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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BB SHOP 回復正常服務時間 （更新日期：31-12-2019） 

由 2020 年 1 月 8 日起， 

BB SHOP 逢星期三晚服務時間將回復正常， 

時間為 (14:00 - 17:30 及 18:30 - 21:00)。 

分享： 
    

總幹事隨筆—願你們平安 （更新日期：24-12-2019） 

總幹事隨筆—願你們平安 

        這段日子，經歷很多內心的掙扎和難過，為我城、為我家、為這個我熟絡的人和地。可惜一切已變得不盡相

同了，景物依舊，人面全非！不禁令我想起一首辭，寫道：「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正好令我想起很多人鄰關係，例如家庭關係、同事關係、朋輩關係、夫妻關係、教會關係，都

徹底被動搖及撕裂。 

        香港基督少年軍作為一個服侍青少年人的基督教群體，也不能幸免地在此社會洪流下被衝擊，其中我有聽過

導師因不同政治立場而離開分隊、離開所屬教會；隊牧與所屬堂會的立場不咬弦；屬紀律部隊的導師不敢返分隊；

又或與隊員間政見不同而產生爭執……這些故事在在都叫人傷心。 

        香港基督少年軍作為一個服侍青少年人的信仰群體，使我們走在一起的從來不是我們的政治立場，而是我們

服侍青少年的宗旨和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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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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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很痛心看見現在我們的社會四分五裂；很痛心看見人鄰關係的破碎與仇恨；很痛心看見香

港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正在動搖和變質；很痛心看見年輕生命被押上了，走上抗爭的不歸路；很痛心看見政府的冷

酷和束手無策；很痛心我們下一代看不見這個城市的希望；很痛心…… 

        12 月是耶穌基督降生的月份，祂的降生正代表拯救和希望，在人看不見出路的今天，但願我們能抓緊祂的救

恩；祂的降生為人正是真實的臨在，相信主今天仍是臨格在我們生命的每個處境中，祂知道、祂明白，祂不會袖手

旁觀，祂必然挽救，挽救到底！願我們能抓緊這救恩，活出這份盼望！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 2:11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 

附上情緒支援求助途徑 

分享： 
    

少友獎學金計劃 2019 （更新日期：05-12-2019） 

少友獎學金計劃 2019 現已接受申請，詳情及申請表格可於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網頁下載。 

分享： 
    

豐昌順校服專門店門市休息 （更新日期：05-12-2019） 

豐昌順校服專門店門市將於 12 月 22-31 日休息，並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營業，分隊如欲購買制服，請先致電門市

查詢營業情況及存貨。 

豐昌順校服專門店 http://www.fcsl.com.hk/  (提供初級組及中級組現貨制服) 

以下 4 間門市提供本會初級組及中級組現貨制服，請於購買前致電分店查詢存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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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門市: 26841387 地址:沙田禾輋村禾輋商場三樓 319 號舖 營業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6:30(一月至六月期間

逢星期日休息) 

北角門市: 25781421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290-304 號五洲大廈地下 L 鋪 (港鐵砲台山站 A 出口，右轉直行) 營業

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6:30 

(一月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西九龍門市: 27282761 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62 號地舖(港鐵深水埗站 B1 出口) 營業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6:30 

(一月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天水圍門市: 31561752 地址:天水圍天秀路 8 號天一商城 3 樓 3081 號舖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一月

至六月期間逢星期日休息) 

分享： 
    

初級組及中級組學生隊員資助計劃(制服資助)安排 （更新日期：02-12-2019） 

由即日起，合乎 HAB 隊員資助計劃的申請人士(初級組及中級組)，可於豐昌順校服專門店購買制服，然後向總部提

交正本單據索回款項。唯分隊必須先獲得總部批准其申請後才購買制服，否則將不能獲取資助。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或各區發展幹事聯絡。 

按此連結制服供應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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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誠邀參與『新年利是十分一』籌款活動 （更新日期：30-12-2019） 

