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5 年 7 月 15 日) 

總部消息 

每季政策更新撮要 － 2015 年第二季 （更新日期：14-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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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環保換意店將於 7月 23日結業 （更新日期：14-07-2015）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之基金贊助將於月底完結，九龍城廣場「換意店」因租金上漲近一倍，經審慎考慮後，決定撤離，將於本月 23 日正式結業。 換意店於 17 號後不會再回收物品。若會員仍尚餘印仔，可把握機會於 23 日前蒞臨本店兌換。 另外，九龍城區以物易物活動亦會繼續，並於公共屋邨或與其他地區團體合作形式進行。如有分隊查詢換意店或以物易物消息，請與楊燕慈 Emily(電話: 3411 8811)聯絡。 分享：     
  



2015-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更新日期：13-07-2015） 發出選票：1,468 票 共收選票：320 票（有效選票：312 票、作廢選票：8 票、棄權選票：0 票） 點票結果如下： 1. 陳鏡如牧師 153 票； 2. 朱家俊先生 155 票； 3. 林惠燕女士 165 票； 4. 李振光牧師 178 票； 5. 李振明傳道 186 票； 6. 吳景棠先生 130 票； 7. 黃世超先生 139 票； 8. 胡定邦先生 229 票； 2015-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如下： 胡定邦先生、李振明傳道、李振光牧師、林惠燕女士、朱家俊先生。 分享：     



7-8 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8-07-2015） 有關 7-8 月份代禱事項請按此，請各導師隊員同心守望。 分享：     
婚禮指引 （更新日期：07-07-2015） 執行委員會已在 2014-15 年度第五次會議通過有關本會之婚禮指引，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 敬請留意。 分享：     
本會接受香港電台「有你同行」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19-06-2015） 本會將接受香港電台家庭資訊節目---「有你同行」節目訪問，分享小綿羊品格培育事工的進展及成效。 歡迎大家收聽： 節目名稱：有你同行 (香港電台第五台) 日期：2015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4:30-5:30 受訪者：本會駐幼稚園社工黎蔚燕、小綿羊隊員及家長 按此重溫：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5/standbyme_2011&p=5183&m=archive&page=1&item=100 分享：     



本會接受香港電台香江暖流節目訪問 （更新日期：11-06-2015） 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將接受香港電台訪問，分享與資深義工一同服務年輕人的經歷與體會。歡迎大家當日收聽。 香港電台第五台 節目名稱：香江暖流 日期：12-6-2015(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時 30 分至上午 11時 節目重溫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5/elderly&p=683 分享：     
恭賀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得獎者 （更新日期：03-06-2015） 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於 6 月 1 日晚舉行了第十一屆基督精兵獎頒獎典禮，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張烈文先生榮獲【生命事奉獎】，另五位同工(社會工作部部門主管何仕泉先生、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市場及銷售主任戴詩琳女士、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公關及籌款主任楊彩雲女士)榮獲【事奉優異獎】。本會謹此祝賀。 分享：     
  



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 （更新日期：03-06-2015） 為配合服務發展，執行委員會於 5 月 20 日(2014-15 年度第五次會議)通過學校社工部正名為社會工作部，特此通知。 分享：     
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更新日期：27-05-2015） 

 早前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張明信片? 大家會否願意為我們 BB 這個家一直承傳下去，讓我們 BB 這個事工為更多迷失的青少年人建立一個愛與包容的家。你的點滴支持，將可以幫助更多的青少年人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 另外在未來的一年，定期在每月的月初，提供 BB 制服系列的電腦卓面壁紙免費下載，大家可以登入http://www.bbhk.org.hk/monthlydonor 下載 分享：     



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更新日期：20-05-2015） 為保安緣故，總部將於土瓜灣辦事處安裝 24小時閉路電視監察系統，謹此通知。 分享：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20-05-2015）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2015-16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 更新 （更新日期：07-05-2015） 有關 2015-16 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資助)之細則及表格已更新，其中包括增加皮鞋資助，詳情請按此。 申請表 Q & A 分享：     
  



