交流網頁或致電 27149253 與同工林子謙先生查詢。  

 

 

BB Asia 1st Officers’ Fellowship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更新日

期：01-08-2012）  

 

BB Asia 1st Officers’ Fellowship 亞洲基督少年軍第一屆導師團契將於本年 12 月於香港舉行，現

時所有國際名額已滿，共有四十多名來自亞洲各地的基督少年軍導師出席。是次活動將會以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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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營的方式進行，能與亞洲各地的導師一起分享、禱告、共勉，實在是一個難得的營會。歡迎

有興趣的導師、上士、高級組隊員及中士參加。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  

下載報名表格及活動詳情：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2-13 (更新日期: 12-07-2012)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2-13」(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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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本會之註冊導師及隊員如參與「Sharity 愛共享

2012 或分隊之老人探訪活動達 8 小時」或 參與「4 小時的總部服務(包括總部舉辦之總部分隊

聯合立願禮、大會操、出隊售買凝燃愛券、步操比賽或區舉辦之活動)及 4 小時代表分隊參與之

外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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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妥服務時數申報表並獲批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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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響應家庭議會於 2012 年第三季推出的「人人就位。孝愛互傳」運動，登記之導師及隊員如

參與「Sharity 愛共享 2012 或分隊之長者探訪活動」並以此活動作為登記項目，則可獲預留名

額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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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個 (名額有限，換完即止)  

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活動工作員尹振光(Daniel)聯絡  

登記：請填妥分隊登記表連同個人登記表一併電郵(daniel_wan@bbhk.org.hk)、  

   傳真(2714-3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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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即日起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15 日前 

二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15 日前 

領取門票方法：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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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_wan@bbhk.org.hk)、傳真(2714-3196)或寄交總部。  

       所有門票，必須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使用。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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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隊確認服務申報表  

   個人服務時數申報表  

10.1 國慶升旗禮(更新日期:09-07-2012)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出席國慶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三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組成一支過

千人的隊伍於升旗禮中精神抖擻地列隊進行致敬禮。  

現誠邀各分隊導師、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請珍惜機會從速報名。  

活動詳情如下：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BB_Album/Temp/bbasia_fel_HK_app_form97.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2_dev/Dev_Prog/1bbasia_fel_info.doc
mailto:daniel_wan@bbhk.org.hk
mailto:daniel_wan@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1A-GiveADisneyDay2012-13_appf_coy_.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1B-GiveADisneyDay2012-13_appf_personal_.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2A-GiveADisneyDay2012-13_record_coy_.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2B-GiveADisneyDay2012-13_record_personal_.pdf


國慶（10.1）升旗禮： 

日期：201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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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70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9 月 10 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及採排之導師及隊員必須穿著整齊第一號制服  

註（二）：有關免費交通接送及早餐安排，有待民政事務局資料通知  

查詢：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 (電話：2714-9253)  

請填妥下列網上報名表  

已報名分隊:37(10)、150(20)、259(14) 

分隊隊號  

導師姓名  

出席導師人數  

出席隊員人數  

聯絡電郵  

按一次提交
 

2012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 暨感恩崇拜 (更新日期:04-07-2012)  

感謝天父！供應合適的場地進行大會操暨感恩崇拜，讓我們可以每年聚首一堂，共證主恩。本年

度大會操暨感恩崇拜將於 2012 年 10 月 28 日（主日）下午於旺角大球場舉行。  

由於今年場地的變更，座位只有六千多，分隊獲分配之座位將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本年度大會

操籌委會決定以派發門票方式分配座位，參加者須憑票入場。  

請下載有關詳情:  

報名表及注意事項  

分隊邀請信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暨軍樂隊四十週年感恩讚美會  

(更新日期：03-07-2012)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founder_day/FD2012_appication_form_and_remarks.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founder_day/FD2012_letter_to_coy20120704.pdf


軍樂隊、儀仗隊、輔助隊及見習導師分隊將於 2012 年 10 月 7 日舉行「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暨

