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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2020年 10月 1日-12月 31日導師註冊紀錄 （更新日期：05-01-2021） 

2020年 10月 1日-12月 31日導師註冊紀錄期間本會導師註冊的紀錄。本會謹歡迎加入分隊擔任導師，

願上帝祝福他們的事奉，並感謝離任的導師過去辛勤工作和貢獻，願 神祝福及帶領他們日後的事奉。 

 導師註冊紀錄 

 分享： 
    

 

「冠狀病毒病通告 010」指引 （更新日期：04-01-2021） 

由於社區不明源頭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仍然嚴峻，教育局宣佈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繼續暫停

面授課至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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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仍然嚴重，暫停實體分隊集隊，直至農曆新年假期 

2.     留意集隊所處位置可能已發生地區性爆發，分隊與主辦單位緊密聯繫，評估當區的疫情狀況，

以備日後恢復實體集隊時作參考 

3.     當分隊恢復實體集隊時候，採取足夠保護防患措施，(如: 配戴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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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避免集隊時間安排用餐 

5.     鼓勵分隊使用視像集隊或聚會，善用網上及電子學習模式，保持隊員學習的動力 

6.     導師如必須舉行會議，可以善用電子通訊軟件以保持聯繫 

7.     歡迎瀏覽總部資訊，了解網上訓練及活動的安排 

 各分隊請與主辦單位清楚溝通有關暫實體停集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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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制服團隊部同工聯絡。 

分享：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1
http://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5%B0%8E%E5%B8%AB%E6%9B%B4%E6%96%B0%E5%90%8D%E5%96%AE202010-12.pdf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1&classid=3&sortid=0&boardid=0&t=2020%E5%B9%B410%E6%9C%881%E6%97%A5-12%E6%9C%8831%E6%97%A5%E5%B0%8E%E5%B8%AB%E8%A8%BB%E5%86%8A%E7%B4%80%E9%8C%84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1&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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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scroll(0,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9&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3%80%8C%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7%97%85%E9%80%9A%E5%91%8A010%E3%80%8D%E6%8C%87%E5%BC%9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9&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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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6 日 

有關 2020-21年度學生隊員資助計劃申請 （更新日期：15-12-2020） 

制服資助： 

已申請及收到批核通知的分隊隊員，請於 2021年 1月 31日前到指定制服商購買制服，2月 15日前將

已寫上分隊隊號及隊員姓名的正本收據郵寄至制服團隊部 (郵寄地址: 新界馬灣 739 地段馬灣公園

二期馬灣活動中心 制服團隊部 周燕雯女士收)。 

逾期遞交將不獲處理。 

  

皮鞋資助： 

已申請及收到批核通知的分隊隊員，請於 2021年 2月 15日前帶同 「皮鞋資助 換領券」到「步陞鞋

業有限公司」換領。 

逾期遞交將不獲處理。 

  

成功申請制服資助及皮鞋資助的隊員，將不可再次申請資助。除非下一年度在已參與另一組別。 

  

分享： 
    

 

2020-21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 （更新日期：15-12-2020） 

2020-21年度皮鞋資助名額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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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分隊下載《你錨可穩歌》及《晚禱歌》 （更新日期：1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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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分隊下載《你錨可穩歌》及《晚禱歌》，於網上集隊時使用。 

下載連結︰https://bit.ly/3ovyb2d 

如想認識更多 BB Songs，可以購買一套兩本 BB 歌集連同一隻 USB，歡迎向 BB shop 訂購，正價每

套 HK$180。 

訂購及查詢︰2714 9253 (BB Shop) 

分享： 
    

 

分區及總部分隊聯絡資料更新 （更新日期：10-12-2020） 

由 2021年 1月 1日起，以下同工將擔任分區副指揮官(總部)崗位及總部分隊聯絡同工。 

港島區、儀仗隊(署理事工主任羅瑞琪女士 SUKI, Suki_law@bbhk.org.hk ) 

九東區(公關及籌款部經理楊彩雲女士 CANDICE, Candice_jan@bbhk.org.hk ) 

新九西區(制服團隊部主管曾子峰先生 KELVIN, Tszfung_tsang@bbhk.org.hk ) 

