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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冠狀病毒病通告 007」指引 （更新日期：30-09-2020）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漸趨緩和、四人限聚令於宗教場所可獲豁免及學校已恢復面授課程等因素，

本會亦決定分階段恢復集隊、訓練及活動。 

  

   

  

  

為加強防疫措施，保障成員安全，總部對集隊、活動及訓練，將有以下建議: 

1.     主辦單位必須遵從宗教場所内進行的羣組聚集，參與活動人數為場地可容納的一半。 

2.     集隊或活動時採取足夠保護防患措施，(如: 必須量度體溫、配戴口罩、申報健康狀況、經常潔

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等)，以減低社交接      

        觸及傳播風險事項。主辦單位亦需備有足夠口罩、防疫用品供成員必要時使用。 

3.     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者，不可參加活動並盡快求醫。 

4.     集隊及活動時不可飲食。 

各分隊請準備有關恢復集隊的安排，分隊可自行商議或決定恢復集隊日期。 

本會將密切注意疫情的發展，適時調整集隊及各項活動的安排。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或同工聯絡。 

分享： 
    

 

類 別 恢復日期 

總部及分區層面、教會分隊、機構分隊 2020年 10月 9日(星期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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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更新日期：30-09-2020）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20至 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選舉，已於 9月 27 日(星期日)進行點票，詳情如

下： 

發出選票：1,599票 

共收選票：375票（有效選票： 342票、作廢選票：31票、棄權選票：2票） 

點票結果如下： 

1. 陳建榮傳道 193票； 

2. 馮肇彬先生 250票； 

3. 金錫泰牧師 200票； 

4. 盧永靖先生 194票； 

5. 溫廣志先生 167票； 

6. 黃世超先生 168票。 

2020-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獲選名單如下： 

陳建榮傳道、馮肇彬先生、金錫泰牧師、盧永靖先生、黃世超先生。 

 

2020年「創辦人章」及「會長章」 （更新日期：21-09-2020）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本會取消原定於 2020年 10月 25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行的「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而原定於大會操進行之「頒獎禮」亦一併取消)， 改為以網上直播方式舉行「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 

本會非常重視及欣賞隊員們為考取「創辦人章」及「會長章」所付出的努力，而為了讓他們不會因疫情原故而失去

獲頒獎章的機會，現特意安排得獎隊員於 10月 3日(六)指定時間親身到總部辦事處(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進行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儀式。 

而為恭賀各得獎者，本會將於「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中加入一個「得獎者巡禮」環節，當中會以影片方式播放

各得獎者的相片，以表揚各人在基督少年軍運動上的付出及堅持。 

本會將於日內發出書面通知予各得獎者(名單)。 

如對領獎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73-0333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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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榮譽勳章、金名譽獎章、銀名譽獎章、銅名譽獎章及長期服務獎章 （更新日期：18-09-2020） 

為感謝一群熱心的牧師、隊長、導師以及會內人士支持及代禱，本年度共有接近 200位獲頒榮譽勳章、

金名譽獎章、銀名譽獎章、銅名譽獎章及 10年或以上之長期服務獎(得獎名單)。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本會取消原定於 2020年 10月 25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行的「創辦人紀念日大會

操暨感恩崇拜」(而原定於大會操進行之「頒獎禮」亦一併取消)， 改為以網上直播方式舉行「創辦人

紀念日感恩崇拜」。 

為恭賀各得獎者，本會將於「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中加入一個「得獎者巡禮」環節，當中會以影

片方式播放各得獎者的相片，以表揚各人在基督少年軍運動上的付出及貢獻。 

本會將於日內發出書面通知予各得獎者。 

如對上述得獎名單有任何查詢，請賜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聯絡。有關各獎項之

準則、審核及通過之機制，請參閱「導師獎勵制度文件」。 

 BB SHOP 恢復門市服務 （更新日期：15-09-2020） 

由 2020年 9月 17日起， 

BB SHOP 將恢復門市服務， 

BB Shop營業時間： 

10:00am – 13:00pm；14:00pm – 17:30pm (星期一至五) 

09:30am – 13:30pm (星期六) 

取消原定於週年會員大會後舉行之「頒獎禮」事宜 （更新日期：02-09-2020） 

原定於週年會員大會後舉行之「頒獎禮」將取消，各得獎導師可於 2021年 3月 31日或之前，於辦公時間到總部辦

事處(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領取證書/獎章。 

為減低總部的人流，得獎者如欲到總部領取證書/獎章，請於三個工作天前電郵(award@bbhk.org.hk) 或 Whatsapp 

5601-8762 通知同工，同工將回覆及作出安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如未能親身領取，可填寫「代領證書/獎章授權書」 安排他人代領。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273 0333或 Whatsapp 5601-8762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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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10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01-09-2020） 