軍樂隊四十週年感恩讚美會」。現誠邀分隊導師及隊員出席，同證主恩！  

立願禮詳情如下:  

日期：2012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以勒音樂廳(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182 號)  

內容：立願禮、軍樂及步操表演、各分隊之回顧及分享等等…  

對象：分隊導師及各組別之隊員  

名額：每區 100 人(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溫可立(Steven)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9 月 3 日  

備註：-每位出席者將獲贈限量版活動紀念章乙個  

   -場外將設有 BBshop，歡迎到場選購 BB 紀念品  

報名：請填妥下表 

所屬區 
九東區

 

分隊隊號  

活動負責導師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分隊出席導師人數  

分隊出席隊員組別(可填寫多個組別)  

分隊出席隊員總人數  

請按一次遞交
 

工作人員招募－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暨軍樂隊四十週年感恩讚美會  

(更新日期：29-06-2012)  

現招募「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暨軍樂隊四十週年感恩讚美會」工作人員，誠邀分隊協助，詳情如

下:  

日期：2012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服務時間：下午 2:00-5:30  



地點：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 182 號)  

服務範疇：接待、場務、人流控制等工作…  

對象：分隊導師及中、高級組隊員  

名額：每區 10 人  

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溫可立(Steven)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9 月 3 日  

備註：每位出席者將獲贈限量版活動紀念章乙個  

報名：請填妥下表 

所屬區 
九東區

 

分隊隊號  

活動負責導師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工作人員姓名-導師(可填寫多人)  

工作人員姓名-隊員(可填寫多人)  

請按一次遞交
 

「愛˙家庭」運動 2012(主題：讓家庭變得有愛) （更新日期 29-6-2012)  

對象  ：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及家長  

名額  ：900 人 (300 名隊員及 600 名家長)       

費用 ：全免  

內容詳情  

單元一（分隊必須參與活動）  

A1. 「愛˙家庭」開幕禮暨家長講座  

A2. 【愛˙分享】 閱讀計劃  

A3. 「愛˙家庭」閉幕禮   

單元二（分隊可按興趣選擇一項或以上活動）  

B1. 【愛˙感謝】手工藝工作坊  

B2. 【愛˙學習】專題講座/工作坊  

B3. 【愛˙相聚】挪亞方舟感恩節活動  

單元三（以個人／家庭名義自由報名參與）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C1.【愛˙分享】比賽  

C2. 「有品家庭」選舉  

備註：除單元一為必須參與外（分隊亦需派代表出席導師簡報會），其他單元可按興趣自由參與。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悠然之聚 (更新日期: 27-06-2012)  

目的：招聚一眾隊員、導師……輕輕鬆鬆、聚首一堂，一同在 BB 推動 AYP!  

日期：201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日)  

時間：下午 6 時至翌日下午 1 時  

地點：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新界大埔林村坑下莆村 90 號)  

內容：BBQ、營火會、 原野烹飪、戶外崇拜、集體遊戲、交流、分享...  

對象：1. 持有 DEA 或 AYP 任何章級獎章之分隊註冊導師 (持有之獎章可於其他執行處考獲)  

   2. 於分隊負責推動 AYP 之註冊導師  

   3. 本會之 CRS 遠足導師  

   4. 持有 AYP 銀章級之隊員  

   5. 現正進行 AYP 金章級之註冊導師、隊員  

名額：88 人(先報先得-以付款為準)  

費用：每位$120 (包括住宿、BBQ 及早餐之費用)  

   (於 7 月 25 日前報名及付款--每位$100)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開始報名日期：2012 年 7 月 9 日 (導師於 6 月 28 日開始優先接受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備註：＊原野烹飪將於翌日中午以分組形式進行(約 8-10 人一組)，參加者可自行或由大會  

    協助分組，惟參加者須自備所需之食材  

   ＊如有需要，本會之露營教練可於原野烹飪時段提供指導  

   ＊18 歲以下之隊員請填妥家長同意書寄交總部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  

   ＊報名請填妥下表 

分隊隊號  

姓名  

性別 
男

 