農曆新年將至，預祝大家新年進步！分隊發展興旺！ 

在這新春喜氣洋洋的日子，誠邀大家參與『新年利是十分一』活動，讓做善事成為大家新一年的開始，並讓隊員學

習將所得的奉獻十分一。 

籌款目的：籌募本會「服務發展經費」 

預先索取利是封：導師請聯絡我們安排郵寄利是封 

奉獻方法：請導師幫忙收集分隊的捐獻，並交回總部公關及籌款部 

交回日期：2020 年 2 月 29 日前 

詳情可瀏覽 www.bbhk.org.hk/newyear2020 

查詢： 

公關及籌款部 電話：2273 0303  | 傳真：2776 170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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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分享】填色及標語比賽 （更新日期：23-12-2019） 

 

主題：家添正能量 

「愛 家庭運動」透過一系列活動推動家庭核心價值《愛與關懷》、《責任與尊重》和《溝通與和諧》，並宣揚健康和諧的家庭訊息，

使家庭成為大家的「充電站」，將歡樂帶給家庭每一位成員。本年度特設填色及標語比賽，以不同方式傳遞愛家庭的正面訊息，讓我

們「家」多一點愛。 

填色及標語比賽 

評審準則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1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D0Kcx2OZphORx7mkISOT-GDT1DAnE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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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觀、創作力,並能配合「家添正能量」的主題。 

1.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 1 幅作品參賽  

2. 比賽設幼級組 ( 幼稚園至小二 ) 及初級組 ( 小三至小六 ) 兩個組別  

3. 自行下載相關圖案(請按此),設計圖案背景、填色,或加插文字內容  

4. 比賽作品請郵寄回「香港基督少年軍」,地址為九龍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 樓,  

     信封面請註明 : 愛家庭運動 - 填色比賽  

5. 參加者請把下列資料寫在參賽作品背面右下角:  

    a. 中文全名 ( 如:陳大文 ) b. 聯絡電話及電郵 c. 就讀學校或基督少年軍分隊隊號  

標語比賽  

比賽內容 ：以「家添正能量」為主題。  

參賽規則 ：用標語表達訊息。 

評選準則 ：內容創新,切合「家添正能量」的訊息。  

比賽組別 ：設小學組及中學組兩個組別。  

參加辦法 ： 

請直接連結 Google 填寫資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Ml9tonuA7H2QdhXuOZDtLWP1cgKipUH3SyX2cBhDCI/edit  

比賽詳情  

截止日期 ；2020 年 2 月 29 日 ( 星期六 ) 

比賽結果 ：於本會網站上公佈,並有專人聯絡得獎者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84%9B%E5%AE%B6%E5%BA%AD%E9%81%8B%E5%8B%952019_%E5%A1%AB%E8%89%B2%E7%B4%99.pd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Ml9tonuA7H2QdhXuOZDtLWP1cgKipUH3SyX2cBhDCI/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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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安排 ：將於 3 月 7 日「愛 ̇家庭」閉幕禮中進行  

獎項獎品 ：填色及作文比賽的各個組別均設冠 ($300 書劵 )、亞 ($200 書劵 )、季軍 ($100 書劵 ) 各一名 及 優異獎 ($50 書劵 ) 

五名  

作品用途 ：所有參賽作品不會發還,本會擁有作品的展示權及使用權。 得獎作品會安排在頒獎禮當日的會場及「港鐵社區畫廊」展覽,

亦會上載至網站展示。  

電話：2602 6146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 樓  

傳真 ：2602 3500  

電郵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分享： 
    

BBazaar 文具推介-A012—BB 印仔 (初級組) （更新日期：18-12-2019） 

A012—BB 印仔 (初級組) 

創藝館推出 BB 印仔第三擊， 

紀律和信實是 BB 初級組隊員的操練， 

以紀律和信實的 2 款初級組 BB 印仔， 

是表揚小孩子擁有良好行為時候的奬勵。 

數量：一套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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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淨重 12 g 

定價：$ 26/套 

 

訂購網址：http://bbazaar.org.hk/ 

Whatsapp 查詢：5534 6305 

香港基督少年軍旗下社企項目「BBazaar 創藝館」 

由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成立， 

透過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等創意交流平台，促進本地創意文化的經濟動力。 

BBazaar 創藝館服務包括：文化創意活動策劃、平面設計服務、紀念品/精品設計及製作服務。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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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5&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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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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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Thailand Discovery Tour （更新日期：16-12-2019） 

 