機構整體： 

● 紀念基督少年軍整體的合一與同心，願主教導我們以謙卑的心彼此聆聽，令誤會得以化解，紛爭得

以止息。願我們學習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 新學年開學，願學生們能夠有學習的動力，求主看顧學生、家長及教師在新學年中的學習、工作及

生活 

● 求主看顧香港疫情得以受控，保守患者得到適切治療，賜政府有智慧實行適切措施，防止疫情再次

爆發 

制服團隊事工： 

● 感謝主，第 375及第 376分隊已於 8月份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成立禮，求主賜福及帶領分隊的發展，

祝福導師及隊員 

● 感恩 8月份順利舉行小綿羊、幼級組及初級組的網上親子兒童佈道會，願神的話祝福每一個參與家

庭 

● 中級組第 3期實時網上專章訓練課程已經開始，求主帶領各隊員在當中參與及學習 

● 求主保守 9月 27日舉行之週年會員大會得以順利舉行 

● 疫情下分隊未能復隊，求主加能賜力予導師，適切關顧隊員需要 

● 總部下半年各項週年活動也受著疫情影響，求主賜智慧予委員及同工靈活地統籌及預備 

訓練服務： 

● 求主止住疫情，讓參加者在安全健康情況下，能夠參與訓練項目，在逆境下學習自強 

● 臻訓中心現正推出一系列網上課程，主題為領袖技巧及團隊建立，求主賜智慧及大大加添力量予同

工，保守臻訓中心能成功轉型及開發新課程 

● 新學年區本計劃即將開始，求主保守臻品中心與學校之間的合作，為青少年提供更多學習空間及機

會 

● 臻品中心正策劃新學年的服務，因受疫情影響部份活動需轉為網上舉行，求主保守 

● 求主記念兒童發展基金現屆學生及家長的需要，保守新一屆計劃的學生及友師配對工作 

駐校社工服務： 

● 終於開學了，求主賜智慧及力量給駐校同工，使用他們伴隨師生一起面對積存的問題、壓力與困難 

● 因受疫情影響，活動不斷延期，同工正努力協調各個未完成的活動，並運用網上平台及不同的形式

去推行。求主幫助同工在各樣限制中學會更多適切的方法，讓更多學生得到正面的學習體驗，求主保

守及祝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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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網上全球 Founder’s Day （更新日期：26-09-2020） 

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將於 10月 31日舉行網上全球 Founder’s Day，歡迎各成員登記參加。 

登記：bit.ly/BBIFD2020 

詳情：PDF 

分享： 
    

 

取消本年度之步操比賽 （更新日期：24-09-2020） 

分隊工作委員會於 2019-2020年度第 5次會議議決，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及暫停集隊關係，決定

取消原定於 2020年 12月 13日舉行之步操比賽。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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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0&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5%8F%96%E6%B6%88%E6%9C%AC%E5%B9%B4%E5%BA%A6%E4%B9%8B%E6%AD%A5%E6%93%8D%E6%AF%94%E8%B3%BD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0&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0&classid=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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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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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館搬遷清貨大減價 （更新日期：15-09-2020） 

 

創藝館搬遷清貨大減價 

 全店貨品低至 4折 

數量有限，立即到網站下單:http://shop.bbazaar.org.hk 

或於以下日子親臨特賣場選購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6
http://shop.bbazaa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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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6-27/9、3-4/10﹕10:00am-5:30pm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 391-407號寶業大廈地下 8B 

查詢﹕2273 0304 Milk Lam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am-6:00pm 

 Ps. 同場仲有大量防疫用品以優惠價出售，記得留意啊！ 

 分享： 
    

專業培訓服務(免費 Zoom 課程) （更新日期：15-09-2020） 

愛學習 免費 Zoom 課程 

課程 1. 認可兒童財商導師課程 初階班 

課程 2. 「親親孩子 居家成長樂」講座 

課程 3. 「心靈旅遊」- 免費網上 靈修導賞之旅程 初階班 

詳情: https://www.bbhk.org.hk/services_list.php?classid=1 

分享： 
    

 

導師日聚餐 2020、60週年國際營/感恩聚餐紀念品訂購 （更新日期：14-09-2020） 

導師日聚餐 2020紀念品限量發售︰ 

金屬章 $20/個 (售罄) 

布章 $10/個 (售罄) 

環保餐具 $20/個 (售罄) 

--------------------------------------------- 

60週年國際營/感恩聚餐紀念品特價發售︰ 

60週年國際營金屬章 $10/2個 (尚餘少量存貨) 

60週年國際營布章 $10/2個 (售罄) 