資歷 
持有DEA 或 AYP任何章級獎章之分隊註

 

官階  

聯絡電話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585/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bbt018_09_3.pdf


聯絡電郵  

原野烹飪之分組安排 
自行分組

 

請按一次遞交
 

 

Sharity 愛共享 2012 ( 更新日期：19-3-2012)  

Sharity 的意思為 “Share the Charity”。 「Share」是指分享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包括愛心、活

力、時間、體力及服務社會。「Charity」是指服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於社群之間發揚愛心，

培養青少年對社會有所承擔。  

今年 Sharity 愛共享 2012 活動是希望可以招募 750 位分隊隊員去服務 500 位長者，從而培養他

們對長者的愛心、尊重及增強隊員自信心、溝通技巧等。  

Sharity 愛共享 2012  

活動日期：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2 月  

探訪對象 : 500 名獨居長者  

義工招募：750 位隊員  

活動內容：1. 探訪長者 、2. 心願樹、3. Sharity 大行動、4. 代禱勇士/聖誕小天使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5 月 11 日  

查詢： 

 如對是次活動內容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3411-8811 或電郵 stephenie_tai@bbhk.org.hk 

與戴詩琳女士聯絡。  

 如對報名內容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聯絡。  

有關 Sharity 2012 活動詳情，歡迎按此參閱。  

免費離島遊計劃 2012（更新日期：14-12-2012）  

為推動長洲、大嶼山（梅窩）、坪洲、及南丫島（榕樹灣和索罟灣）的地區經濟活動，減低有需

要團體舉辦活動的交通開支，以及帶動離島渡輪服務的乘客量，政府推出一個免船費計劃，鼓勵

合資格的團體（包括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及各分隊）舉辦前往這些離島的活動。有興趣的機構可

向運輸署提交申請。成功申請的機構可免船費往返上述四個離島舉行活動。  

http://www.bbhk.org.hk/sharity
http://www.bbhk.org.hk/sharity
http://www.bbhk.org.hk/sharity0/


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可以分隊名義或主辦單位名義（如屬合津助資格單位）申請，如以香港基督

少年軍分隊名義申請，由於申請表格上必須包括總部蓋印，分隊可於辦公時間內派員到總部蓋

印，總部將復印該表格作為紀錄之用。  

該計劃將於 2012 年 1 月 3 日開始接受申請，有興趣的分隊可登入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 ，

進一步了解計劃詳情。  

如有查詢或安排蓋印，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按此下載表格  

〈訓練消息〉 

 

總部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特別班 (更新日期：10-09-2012)  

為回應部份分隊對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的需求，總部特別在 10 月加開一期訓練 (BNCO 

1204)，讓各分隊報名參加。  

欲知更多課程資料，請按入，或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助理羅振烽先生聯絡。  

大會操司令員工作坊 (更新日期: 28-08-2012)  

一年一度的大會操將於 2012 年 10 月 28 日舉行，為使導師能清楚大會操流程及掌握步操隊司令

員的角色，本會已安排於 2012 年 9 月 23 日及 10 月 14 日舉行「大會操司令員工作坊」，大會

操籌委會鼓勵各分隊司令員盡量出席這個為期兩天的工作坊，而亦歡迎隨隊導師及有意於未來日

子擔任司令員的導師出席觀摩，詳情請瀏覽大會操網頁。  

「中級組專章紀錄表」遞交事宜(更新日期:25-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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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2012-13 年度中級組專章紀錄表(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將於 9 月尾前電郵給各分隊

隊長及聯絡人，敬請留意。  

各分隊請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遞交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或以前完成的「中級組專章紀錄表」

至總部，以便同工處理。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所屬區之負責同工聯絡。  

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更新日期:18-08-2012)  

溫馨提示：訓練委員會曾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之「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過渡期將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屆滿，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遠足章必須由本會委任之遠足教

練教授，敬請各分隊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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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18-08-2012)  

溫馨提示：訓練委員會曾於 2009-10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將小隊長導師(N.C.O. Trainer)納