泰國基督少年軍將於 2020 年 11 月舉行 Discovery Tour 國際營，有興趣參加者歡迎瀏覽有關資料。 

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 

活動詳情 

報名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033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4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Poster%202020(1).jpg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Discovery%20Tour%202020%20Registration%20Form.xls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4&classid=4&sortid=0&boardid=0&t=BB+Thailand+Discovery+Tour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4&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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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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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M Pesta 2020 （更新日期：16-12-2019） 

 

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將於 2020 年 6 月舉行 PESTA 國際營，有興趣參加者歡迎瀏覽有關資料。 

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地點：The Historical Town of Melaka  

活動詳情 

報名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0333 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3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Adventure%20Series%20Summary.pdf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BBPesta2020_Registration_%5BInternational%5D.xlsx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3&classid=4&sortid=0&boardid=0&t=BBM+Pesta+2020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3&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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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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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感恩會操 （更新日期：10-12-2019） 

主辦單位：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活動內容：會操、崇拜、愛筵 

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1:30 

      *大會將安排旅遊巴於上午 9:30 接載參加者來回葵芳港鐵站 

地點：(會操)馬灣方舟球場、(崇拜及愛筵)馬灣活動中心(Event Centre) 

檢閱官：馮兆榮先生（少友現任顧問） 

崇拜講員：江耀龍牧師（香港基督少年軍儀仗隊隊牧） 

對象：分隊中級組、高級組隊員及導師，以及少友會員 

名額：100 人 (先報先得) 

服飾：分隊成員 - 冬季一號制服或禮服(佩戴勳章)；少友會員 - 少友制服 

步操隊：(每隊) 司令員 1 人，隊員 15 人，隨隊導師 0-3 人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五) (下午 5:00 前) 

查詢：請致電 2273-0333 與胡景曦先生(King)聯絡 

備註： 

- 司令員必須由已通過大會操步操評核之隊牧、隊長或副隊長擔任；隨隊導師可由副隊牧、隊長、副隊長、輔助導

師或上士擔任。司令員必須由步操小隊內最高官階之導師擔任。 

- 如隊員人數不足，分隊可自行與友好分隊配對；如有需要，大會可協助配對分隊 

報名：按此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hry-xwRfRjyNEqT61XJ8KC5Z56jNqMZOTwFO2SNhvl9G9w/viewform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訓練消息 

2020 年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迎新講座」及「奬章諮詢會議」 （更新日期：31-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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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方便導師及隊員能查詢及跟進進行獎章時遇到的疑問，

由 2017 年開始，新增設「AYP 奬章諮詢會議」，詳情如下： 

日期︰1 月 7 日(二)、5 月 5 日(二)、9 月 23 日(三)、12 月 23 日(三)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土瓜灣總部 

對象：「AYP 迎新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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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P 奬章諮詢會議」正進行 AYP 各章級之基督少年軍成員 

服式：分隊戶外服 

報名：分隊請於迎新講座及奬章諮詢會議舉行前最少 3 天通知負責同工確實出席人數，以便安排 (沒有報名出席迎

新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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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4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88%B6%E6%9C%8D%E5%9C%98%E9%9A%8A/%E8%A8%93%E7%B7%B4%E8%A1%8C%E6%94%BF/AYP/bbayp01-recordbk_app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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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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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0333 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Yi nok)聯絡。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23-12-2019） 

新一期創辦人章，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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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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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6722 與 Chris 聯絡。 

分享： 
    

Event Centre (EC) 大使培訓計劃 （更新日期：10-12-2019）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0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4&classid=5&sortid=0&boardid=0&t=2020%E5%B9%B4%E9%A6%99%E6%B8%AF%E9%9D%92%E5%B9%B4%E7%8D%8E%E5%8B%B5%E8%A8%88%E5%8A%83%E3%80%8C%E8%BF%8E%E6%96%B0%E8%AC%9B%E5%BA%A7%E3%80%8D%E5%8F%8A%E3%80%8C%E5%A5%AC%E7%AB%A0%E8%AB%AE%E8%A9%A2%E6%9C%83%E8%AD%B0%E3%80%8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4&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4&classid=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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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8A%95%E8%80%83%E5%89%B5%E8%BE%A6%E4%BA%BA%E7%AB%A0%E4%BA%8B%E5%AE%9C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0&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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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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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了配合馬灣活動中心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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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運作及掌握各訓練或運動項目的帶領技巧。 