2015-16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更新日期：23-04-2015） 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的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目的為表揚青年義工對社會的承擔和貢獻。是次計劃將選出 20位積極服務社會的香港青年義工，參與本港義工服務的推廣工作，及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流活動。 本會獲邀請推薦合適的青年義工參與計劃。現邀請各分隊推薦符合以下的參選資格的中、高級組隊員、導師參與。 參選資格： 1. 年齡介乎 16歲至 24歲 2. 擁有香港居留權 3. 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不為報酬，熱心服務社會，並能承諾在獲選後兩年內繼續參與義務工作，及協助主辦機構推廣義工服務的青年義工 4. 評選會按年齡分為兩個組別，合共選出 20位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準候選人接受訓練，在訓練中表現良好的準候選人將正式成為「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詳情請下載參選章則。 參加方法： 請將填妥申請表(分隊推薦人必須由分隊隊長/ 隊牧簽署)及參選表格在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 5:30 前，電郵至victor_chu@bbhk.org.hk；或郵寄至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封面註明：「2015-16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各申請者將安排在 2015 年 5 月 14 日(四)，晚上在總部進行面試。 獲本會推薦的合適青年義工將獲大會按情況邀請參與以下的面試或訓練營:   



第一輪面試： 20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 6時 第二輪面試：   2015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 1時至 6時 訓練營： 2015 年 8 月 21至 23 日 外地交流活動： 2015 年 12 月舉辦的 4至 5 日交流活動 如有任何疑問，請瀏覽以下網頁 www.volunteering-hk.org/tc/youth15 或致電 2714 9253 與朱煜明先生聯絡。 申請表 參選表格 參選章則 宣傳單張 分享：     
  



少友精品廊(BB Shop)更新備忘 （更新日期：14-04-2015） 1. 請盡量以支票或銀行轉賬支付貨款。支票抬頭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 / [Stedfast Association, Hong Kong Ltd] 或轉賬至：恒生銀行 298-8-131310 2. 請於不少於 3 個工作天前訂購(填妥訂購表格並電郵 bbshop@bbhk.org.hk或傳真 2761 3474)；如少於 3個工作天，或欲即時購買，精品廊不保證可如期辦理。 3. 訂購獎章或制服配件(不包括紀念品)，必須由分隊註冊導師簽署。 4. 訂購之貨品需於訂購日期起計 21 日內取貨及付款，如逾期，一律取消訂單。如需再訂購貨品，需重新遞交訂購表格。 5. 請取貨人即時點算貨品數量和檢查質素，如有問題請即時處理，精品廊不會在事後補發貨品。 6. 所有未經拆開或使用之貨品，可於 14 日內憑單退換其他呎碼貨品。逾期恕不接受退換。所有金屬章憑單保用 6 個月，必須非人為損壞，才獲接受辦理。 7. 蓋上「臨時收據」印章的訂購表格只能作臨時收據用途，正式發票及收據，將於 14 個工作天內寄予分隊。 8. BB SHOP辦公時間：星期一、二、四、五(10:00 – 13:00 & 14:00 – 17:30)；星期三(14:00 – 17:30 & 18:30 – 21:30)；星期六(09:30 – 13:3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9. 貨品價格或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精品廊保留最終決定權。 分享：     
  



分隊成員意外傷亡及醫療保險 （更新日期：11-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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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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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費用為每人港幣 30元正。 凡於 2015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投保，半年費用為每人港幣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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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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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計文員林靜婷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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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總部及五區主要活動行事曆 （更新日期：25-03-2015） 為方便各導師在制定分隊活動及考慮參加導師訓練課程時在日期上有更好的預算，請登入總部行事曆http://goo.gl/igKqzZ，內裡已列出各主要總部活動，區活動，導師訓練課程等，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相關同工。 分享：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搬遷通知 （更新日期：22-01-2015） 『上海培斯脫洋服製服』將於 2015 年 2 月 1 號搬遷，新地址資料如下： 新地址：紅磡差館里 21-27 號富業大廈(商場)1樓 8室 電話：2362 9831 聯絡人：劉思萱師傅 分享：     
2015 年行事曆 （更新日期：06-01-2015） 有關 2015 年總部活動行事曆，請按此細閱及預留時間參與各項活動。               分享：     
  