入教練委任系統內，改名為「小隊長訓練課程教練」，而當時的小隊長導師必須遞交教練申請表

並獲通過方能於 2010 年 9 月繼續被委任。  

如有導師欲於來年繼續參與小隊長訓練但仍未遞交教練申請表，請細閱「教練委任申請須知」並

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填妥教練申請表寄交總部。  

http://www.td.gov.hk/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d-hod_prog/Transport_Dept_Outlying_Island_form_Final.pdf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f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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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委任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17-08-2012)  

訓練委員會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申請成為委任教練之時段增至兩個，除以往每

年的 3 月 31 日，導師亦可於每年的 9 月 30 日前遞交申請，唯於 3 月 31 日前申請並獲通過委任，

方可在同年 7 月舉行之週年導師日聚餐中獲頒教練委任狀。有關詳情，請細閱「教練委任申請

須知」。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  

教練委任申請須知  

教練申請表  

邀請出席總部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暨暑期隊員訓練課程頒獎禮 

(更新日期:17-08-2012)  

本會謹訂於 2012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假九龍民生書院舉行總部小隊長訓練課程畢業會操暨暑

期隊員訓練課程頒獎禮。屆時將會頒發 2012 年各期小隊長訓練課程證書、最佳隊員獎及海員章

證書。現誠邀 閣下/ 貴分隊出席是次典禮。  

如欲進一步查詢會操詳情資料，請致電 3411 8811 與吳宇婷小姐聯絡。  

會操詳情及回條  

高級組-生命成長營(更新日期:24-07-2012)  

 

訓練委員會 2010-11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新修訂之高級組訓練獎大綱，而當中要求高級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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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第二期營會之詳情如下： 

主題：同行者  

活動編號：SS2012-02  

日期：(營前會) 20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 

   (營會) 2012 年 9 月 21-22 日(星期五-六)  

時間：(營前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第一日晚上 7:00 至翌日下午 5:00 

地點：(營前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於營前會公佈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原價)$300 (優惠價)$180 

服式：分隊 T 恤 

開班人數：15 人 

截止報名日期：(SS2012-02)2012 年 8 月 20 日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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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  

備註：按最新修訂之高級組獎章訓練大網要求，隊員完成之兩次生命成長營，訓練時數須不  

   少於 40 小時(包括晚上過夜時數)，敬請留意。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E6%95%99%E7%B7%B4%E5%A7%94%E4%BB%BB%E7%94%B3%E8%AB%8B%E9%A0%88%E7%9F%A5_201208.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E6%95%99%E7%B7%B4%E7%94%B3%E8%AB%8B%E8%A1%A8_201208.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5%88%86%E9%9A%8A%E9%82%80%E8%AB%8B%E4%BF%A1_2012.pdf
http://www.bbhk.org.hk/tcform/?L=0
http://www.bbhk.org.hk/517/


創辦人章的總結會議 (更新日期: 19/7/2012)  

今年度創辦人章的總結會議將於 8 月 24 日，晚上 7:30 於總部舉行，已完成創辦人章中所有項

目的投考人，請於 8 月 17 日前致電 2714-9253 或電郵至 steven_wan@bbhk.org.hk 與發展幹

事溫可立先生(Steven)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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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執行手冊新修訂 (更新日期:04-07-2012)  

為配合三三四新學制及幫忙隊員完成 AYP 章級，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已作新修訂，當中

主要新加入了內容 6.5 至 6.7 項，歡迎細閱。  

溫馨提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年齡要求是 14-25 歲，此計劃除適合中、高級組隊員參加外，

分隊年輕導師亦可參加，如欲了解詳情，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2AYP1)  

(更新日期:29/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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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6 至 12 月 6 日、2013 年 1 月 24 日及 3 月 7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2 年 9 月 22 日、10 月 1-2 日、10 月 12-14 日 11 月 10 日、12 月 1-2 日及  

   12 月 29 至 2013 年 1 月 1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3 年 2 月 11-14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6-22 歲有志於完成 AYP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人士(參加者必須已參加 AYP 計劃，並持  