報名要求： 

由分隊隊長推薦 及 

年滿 17 歲以上之導師、高級組、中級組中士或以上之隊員 

職權：各駐場導師可於本會活動 /訓練中使用及協助帶領相關設施。 

重新註冊要求： 

*每 3 年需重新註冊，註冊之駐場導師需達到不少於 24 小時之服務時數。 (實習時數不計) 

歡迎分區以包班形式舉辦，詳情請與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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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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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Y6k3FYeq4VguvZv78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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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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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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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AYP 衝金之旅簡介會 （更新日期：09-12-2019） 

 

是次簡介會將介紹本會來年不同課題之 AYP 直接金章課程。同時亦邀請了金章級得獎者 - 2015 年度 –第 78 分隊

黃碩文副隊長及 2019 年度 - 第 3 分隊梁衛賢輔助導師分享『AYP 衝金』心得。 

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觀塘翠屏道 11 號 觀潮浸信會 10 樓 

對象： 

1.  16 歲或以上及； 

2. 合乎投考 AYP 金章資格之本會成員 或； 

3. 本會導師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40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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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30 人  開班人數：10 人 

截止報名日期 :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查詢及報名：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2273 0327 

報名表格： 按此下載 / 網上報名 

備註：歡迎分隊導師參與，以了解及協助推動 AYP 計劃予隊員。 

分享： 
    

藝術靈修訓練課程—粉彩畫 （更新日期：06-12-2019） 

 

內容：靈修與藝術的結合能透過藝術的美和獨特功能，有助個人探索心靈及默想神話語。本課程安靜身心靈操練、

以使用和諧粉彩繪畫默想神話語。不需任何藝術基礎，用乾粉彩作工具，以手指作畫，讓身心靈親近主，重新得力。 

日期：2020 年 3 月 5、12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 樓 

對象：本會導師、教會教牧同工、有志於兒童/ 少年事工的導師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application_form_29052018.pdf
https://goo.gl/Eot6SP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38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39&classid=5&sortid=0&boardid=0&t=2020-2021%E5%B9%B4%E5%BA%A6AYP%E8%A1%9D%E9%87%91%E4%B9%8B%E6%97%85%E7%B0%A1%E4%BB%8B%E6%9C%83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39&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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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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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本會導師 - 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非本會導師 - 輕便衣著 

學分：2 分 (S3, 基督教教育) 

開班人數：8 人 名額：20 人 

費用：優惠價 - $500(包括相關工具及粉彩畫 2 幅) 

   原價 - $800 (包括相關工具及粉彩畫 2 幅) 

協辦機構：生命前線帆船事工 

導師：鄭世萍傳道（靈修指導，註冊社工，生命前線帆船事工牧者）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四)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2714-9253 

備註：課程出席率須達 100%、必須通過課程評核及完成課程習作，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報名表格： 按此下載 / 網上報名 

分享： 
    

逾越節晚餐體驗：禁食及禁戒屬靈操練的理論和實踐 （更新日期：06-12-2019） 

內容：逾越節是以色列人重要節期，紀念神拯救以色列人，也預表上帝的羔羊耶穌基督作為全人類的救贖。親身體

驗逾越節的筵席 Seder Meal，紀念救贖大恩。 2020 年 2 月 26 日就是聖灰日(Ash Wednesday)，展開 40 天的

預苦期(Lent)，認識禁食和禁戒的屬靈操練，落實經驗與基督一同受苦。 

日期：2020 年 2 月 6、20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觀塘翠屏道 11 號觀潮浸信會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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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對象：本會導師、教會教牧同工、有志於兒童/ 少年事工的導師 

服飾：本會導師 - 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非本會導師 - 輕便衣著 

學分：2 分 (S3, 基督教教育) 

開班人數：8 人  名額：20 人 

費用：優惠價 - $400(包括逾越節晚餐食材) 

   原價 - $600 (包括逾越節晚餐食材)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1 月 23 日(四) 

協辦機構：生命前線帆船事工 

導師：鄭世萍傳道（靈修指導，註冊社工，生命前線帆船事工牧者）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2714-9253 

備註：課程出席率須達 100%、必須通過課程評核及完成課程習作，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報名表格： 按此下載 /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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