香港基督少年軍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 （更新日期：22-09-2014） 本會開設不同面書(Facebook)專頁及群組，鼓勵大家登入及推介予隊員，有助掌握最新資訊： 香港基督少年軍官方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BoysBrigadeHK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https://www.facebook.com/bbhkugd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及離島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HKI?fref=ts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中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1594137049423/ 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517554356/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西及九龍西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33309756697717/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https://www.facebook.com/BBHKNNE?ref=br_rs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anchor.house.bb 分享：     
  



訂購制服團隊部A4 SIZE「文件夾」 （更新日期：27-03-2014） 制服團隊部將於 4 月 1 日起推出文件夾以供分隊購買作招募及宣傳用途，奉獻價每個$3，最少需購買 50個， 如欲訂購請填妥表格電郵至 ugd@bbhk.org.hk 或傳真 27613474。 查詢：2714-9253 (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 文件夾樣色 / 文件夾真實圖 / 文件夾真實圖 2 

 分享：     
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 （更新日期：06-03-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1 月 21 日(2013-2014 年第三次會議) 中通過修訂「香港基督少年軍喪禮程序及禮儀指引」(按此)，並已上載於總部網頁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detail.php?classid=10。敬請留意！ 分享：     



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Q&A （更新日期：29-07-2013） 同工於出席分隊立願及頒獎禮時，常會見到一些普遍分隊會遇到的問題，而歸納了有關問題及情況，現製訂了一份「分隊立願及頒獎禮-常見問題 Q&A」，期望有助分隊在舉行立願禮或頒獎禮時能更加流暢及順地進行；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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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活動消息 

2015-2016 年度總部步操比賽 （更新日期：13-07-2015） 2015-2016 年度總部 (會長盃及主席盃) 步操比賽，將於 2015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日) 假第 231 分隊東涌靈糧堂舉行。而各區步操比賽將於 2015 年 11 月期間舉行。 為了讓有興趣參與分隊更掌握步操比賽的安排，總部將於 2015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一) ，晚上 7:30 在總部舉行步操比賽的簡介會，詳細解釋比賽號令、特別步操動作、比賽細則及注意事項 ，歡迎各有意參賽之分隊派出導師出席。 有關今屆步操比賽資料，可以瀏覽下列附件： 賽事細則及注意事項 2015-2016 年度步操比賽報名表格 分隊聲明(附件)適用於兩支或以上分隊填寫 主席盃比賽號令 會長盃比賽號令 如有查詢，總部步操比操請致電 2714-9253 聯絡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區步操比賽請聯絡各區發展幹事。 分享：     
  



十一國慶升旗禮 （更新日期：30-06-2015） 本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出席回歸十八周年國慶（10.1）升旗禮，並連同全港十四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組成一支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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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或中級組隊員共同參與，名額有限。活動詳情如下： 國慶（10.1）升旗禮： 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四，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6:30 – 9:00 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 對象：香港基督少年軍導師及初、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名額：70人 截止報名日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 註(一)：出席升旗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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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三): 出席者可獲 2015 年升旗禮布章一個 查詢：發展主任—曾子峰(電話：2714-9253 或電郵：tszfung_tsang@bbhk.org.hk ) 備註：出席者請佩戴勳章(Medal) 已報名分隊:12(1)、47(1)、277(1)、328(15)、AU(1) 分享：     



愛。家庭運動 2015 （更新日期：24-06-2015）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贊助，舉辦「愛家庭運動 2015」推動家庭核心價值。是年度主題為「讓家庭變得有愛」。 詳情請登入 http://www.bbhk.org.hk/lovefamily 分享：     
抗戰勝利紀念七十周年 （更新日期：19-06-2015） 適逢今年是香港抗戰勝利紀念七十周年，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海事青年團及香港航空青年團希望聯同香港各青少年制服團隊舉行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巡遊以向各保衛香港的戰士致敬，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2015 年 8 月 30 日 (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九時正 集合地點：九龍公園羅馬廣場 巡遊路線：由九龍公園出發，經海防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最後經海防道返回九龍公園      (見附件 - 巡遊路線圖) 儀式時間：早上十一時正 名 額：三十位 (當報名人數多於三十位時，需要進行輪選) 對象：持有步操一級章或以上的中級組隊員 費用：全免 服飾：第一號制服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一) 查詢及報名：發展幹事－蔡茂敦 (電話：2714-9253 或電郵：chris_choi@bbhk.org.hk) 分享：     
  