    有計劃紀錄簿)  

費用：$420（本會導師或隊員）；$520（非本會會員）  

名額：18 人  

開班人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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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家長同意書(只適用於 18  

    歲以下人士)交回總部，方獲接納報名。而非本會會員之參加者需連同執行處授權信  

    一併於報名時遞交。(因體能活動適應問卷為保障參加者安全，所以必須遞交。)  

mailto:steven_wan@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application_form_09_3.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parq_updated_jul_2007_version-6.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bbt018_09_3.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E9%87%91%E7%AB%A0%E7%B4%9Aexp%E6%8E%88%E6%AC%8A%E4%BF%A1.pdf


截止報名日期：2012 年 8 月 15 日  

備註：1. 參加者必須出席課程所有課堂，並達到課程要求（如：旅程計劃書、日誌和報  

     告等），經教練按個別學員之表現評核後，方獲教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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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課程所需之器材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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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3-06-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目標章課程大綱。  

目標章之修訂主要是加入了基本繩結的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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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影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2010-2011 年度導師基本訓練課程證書名單 (更新日期：4-7-2012)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OBTC)證書將於 7 月 8 日導師日聚餐內頒發，請各學員於 6 月 23 日前填妥

「導師日聚餐出席回條」以電郵(ugd@bbhk.org.hk)或傳真(2761 3474)方式寄回給總部，以便同

事安排頒發證書之事宜。  

有關導師日聚餐之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有關證書之查詢，請

致電 3411 8811 與活動工作員吳宇婷小姐聯絡。 

如欲知更多導師日聚餐資料，請瀏覽「2010-2011 年度導師日聚餐」專頁：

( www.bbhk.org.hk/officersday/ )。 

以下則是：OBTC 證書頒發名單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 (更新日期：25-4-2012)  

創辦人章投考人會議定於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總部演講室進行。如

欲投考，請填妥創辦人章申請表格，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或以前 交回總部（傳真號碼：2761-3474

／郵寄地址：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如未能於上述日期前遞交表格，可留意下一期投考

人會議通知，下次會議初擬 於 2012 年 12 月下旬進行。如對投考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溫可立先生聯絡。  

下載報名表格  

 

分隊參加總部中央考核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27-03-2012)  

按去年 8 月至今年 1 月分隊報考總部中央考核之統計數據，隊員的出席率是 45-90%，為免浪費

行政資源及考官的寶貴時間，請分隊為隊員報名參加考核前，先了解隊員能出席考核，方為其報

考。  

如隊員於考核當日因事或因病缺席，請分隊於考核後兩星期內補交醫生證明或分隊信件以列明隊

員缺席之原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鄭美婷女士聯絡。  

遠足章及海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0-03-2012)  

http://www.ayp.org.hk/ch/6-scheme.php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E5%B0%8E%E5%B8%AB%E5%87%BA%E5%B8%AD%E5%9B%9E%E6%A2%9D_new.pdf
http://www.bbhk.org.hk/officersday/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OBTC_pass_list_-08072012.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training/%E5%89%B5%E8%BE%A6%E4%BA%BA%E7%AB%A0%E7%94%B3%E8%AB%8B%E8%A1%A8%E6%A0%BC_3-2012.pdf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遠足章及海員章課程大綱。  

遠足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新了二級章實習要求(由一次一日遠足及一次兩日一夜之野營，改為兩次

一日遠足及一次兩日一夜之野營)及注意事項。  

海員章之修訂主要是修正了一、二級章實習部份的繩結名稱及在三級章中加入了認識全球衛星定

位系統(GPS)。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遠足章及海員章訓練不

受是次修訂影響。2012 年 12 月舉行的遠足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

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最新消息 (更新日期：8-3-2012)  

多謝各位支持，1202 期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現已滿額。有興趣報讀課程人士可選讀

1203-1204 期課程。 課程時間表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最新消息(更新日期：8-3-2012)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2012 年 1-6 月課程已接受報名，歡迎各導師報名及查詢詳情。  

