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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誠聘同工 （更新日期：02-10-2018） 

詳情請按此參閱。 

分享： 
    

2018-19 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 （更新日期：19-09-2018） 

2018-19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由 9月 29日(星期六)起 (如用郵遞，以郵戳日期為準) 總部暫停處理

皮鞋資助的申請。 

分隊仍可繼續為隊員申請訓練或制服資助，惟由於資源有限，所有申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敬請留

意。 

分享： 
    

邀請成立家長義工小組 （更新日期：12-09-2018）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執行委員會通過支持分隊成立家長義工小組，並於早前舉行發佈會和探訪相關

分隊交流取經。總部現於 2018年 9 月正式接受分隊申請成立家長義工小組，並訂於 2019年(香港基

督少年軍成立 60週年)2月 16日正式舉行家長義工小組啟動禮。 

  

為使各分隊進一步了解詳情，總部已製作兩款單張，分隊版(藍色)供導師和教牧長執內部閱覽，內文

列出背景資料、集隊流程建議及全年活動建議範本等；家長版(綠色)對象是家長，可讓家長了解小組

的內容及各項安排。為方便統籌，請各分隊隊長/聯絡人與主辦單位負責人及導師細心考慮會否推展

這事工，並於 10月 15日或之前填妥「申請成立家長義工小組表格」回覆總部。分隊如有任何查詢或

有需要索取更多家長版單張以供派發，歡迎致電 2714-9253與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背景資料：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 

基本規定：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2 

核心元素：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4 

集隊流程建議範本：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5 

宣傳單張：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6 

分享：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491
http://www.bbhk.org.hk/job.ph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7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0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2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4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5
http://www.bbhk.org.hk/team.php?classid=30&sortid=116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491&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8%AA%A0%E8%81%98%E5%90%8C%E5%B7%A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491&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491&classi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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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7&classid=3&sortid=0&boardid=0&t=2018-19%E5%B9%B4%E5%BA%A6%E7%9A%AE%E9%9E%8B%E8%B3%87%E5%8A%A9%E5%90%8D%E9%A1%8D%E5%B7%B2%E6%BB%B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7&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7&classi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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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0&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9%82%80%E8%AB%8B%E6%88%90%E7%AB%8B%E5%AE%B6%E9%95%B7%E7%BE%A9%E5%B7%A5%E5%B0%8F%E7%B5%84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0&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0&classi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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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8 年 09 月 26 日 

活動消息 

60 週年口號及標誌設計比賽結果公佈 （更新日期：26-09-2018） 

為慶祝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 60週年，感謝本會隊員、導師、分隊義工、隊員家長及公眾人士積極參

與 60週年口號及標誌設計比賽，以下是得獎者名單︰ 

60 週年標誌設計比賽結果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得獎禮物 

導師組 

冠軍 

  第 173分隊陳家麒副隊長 

 (得獎作品已獲挑選用作 60 週年紀

念標誌) 

BB shop 現金券$150 

亞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副主席陳少賢

先生 

BB shop 現金券$50 、 

BBazaar金句卡及 A4 Zip 

Folder 

季軍   第 51分隊林友銓輔助導師 

BB shop 現金券$50 、 

BBazaar向高山舉目 Memo 

Pad 

隊員組 冠軍 
  第 301分隊戴卓賢隊員、黃皓政隊

員 
BB shop 現金券$150 

公開組 冠軍   林賀熹女士 BB shop 現金券$150 

歡迎各位欣賞：60週年標誌設計比賽得獎者作品 

60週年口號設計比賽結果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得獎禮物 

導師組 

冠軍   第 163分隊葉天佑副隊長 BB shop 現金券$150 

亞軍   第 331分隊梁如合隊長 
BB shop 現金券$50 、 

BBazaar金句卡及A4 Zip Folder 

季軍   第 301分隊黃勺平隊長 
BB shop 現金券$50 、 

BBazaar向高山舉目 Memo Pad 

隊員組 冠軍   第 171分隊馮俊毓隊員 BB shop 現金券$150 

公開組 

冠軍   Ms. SW Wong BB shop 現金券$150 

亞軍   蘇玉梅女士 
BB shop 現金券$50 、 

BBazaar金句卡及A4 Zip Folder 

歡迎各位欣賞：60週年口號設計比賽得獎者作品 

各得獎者可於 2018年 9月 26日至 10月 31日期間到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領取得獎禮物，稍後會有專

人通知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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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電話︰2714 5400  |  傳真︰2714 3196  |  電郵︰fundraising@bbhk.org.hk 

查詢 | 公關及籌款部 

修訂步操比賽會長盃號令 （更新日期：21-09-2018） 

步操比賽籌委會接獲個別分隊對會長盃號令 5a的意見，現作出有關修訂，詳情如下： 

       原訂：QUICK MARK—TIME 

       修訂後：MARK—TIME 

總部已更新會長盃號令紙，並已上載至步操比賽網頁 (請按入)，請分隊務必使用最新版本（更新日期

為 19/09/2018） 號令參賽。如對號令修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蔡茂敦先生 (Chris) 聯絡。 

大會操司令員工作坊暨步操評審 （更新日期：22-09-2018） 

目的：加強導師對大會操步操內容的掌握，能預早在分隊中與隊員為大會操作好準備 

日期：2018年 9月 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九龍觀塘曉明街 26號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第 281分隊) 

對象：分隊導師 

服式：分隊 T恤及步操鞋 

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發展幹事蔡茂敦先生(Chris)聯絡 

備註：於司令員工作坊將設有「步操評審」，如未能通過是次評審，導師必須再參加及通過 10月 7日或 14日舉行

的「司令員步操評審」，方可擔任是次大會操步操隊司令員；同時，所有參加步操隊的分隊必須安排分隊代表出席

「發佈會暨祈禱會」，方能參加是次大會操步操隊。 

已報名導師如下： 

鄧澤恆 (4)、黃家和、林銘輝 (15)、陳靜儀 (20)、李子通 (37)、蒙綺君 (47)、羅宇齡 (50) 

任駿涎、李軒宇、郭旻霑 (55)、梁子滔 (77)、李梓傑、賴翠旋 (101)、何穎欣、施少芳 (115)、吳偉賢 (178) 

胡文燦 (216)、陳賢德、黃伊琪 (220)、黃栢穎 (223)、梁錫麟、曾雪貞、程潔瑩、劉蘭芳 (238)、陳天俊 (279) 

盧家亮 (332)、劉翠霞 (350)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8
http://www.bbhk.org.hk/drillcompetition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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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2018 年高級組生命成長營 （更新日期：15-09-2018） 

課程編號：SS2018-01 

日期 

(營前會) 2018年 9月 19日 

(營會) 2018年 9月 29-30日 

(營後會)  2018年 10月 10日 

時間 

(營前會)晚上 7:00-8:30 

(營後會)晚上 7:30-9:00 

(營會) 早上 9:00至翌日下午 3:00 

地點 

(營前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營後會) 營前會公佈 

(營會)城市觀察及野外荒地 

對象：高級組隊員 

費用：$350 

開班人數：８人 

服飾：分隊 T恤 

報名/查詢：請致電 2714-9253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朱煜明先生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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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