制服團體日 2015 （更新日期：11-06-2015） 本會獲民政事務局之邀請，參與制服團體曰 2015，誠邀各分隊報名出席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1:00-5:00(暫定)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4-5 號足球場 活動內容:步操、軍樂表演、急救示範、攤位遊戲、攤位招募 服飾:制服 現招募 20名中級組隊員參與步操隊巡遊，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27149253)聯絡。 分享：     
  



訓練消息 

2015 年第三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安排 （更新日期：13-07-2015） 2015 年第三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 (筆試) 將於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在九龍工業學校舉行，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三期步操章總部中央考核 (筆試) 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2015-2018 年度各科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08-07-2015）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4-15 年度第四次會議中通過「2015-2018 年度各科教練委任名單」。各委任教練可於 2015年 7 月 12 日導師日聚餐當晚領取教練委任狀。 如未能於導師日聚餐當晚領取，請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親身或授權導師到總部領取。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助理周燕雯女士聯絡。 分享：     
2015-16 年度見習導師分隊員招募 （更新日期：26-06-2015） 見習導師分隊現正招募 2015-16 年度隊員，歡迎年滿 17-21歲的少年軍隊員或青少年人報名參加，如欲了解有關詳情，請按此。 分享：     



2015 年第一期風笛、軍鼓、軍號章總部中央考核 （更新日期：25-06-2015） 已更新 2015 年第一期風笛、軍鼓、軍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詳情可以往下列網址瀏覽。 2015 年第一期風笛、軍鼓、軍號章總部中央考核資料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3 已滿額 （更新日期：24-06-2015）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1503 已滿額，請按此參閱其他課程期數，並留意有關課程時間表。 分享：     
 
  



2015 年 6-11 月導師進深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23-06-2015）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福音魔術課程、山野領袖證書課程、手力急救課程 其他訓練課程(BBTC) 小組解說~浣熊圈之團隊應用(Debriefing with Raccoon Circles)促導員訓練課程、原野烹飪證書課程(更新)、小綿羊訓練教材工作坊 教練訓練課程 遠足教練訓練課程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3-06-2015）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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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總部舉行創辦人章簡介會。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參加者資訊 （更新日期：16-06-2015） 

金章級團體生活科體驗營: 尋訪「魚」「米」的足跡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會舉辦，為期 5天的團體生活科體驗營將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舉行。今次的體驗營將以本土文化為主題，讓參加者可以親身走進客家人、圍頭人及蜑家人的生活，從衣食住行全方位了解他們的文化。(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2 日) 活動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www.ayp.org.hk/ch/3-activity.php#RP_camp。 
金章級康樂體育科第二組活動--體能測試之評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康樂體育科科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7:00 於香港培正中學（地址：九龍培正道二十號）舉行金章級康樂體育科第二組活動－體能測試之評核。  有意在該日進行評核的金章級參加者，請於 8 月 10 日（星期五）前將有關資料（參加者姓名、活動項目及已接受的訓練時數）電郵至ayp@bbhk.org.hk；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注意：參加者必須在評核前完成最少 12 分的訓練方可接受評核。(訓練計分方法：每參加半小時一節的活動，可得一分；一小時一節者可得二分。每週分數不可超過二分；或每兩週不可超過四分。) 
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BBTC-15AYP1) 本執行處將於今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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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2至 9 月 23 日、10 月 14 日、11 月 4至 12 月 23 日、2016 年 1 月 6 日及 4 月 20 日(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總部 