S1(技能) S2(社交) S3(基督教教育) 

『高空繩網一級及二級場地導

師』培訓計劃  

歌唱及遊戲應用課程  青少年查經技巧課程  

高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團隊動力發展課程  戶外崇拜訓練課程  

導師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豐盛生命原則導師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五級樂理訓練課程    

以下是 OATC 課程資訊的 link:  

http://www.bbhk.org.hk/oatc11/  

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49253 與總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聯絡，謝謝！  

更改 OBTC1203 期單元一上課日期通知 (更新日期: 24-2-2012)  

原訂於 7 月 8 及 15 日舉行的 OBTC1203 期單元一課程, 由於分別與本會的週年會員大會及愛家

庭活動開幕禮撞期，單元一課程將改在 7 月 22 及 29 日舉行, 敬請留意。  

如欲查閱 2012 年各期 OBTC 的最新上課日期, 請按入  

「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更新日期：04-02-2012)  

為回應分隊導師的需求, 本會將於 2 月 15 日開辦一班「綠色使命 ─ 垃圾每天分」導師訓練工

作坊, 有興趣之導師可填妥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並傳真回臻訓中心  

本活動共分為隊員訓練及導師訓練兩合個獨立內容，導師可按需要參加兩部份活動或其中一部份

活動。有關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資料：  

活動介紹、訓練大綱、參加回條、導師訓練資料及參加回條、分類紀錄卡、宣傳海報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Victor)先生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對換事宜(更新日期:10-01-2012)  

為配合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獎章考核要求，本會已於 2010 年尾修訂了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

冊，並於 2011 年初舉行新修訂簡介會及要求所有新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導師及隊員必須出

席「迎新講座」，以了解中級組專章及高級組獎章對換之要求及方法。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OBTC2012_timetable.pdf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oatc11/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OBTC2012_timetable.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BB_%E9%82%80%E8%AB%8B%E4%BF%A1.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8%A8%93%E7%B7%B4%E5%85%A7%E5%AE%B9.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5%8F%83%E5%8A%A0%E5%9B%9E%E6%A2%9D.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reply_sheet_2.doc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E5%88%86%E9%A1%9E%E8%A8%98%E9%8C%84%E5%92%AD.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3_int_train/3_teacher/BB_%E5%AE%A3%E5%82%B3%E6%B5%B7%E5%A0%B104.jpg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由 2011 年 9 月 1 日開始，分隊隊員無論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或 2011 年 1 月 1 日後簽發紀

錄簿，均必須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所訂定的要求對換獎章，如隊員完成 AYP 銅章或銀

章，請分隊填妥有關表格連同紀錄簿寄交總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或發展幹事林子謙聯絡。  

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中央考核  

(更新日期:05-01-2012)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取消中級組體能章二、三級及游泳章二級之

中央考核，即時生效。  

體能章及游泳章的課程大綱均清楚列明其考核之準則及要求，分隊必須按其準則及要求進行考

核，而訓委會則建議分隊可邀請其他分隊有相關教授經驗之導師協助進行考核，以示公正。  

2012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29-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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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詳情如下：  

日期: 2012 年 4 月 5 日(四), 7 月 4 日(三), 9 月 26 日(三),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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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AYP 紀錄簿將於「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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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林子謙先生聯絡。 

導師精兵體驗營(更新日期:17-12-2011)  

是次營會講員為林建明上尉，為香港浸信教會會友，50 分隊前顧問軍官。現居英國，為英軍現

役軍官，曾駐守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並身兼基督教雜誌《奇妙恩典》專欄〈上帝精兵〉及資

訊〈特稿〉作者主領。透過現役英軍軍官解說，認識軍隊架構及文化，學習長官職責、禮儀、及

相關知識，分享從軍反恐見證。詳情請按此。  

申請訓練嘉許章事宜 (更新日期: 15-12-2011)  