60週年感恩聚餐金屬章 $20/個 (尚餘少量存貨)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網上訂購︰https://forms.gle/XwAAbrFwhyz6XsPe6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5
https://www.bbhk.org.hk/services_list.php?classid=1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76
https://forms.gle/XwAAbrFwhyz6XsPe6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6&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5%89%B5%E8%97%9D%E9%A4%A8%E6%90%AC%E9%81%B7%E6%B8%85%E8%B2%A8%E5%A4%A7%E6%B8%9B%E5%83%B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6&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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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5&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5%B0%88%E6%A5%AD%E5%9F%B9%E8%A8%93%E6%9C%8D%E5%8B%99(%E5%85%8D%E8%B2%BBZoom+%E8%AA%B2%E7%A8%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5&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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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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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消息 

分隊行政事務及集隊程序訓練課程 - 網上集隊篇 （更新日期：25-09-2020） 

 

内容：•因疫情關係，分隊集隊持續暫停，部份分隊改以網上視訊形式繼續集隊。是次課程將邀請不

同分隊導師分享以網上集隊之情況，當中包括分隊網上集隊流程及分享 1-2 個分隊網上集隊可供大家

參考的活動 / 訓練 / 行政安排等，配以觀察隊員的參與、行為及反應，讓參加者了解各分隊的做法

與情況。 

日期：2020年 10月 8及 22日 (星期四) 

時間：晚上 8:30至 10:0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本會導師 

講員：第 12、15、37、50、260及 273分隊代表導師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歡迎自由奉獻以維持有關行政支出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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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30人  開班人數：4人 

學分：2分 (S2, 社交) 

截止報名日期 : 2020年 10月 5日 

備註：是次課程以 Zoom網上視訊會議平台舉行，學員必須全期出席工作坊，通過評核，方能獲取有

關證書 

查詢及報名：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 0327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分享： 
    

 

Leave no trace 無痕山林工作坊 (BBTC-20OT07) （更新日期：23-09-2020） 

 

熱愛野外的你，可能周不時聽到 LNT、無痕山林穿梭朋友之間談論，係咩嚟嘅呢？ 

本工作坊以美國 Leave no trace的課程為藍本，其目的是為研究人類對戶外活動時，如何減低對大自

然環境的衝擊以及對生物及其他戶外使用者的影響，並現已推廣至全球。講者分別透過兩個晚上逐一

探討無痕山林七大原則。 

內容: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88%86%E9%9A%8A%E8%A1%8C%E6%94%BF%E4%BA%8B%E5%8B%99%E5%8F%8A%E9%9B%86%E9%9A%8A%E7%A8%8B%E5%BA%8F%E8%A8%93%E7%B7%B4%E8%AA%B2%E7%A8%8B+-+%E7%B6%B2%E4%B8%8A%E9%9B%86%E9%9A%8A%E7%AF%87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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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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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無痕山林」的理念及七大原則 

初談七大原則應用 

  

工作坊詳情： 

日期：2020年 10月 7、21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08:00-0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本會分隊導師 

報名：https://goo.gl/Eot6SP 

費用：歡迎自由奉獻支持事工 

名額：30人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成功開班後會收到本會發送 Zoom會議登入的資訊。)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證書：完成工作坊可獲本會電子出席證明信。參加者另可自費以$20元申請美國 Leave no trace電子證

書一張。 

導師資歷：本會導師，由美國 Leave No Trace Center for Outdoor Ethics  高階導師資格的導師主持 

備註：1.此複修課不設有學分 

           2.此複修課可作為 AYP CRS增值課程，請導師帶備有關之增值課程表格供負責同工簽名確認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Gary) 2273 0333 

分享：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ayp.org.hk/crs/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9&classid=5&sortid=0&boardid=0&t=Leave+no+trace+%E7%84%A1%E7%97%95%E5%B1%B1%E6%9E%97%E5%B7%A5%E4%BD%9C%E5%9D%8A+%28BBTC-20OT07%2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9&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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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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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兔燈籠工作坊 （更新日期：22-09-2020） 

 

中秋節就快到啦!! 除了賞月食月餅外，當然玩燈籠都係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啦! 今年不妨來個集體回憶，

約埋大小朋友，一同製作月兔燈籠，學成後與分隊成員一同分享一同學習！ 

 

日期：2020年 9月 26日 ( 星期六) 

時間：10:00 – 13:00   

對象﹕本會導師、教會教牧同工、有志於兒童/ 少年事工的導師 

費用﹕$310 /位(已包所有材料費用) 

講員：周鴻青女士 (第 135分隊導師) 

學分：2分 (S1, 技能)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備註：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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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疫情情況漸漸緩和，我們仍然會加緊防疫措施，參加人數會按限聚令而調節，隨時更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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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https://cutt.ly/XfTRYwu  (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0327 