戶外實習 日期：2015 年 9 月 5 日、9 月 18(晚)至 20 日、10 月 2(晚)至 4 日、11 月 21至 22 日、12 月 4(晚)至 6 日及12 月 31至 2016 年 1 月           3 日；(後備實習日期：2015 年 10 月 30(晚)至 11 月 1 日及 2016 年 1 月 9 日至 10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評核 日期：2016 年 3 月 25至 28 日 時間及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18-23歲有志於完成AYP金章級野外鍛鍊科之分隊導師或隊員(參加者必須已參加AYP計劃，並持有計劃紀錄簿) 費用：$450 名額：18人 開班人數：12人 查詢：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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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 月 22 日   



備註： 1. 參加者理論課出席率 80%或以上及戶外實習課出席率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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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金章頒獎典禮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15年金章頒獎典禮將於2015年12月舉行，如分隊有隊員已完成金章級之要求，請於 2015年 7 月 6 日或之前將其金章完成通知書連同 AYP紀錄簿寄交本會制服團隊部；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2015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 （更新日期：1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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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必須出席「迎新講座」一次。而為方便分隊隊員參加，由 2015 年開始，將會安排在不同地區進行迎新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7 月 7 日(二) 10 月 13 日(二) 12 月 17 日(四) 時間 晚上 7:30-8:30 地點 12 分隊隊址-宣道會麗瑤堂 新界葵涌葵興路 100-102 號葵涌中心商場 2字樓 暫定 沙田/大圍 暫定 北角/炮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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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分隊請於迎新會舉行前最少 3天通知負責同工確實出席人數，以便安排 (沒有報名之出席者將有可能被安排在其他時間參與迎新講座及不能於講座當日派發 AYP 紀錄簿) 備註：-分隊應預早為參加者申請 AYP 紀錄簿，紀錄簿之簽發日期為總部收妥申請資料之日期，唯紀錄簿須安排於「迎新講座」中派發予出席之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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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必須準時出席，遲到者將不獲安排參加講座，並需於下一期再次報名參加 如有興趣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2015 年(下半年)之宣傳海報 （更新日期：12-05-2015） 如分隊欲向弟兄姊妹宣傳或邀請其報讀「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可(按此)下載 2015 年(下半年)之「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宣傳海報，並鼓勵分隊於所屬教會或機構內張貼以作宣傳之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5400 與發展助理尹振光(Daniel)聯絡。 分享：     
2015 年軍樂隊暑期課程 （更新日期：07-05-2015） 

2015 年軍樂隊暑期課程 軍樂隊於本年暑假將舉行各項軍樂訓練，包括軍號、軍鼓及風笛。歡迎各有興趣之中級組隊員及導師參加，有關資料如下: 軍號訓練  軍鼓訓練  風笛訓練   分享：     
  



拯溺章一級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13-04-2015） 拯溺章一級訓練課程 (BBTC-15LIS1)  簡介：本課程依照本會拯溺一級章的課程內容設計，旨在提高隊員對水上安全意識及能力，並考驗隊員利用簡單方法拯救水上遇事人士。凡完成此訓練課程，並通過考核者可考獲拯溺一級章。 理論課 日期：2015 年 8 月 3 及 5 日 (星期一、三)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總部 戶外訓練 第一次 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第二次 日期：2015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考核 日期：2015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上課時通知 對象：已考獲目標章及能夠以任何泳式游畢 200 公尺的中級組隊員 費用：$160 (不包括：交通費及泳池入場費) (綜援、全書津的隊員只需$30；半書津的隊員$80)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15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5 年 7 月 4 日 (星期六)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14-9253 與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聯絡 備註：1. 請各參加者自行前往實習課之地點    2. 學員必須出席 3堂或以上理論課、戶外訓練，方可參加考核    3. 完成游泳章二級並取得合格者可豁免 200 公尺游泳考核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6-03-2015） 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新一期創辦人章，請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或之前遞交創辦人章申請表格。請投考者必須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總部舉行創辦人章簡介會。如有查詢，煩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報考中央考核步操章事宜 （更新日期：25-03-2015） 由 2015 年第一期中央考核步操章開始，分隊可以路試日期為計算點為隊員報考步操章考核，唯路試考核日期需與前一級完成日期相距最少一年。 **例子：隊員於 2014 年 5 月 25 日完成步操章一級，分隊可為該隊員報考 2015 年 5 月 9 日的步操章二級筆試、如筆試合格、便能參加 2015 年 7 月 5 日舉行的步操章二級路試。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中級組會長章申請事宜 （更新日期：26-03-2015） 本年度會長章之申請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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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分享：     