凡欲於 2012 年 7 月獲頒發訓練嘉許章之本會導師， 請於 2012 年 1 月 31 日前將填妥之訓練嘉

許章申請表格連同所需文件遞交予制服團隊部發展幹事陳汝康先生，如欲更清楚此嘉許章的申請

要求，可下載訓練嘉許章文件。  

附件: 申請表格  

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8-1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風帆章及通訊章課程大綱。  

風帆章: 主要是更新了對換證書的要求。  

通訊章: 主要是在二、三級中更新了一些多媒體通訊名稱，並加入了考核標準及備註。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風帆章或通訊章訓練則

不受是次修訂影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admin_dev/AYP/BBHK-AYPhandbook_201103.pdf
http://www.bbhk.org.hk/tcform/?L=0%EF%BF%BD%25
http://www.bbhk.org.hk/oatc1/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training_content.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3_download/training_application_form.doc
http://www.bbhk.org.hk/520/?L=0


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1-10-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1-12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創辦人章、安全章及自然章課程大綱。  

創辦人章: 投考資格修訂  

安全章: 修訂前的安全章一級是可以"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對換, 但現在則不可以, 隊員完成由總

部或分隊所舉辦之消防安全大使課程，其程度只可豁免安全章一級章內的「ii 家居安全」項目；

另需完成其他項目（包括：i 道路安全及 iii 公共衛生教育項目），方可取得安全章一級章。  

自然章: 內容主要是加入了一些關於環保的元素。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安全章或自然章訓練不

受是次修訂影響。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1 

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9-08-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興趣章、工藝章及藝術章課程大綱。  

是次修訂主要是說明三個專章可同時間進行。請瀏覽 http://www.bbhk.org.hk/520 。  

另外，高級組獎章訓練大綱已上載至 http://www.bbhk.org.hk/517 ，歡迎瀏覽。  

中級組獎章附則修訂(更新日期:04-06-2011)  

為配合早前訓練委員會通過之專章訓練大綱及各項新修訂要求，中級組獎章附則亦相應作出修

訂，敬請分隊導師留意。  

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7-04-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游泳章及拯溺章課程大綱。  

游泳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實習動作的要求及三級章編寫教案的內容。  

拯溺章之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說明各級別的課程範圍、考核標準、教練資歷及對換證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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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影響。2011 年 8 月舉行的游泳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隊導師留意。如有

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2011 年暑期隊員訓練課程推介（更新日期：18-03-2011)  

訓練及拓展部在 7-8 月期間舉辦以下隊員訓練課程：  

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  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  

國際知識章訓練課程  獨木舟一, 二, 三星訓練課程  

暑期步操章 2, 3 級訓練課程  B.Days Plan 2011  

野外定向(第一階段)訓練課程  藝術章訓練課程  

軍鼓一級章訓練課程  軍號一級章訓練課程  

風笛一級章訓練課程  

 
 

所有訓練及拓展部舉辦的隊員訓練報名表, 請郵寄至馬灣珀欣路 33 號挪亞方舟 2 樓  

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導師課程推介（更新日期：03-03-2011)   

訓練及拓展部在 2011 年 4 月-2011 年 9 月將舉辦以下導師課程，請按入"OATC 系列"：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517/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274/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9/


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 OATC 之課程報名表請寄交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總部)制服團

隊部曾子峰先生收。敬請留意!  

請按入 OATC 系列 

S1(技能) S2(社交) S3 (基督教教育) 

初級繩藝及紮作訓練課程 成功章導師手冊應用課程 靈修導向訓練課程 

藝術章導師訓練課程 帶領活動及解說技巧訓練課程 兒童基督教教育課程 

軍鼓初階訓練課程 
 

專章福音傳意訓練課程 

軍號初階訓練課程 
  

風笛初階訓練課程 
  

手力急救課程 
  

福音魔術課程 
  

高空繩網一級場地導師 
  

高空繩網二級場地導師 
  

禮儀及制服整理課程 
  

步操二, 三級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 22-2-2011)  

總部將於 3 月開辦步操二, 三級章訓練課程, 如欲知更多詳情, 可按入  

教授遠足章導師要求新修訂 (更新日期:17-0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由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遠足章必須由本會委