導師基本繩藝訓練課程 - 初級組篇 (OATC – 20BRC1) （更新日期：09-09-2020） 

 

簡介：是次課程為各導師提供初級組成功章之繩結訓練，了解繩結分類及結構，掌握繩結及繩索運用，

以裝備各導師作帶領營會及日常訓練之用，並透過繩結活動中經歷信仰。 

日期：2020年 10月 13、15及 20日 (星期二及四) 

時間：晚上 7:30-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本會導師 

講者：金錫泰牧師 (執行委員會司庫、軍樂隊隊牧、292分隊副隊牧) 、區廸褀先生 (香港基督少年軍

同工)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280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4人 

https://cutt.ly/XfTRYwu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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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5分 (S1，技能) 

備註：本會導師需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評核者，可獲發 OATC 證書 

報名：網上報名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0327 

分享： 
    

 

導師帶領活動技巧訓練課程 -Kahoot的應用 （更新日期：02-09-2020） 

 

簡介：隨著疫情嚴峻，分隊集隊持續暫停，部份分隊改以網上視訊形式繼續集隊。是次課程將分享 網

上應用工具網站 - Kahoot，以輔助分隊導師於網上集隊時如何使用 Padlet 帶領活動。 

 

日期：2020年 9月 24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略懂基本電腦知識；及 

             對 Kahoot沒有認識；及 

            有使用 Zoom 網上視訊平台經驗的 本會導師 

講者：李軒宇先生 (第 55分隊副隊長)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歡迎自由奉獻以維持有關行政支出 

名額：16 人 開班人數：4人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2&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B0%8E%E5%B8%AB%E5%9F%BA%E6%9C%AC%E7%B9%A9%E8%97%9D%E8%A8%93%E7%B7%B4%E8%AA%B2%E7%A8%8B+-+%E5%88%9D%E7%B4%9A%E7%B5%84%E7%AF%87+(OATC+%E2%80%93+20BRC1)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2&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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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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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2 分 (S2，社交) 

備註: 

1. 參加者不需事前申請 Kahoot帳戶。 

2. 請準備兩部裝置，一部用 Zoom對話，另一部操作 Kahoot。 

3. 本會導師需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評核者，可獲發 OATC 證書 

報名：網上報名 

查詢：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 ，2273 0327 

分享： 
    

 

2020-21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招募 （更新日期：28-08-2020） 

2020-21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招募截止報名日期延至 9月 30日(星期三)， 

歡迎年滿 17-21歲的隊員/青少年人報名，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寫網上報名表 ：

https://bit.ly/39mgXOr 。 

https://goo.gl/Eot6SP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1981
https://bit.ly/39mgXOr
https://bit.ly/39mgXOr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B0%8E%E5%B8%AB%E5%B8%B6%E9%A0%98%E6%B4%BB%E5%8B%95%E6%8A%80%E5%B7%A7%E8%A8%93%E7%B7%B4%E8%AA%B2%E7%A8%8B+-Kahoot%E7%9A%84%E6%87%89%E7%94%A8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0&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00&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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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見習導師分隊隊員現正開始招募，歡迎年滿 17-21歲的隊員/青少年人報名，如有興趣參

加，請填寫網上報名表 ：https://bit.ly/39mgXOr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 - 0327與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Jim)聯絡。 

面見日詳情： 

https://bit.ly/39mgXOr
https://bit.ly/39mgXOr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0 年 9 月 30 日 

日期：2020年 10月 5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07:30 

地點：總部 

穿著：整齊一號夏季制服（配帶領帶） 

 

簡介 

見習導師分隊直屬總部，其成立目的是為各分隊培訓未來接班人。 

見習導師分隊隊員需要接受為期 6個月 (或因情況而需順延課程)，具系統性的訓練，內容包括基督教

教育、步操訓練、領袖才訓練、野外鍛鍊等。另外，隊員還需要進行為期 10次的分隊實習，了解不

同分隊的運作模式，為將來服侍分隊作好準備。 

訓練期: 9月 至 翌年 3月(共 6個月)，逢週一晚上 7:30 -10:00 

實習期: 2月至 5月 

隊員的發展: 擔任分隊導師 

畢業資格: 全期出席野外鍛練課之訓練，理論課出席率達 80%、完成課程功課及實習功課者可獲頒發

見習導師訓練課程証書及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訓練証書。 

費用： 

入隊費︰每位$400.00 

月費︰每位$50.00 

制服配件費︰每位$450.00 

備註：訓練期或因社會、疫情情況而需順延課程，具體安排將於面見日發佈。 

詳情：https://www.bbhk.org.hk/occ 

查詢及聯絡： 

制服團隊部訓練主任何家旗先生 Jim 

電郵：Jim_ho@bbhk.org.hk 

電話：2273-0333 

傳真：2776-170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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