話劇之旅 （更新日期：18-03-2015） 課程目的：為隊員們提供認識話劇的機會，教授基本話劇技巧，藉以提升隊員們對表演藝術和欣賞話劇的興趣。      透過話劇的排練，讓他們逐步建立團體的合作精神，並建立自信及發揮個人潛能；亦提高他們的表達      能力和溝通技巧。 課程內容：由專業導師帶領，同時提供一個具創意及充滿樂趣的平台給予隊員們學習；透過六堂課堂活動，讓他們學習戲劇的元素，例如：聲線、面部表情等，藉此啟發他們的多元潛能。 第一班 (課程編號：BBTC15ArT1)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逢星期四) (共六堂)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第二班 (課程編號：BBTC15ArT2)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五日(逢星期二) (共六堂)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點：總部 對象：中、初級組隊員 費用：二佰五十元  (凡參加者的家庭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費用是三十元；            而家庭是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費用是一百二十五元) 名額：二十人 開班人數：十一人 



學習成果：中級組隊員出席率達到 80%或以上，並達到課程要求者，可獲頒發藝術章；      初級組隊員，建議導師可作為社交部份的訓練；      凡參加者在課堂表現良好，並獲導師推薦，將獲本會邀請參與一次小型話劇演出與家長及      朋友一同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 截止日期：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六)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2714-9253 與蔡先生 (chris choi) 聯絡。 報名手續  1. 請填妥團隊報名表 (http://www.bbhk.org.hk/form.php)，連同費用以『香港基督少年軍』抬頭之劃線支票；或  2. 把費用存到渣打銀行『香港基督少年軍』戶口(411-2-125789-2)，並將存款收據正本；         寄交本會(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制服團隊部周燕雯女士收)  3. 開課詳情將於開課前兩週另函通知 *請勿郵寄現金。本會對因郵遞失誤而遺失的付款，概不負責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備註 1. 隊員在經濟上有困難，可向總部申請資助，以每個個案形式處理。 2. 分隊或分區如有足夠開班人數，可與區幹事聯絡，商討以分隊或分區形式進行。 分享：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 （更新日期：19-03-2015）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小綿羊特別班) (OBTC1505) 課程簡介 此課程旨在讓有志於投入基督少年軍福音運動，並有計劃於分隊擔任隊長/副隊長官階；或有系統認 識基督少年軍之人士而設。 課程內容 課題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歷史、禮儀及導師制服 2015 年 8 月 15 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 小綿羊組別及運作模式 基本步操知識 小綿羊品格培育 2015 年 8 月 16 日(日) 下午 3:00-6:00 分隊實務體驗 2015 年 9月至 2016 年 1 月 隊內實習 訓練營及結業面見 2016 年 1 月 16 日(六) 上午 9:30-下午 5:30 馬灣挪亞方舟臻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7 月 13 日或額滿即止。 下載報名表 分享：     



2015 年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15-01-2015） 課程編號：SS2015-01 (延期)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2 月 22-23 日(星期日至一)    (營後會) 201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至翌日下午 7:00 地點：(營前會及營後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課程編號：SS2015-02 日期：(營前會) 201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營會) 2015 年 9 月 25-26 日(星期五-六)    (營後會) 201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 時間：(營前會及營後會) 晚上 7:30-9:00    (營會) 下午 7:00至翌日下午 7:00 