任之遠足教練教授，而在這過渡時間(即由即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如分隊開辦遠足章，

亦應盡量安排委任教練協助，以確保進行遠足活動時之安全，請各分隊導師留意。  

而為讓分隊中協助進行遠足章之導師(非委任教練)能更了解進行遠足活動時之注意事項及加強

其對野外活動之安全意識，訓練學校將於 6 月舉行「遠足章協助導師工作坊」，歡迎分隊導師

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另外，「遠足教練覆修工作坊」將於 3 月舉行，歡迎各教

練參加，有關詳情，請留意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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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7-02-201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0-11 年度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體能章及運動員章課程大綱。  

體能章之修訂主要為：1. 清楚解釋各項耐能訓練的動作要求；2. 調整各級之考核分數及計分表。  

運動員章之修訂主要為：1. 各布章之訓練時數改為不少於 6 小時(當中包括不少於一堂理論及

一堂實習訓練)。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惟現正進行的體能訓練及運動員布章

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2011 年 11 月舉行的體能章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分

隊導師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30-1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10-11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會長章及創辦人章課程大綱，修訂了課程大

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  

http://www.bbhk.org.hk/oatc11/?L=0
http://www.bbhk.org.hk/oatc11/?L=0
http://www.bbhk.org.hk/529/
http://www.bbhk.org.hk/520/?L=0
http://www.bbhk.org.hk/520/


2011 年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 (更新日期: 03-11-2010)  

2011 年的導師基本訓練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欲下載 2011 年課程簡介及上課時間表, 請按入  

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03-11-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10-11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修訂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課程大綱，修訂了課程大

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入。惟現正進行的目標章及獨木舟章訓練不受是次修訂

影響。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聯絡。  

國際知識章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14-07-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五次會議中通過修訂國際知識章課程大綱，並即時生效 (惟進行

中的國際知識章可按依照舊的課程大綱內容繼續進行)。  

下載新的課程大綱  

遠足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6-02-2010)  

訓練委員會已於 09-10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遠足章課程大綱，是次修訂主要為：1. 遠足

一級章訓練以教授一日遠足技巧為主；2. 調整了部份內容的教授次序。  

修訂了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惟現正進行的遠足訓練不受是次修訂影響。

2010 年 12 月舉行的總部考核將根據新課程大綱進行，請各遠足教練及分隊導師留意。  

訓練學校將於 3 月舉行「遠足教練覆修工作坊」，歡迎各教練出席。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聯絡。  

有關教練委任新的程序安排（更新日期：06-01-2010） 

為回應部份教練、導師反映教練委任程序不清晰，訓練委員會於 2009-2010 年度第一次會議中

通過新的教練委任程序。凡於 2010 年以後符合教練委任資格之導師須填寫「教練申請表」，並

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交回臻訓中心轉交訓練學校處理。是次教練委任程序之更新，並不影響現役

委任教練的資歷。 

此外，訓練委員會也於該次會議中通過，將「小隊長導師（NCO Trainer）」改名為「小隊長訓

練課程教練」，並納入為香港基督少年軍其中一科的教練科目。 

欲知更多教練委任事宜，可下載「各科教練委任文件」、「教練申請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8811 與訓練主任朱煜明先生(Victor)聯絡。 

 

〈分區消息〉 

 

http://www.bbhk.org.hk/65/ 

 

香港基督少年軍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Tel:  (852)2714-9253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3_hq/3_train_centre/OBTC2011_course_outline_final.pdf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520/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4_e-notice/Attachments/instructor_workshop.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Guidline_of_instructor.pdf
http://www.bbhk.org.hk/fileadmin/user_upload/5_database/4_forms/trainning/instructor_application_form_09-10-21.pdf
http://www.bbhk.org.hk/65/


Fax: (852)2761-3474 

E-mail: hq@bbhk.org.hk  

Website: www.bbhk.org.hk  

 

mailto:hq@bbhk.org.hk
http://www.bb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