地點：(營前會) 土瓜灣總部    (營會) 待定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350 開班人數：10人 服式：分隊 T恤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課程開始前三個星期 報名：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17歲或以下隊員必須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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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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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營>，請分隊鼓勵隊員參加。 分享：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事宜 （更新日期：19-08-2014） 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的會議中接納訓練委員會的建議，在中級組專章內新增「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而分隊工作委員會亦已制訂獎章樣式及配戴方法。 此章分為兩個級別，分別為： 1.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銀章（供完成基本小隊長課程(BNCO)之隊員佩戴）；        2.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 (供完成深資小隊長課程(ANCO)之隊員佩戴)              日後在總部或區舉辦的小隊長訓練課程中取得合格成績者，將可獲頒訓練證書乙張及小隊長訓練章乙個。隊員只可佩戴最高一級的獎章，即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者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由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可配戴，總部設寬限期供隊員購買，至 2015 年 2 月 1 日各合資格隊員必須配戴。 佩戴方法： 中級組小隊長訓練章(金/銀)必須扣於獎章套最低一行的中間位置。(如考獲中級組小隊長訓練金章則只可佩戴金章於獎章套上) (詳情可瀏覽：獎章佩戴規則) 



 領取方法： 凡參加 2014 年各區舉行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並獲合格成績者，由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可憑證書副本，前往 BB Shop登記免費補領取小隊長訓練章乙個（BB Shop將按隊員在 2014 年簽發的證書級別，給予所屬級別的專章）。如隊員持有 2014 年以前簽發的小隊長證書，可按補購方法向 BB Shop補購獎章。 補購方法： 1. 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 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可連同證書副本，向 BB Shop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 2. 非現役中級組隊員：凡持有 2013 年或以前簽發的基本/深資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 ANCO)證書之非現役中級組隊員，由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連同證書副本，可向 BB Shop補購小隊長訓練章。每張證書只可補購獎章乙個。由 2015 年 2 月 1 日起，BB Shop將不會售賣小隊長訓練章予任何非現役中級組隊員。 註：非現役的中級組隊員不可將此章佩戴在制服上。 分享：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時間表(更新資訊) （更新日期：12-08-2014） 2015 年總部中央考核更新時間表已上載於總部網頁，詳情請到 http://www.bbhk.org.hk/company.hqassessment 查閱。 分享：     
獲頒各組別服務獎章資格之溫馨提示 （更新日期：03-04-2014） 按訓練學校所規定有關獲頒服務獎章的資格，隊員必須考獲該組別之獎章要求，才可獲頒發服務獎章，如下： 小綿羊：隊員如考獲各個探索章之三級*，獲頒之小綿羊服務銅章可佩戴於幼級組、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幼級組：隊員如考獲各個體驗章之三級，獲頒之幼級組服務銀章可佩戴於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初級組：隊員如考獲成功章金章，獲頒之初級組服務金章可佩戴於中級組及高級組制服上 中級組：隊員如考獲白肩索資格，獲頒之中級組服務章可佩戴於高級組制服上 *如導師持有本會於 2012 年 9 月出版的「小綿羊導師手册」，由於印刷錯誤，請自行更正第 26頁"隊員如考獲各小綿羊探索章的二級(改為"三級")，於幼級組時可獲頒服務銅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2013-2016 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更新日期：20-01-2014）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13-14 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2013-2016 年度(第三期)教練委任名單」。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曾子峰先生聯絡。 分享：     
獎章教材及資源共享 （更新日期：09-12-2013） 為達至「資源共享」的目標，總部網頁設有「教材及資源下載」供分隊參考及使用。現時，提供之教材資料包括小綿羊導師手冊、初級組成功章導師手冊、中級組田徑章及興趣章(繩藝)。 總部亦會繼續不定期將教材資料上載至網頁，歡迎分隊參考及使用。 現誠邀分隊，如有任何自製的各級獎章教材，歡迎提交至總部，共享資源。 (為鼓勵分隊分享資源，如提交之教材獲總部確認並上載至網頁，分隊將可獲贈 50元 BB shop 禮劵乙張。)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課程大綱 （更新日期：04-09-2013） 中級組飛行探知章已於 2013 年 9 月 1 日正式生效，分隊可按專章之課程大綱要求教授隊員，如導師對此專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14-9253 與發展主任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