九中區、輔助隊(訓練主任蔡恩健先生 GARY, Gary_choy@bbhk.org.hk ) 

新東北區、軍樂隊(事工主任吳惠敏女士 TIFFANY, Tiffany_ng@bbhk.org.hk ) 

支援事工發展的事工幹事(曾曉雯女士, mandy_tsang@bbhk.org.hk, 陳伊諾女

士, Yinok_chan@bbhk.org.hk ) 

及事工助理(周燕雯女士, ugd@bbhk.org.hk) 

WHATSAPP查詢號碼: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OBTC)及小隊長訓練課程: 56018762 

導師進深訓練課程(OATC): 56036636 

分享： 
    

 

活動消息 

疫情下的分隊工作及訓練事務交流會 （更新日期：06-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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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疫情下各分隊面對不同難處，尤其以網上集隊及活動的運作經驗不足。 

歡迎參加者就以上主題提出建議及意見，集思廣益，以在多變的環境下共同突破困難。 

日期：2021年 1月 26日(二) 

時間：晚上 8:00-10:0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我們會將連結獨立發送予參加者) 

對象：分隊導師 

嘉賓：馮肇彬先生(分工會主席)、陳建榮傳道(訓委會主席) 

查詢：制服團隊部 2273 0333 

網上報名: 請按此 

  

分享： 
    

 

 

Customs YES 香港海關青少年計劃 （更新日期：28-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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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YES 是香港海關推行的一個全新的青少年計劃，旨在透過教育導向活動，鼓勵香港青少年全

面發揮潛能，加強香港海關與青少年的溝通，加深青少年對海關執行的法例的認知，以及培養青少年

正面的價值觀和對社會的歸屬感。 

Customs YES的活動涵蓋海關各個執法範疇，包括保障知識產權、保障稅收、緝毒、防止走私、維護

消費者權益等職務，為會員提供獨特而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活動以參觀、專章計劃、工作坊、交流計

劃、工作導向體驗營和實習計劃等形式進行，有利會員個人發展，令他們作好準備，應對將來的挑戰。 

 

申請成為會員 

年滿 12歲至 24歲的青少年可以個人名義申請成為會員，有意參加者請將填妥的申請表格郵寄往香港

北角渣華道 222號海關總部大樓 23樓。 

團體會員以機構或團體為單位，對象包括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如欲成為團體會員，請直接與我們聯絡。 

Customs YES 專題網站 www.customsyes.hk 將於 2021年第一季提供網上申請服務。 

分享： 
    

 

有品家庭選舉報名延期 （更新日期：24-12-2020） 

因應疫情嚴峻導致學校停課，有品家庭選舉決定延期報名日期至 2021年 1月 31日，歡迎大家踴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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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齊發揮家庭正能量 

下載有品家庭選舉單張：https://bit.ly/34WZxax 

分享： 
    

 

區區開年飯 2021 （更新日期：21-12-2020） 

香港基督少年軍經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策略伙伴)邀請參與，「區區開年飯 2020」活動。 

 

本港自 2020年起受冠狀病毒病影響，「區區開年飯 2020」亦因此未能如期舉行。踏入 2021年，大家

樂集團(主辦機構)及食德好(協辦機構)決定以不同形式舉辦「區區開年飯」，將於新春期間向受惠人

士派發輕便盆菜，繼續將關愛傳遞至各區各家，為社區加油，一同期盼否極泰來的新一年。 

 

藉「區區開年飯 2021」活動為各分隊 / 隊員送上祝福，分享關愛。 

領取日期：2021年 2月 17日-28日(期間指定日子) 

領取時間：待定 

領取數量：每個支分隊首 5個優先，其後如有名額，會以抽籤方式分配 

(如申請多於 5個，需要再次填寫表格) 

名額：50個 

領取地址：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香港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座地下) 

申請截止日期：2021年 2月 1日(一) 

申請隊員家庭需符合以下要求： 

1. 受疫情影響人士 (如 失業﹑無薪假﹑停薪留職……) 

                    或 

2. 低收入家庭 (如 領取綜援﹑中、小學書簿津貼全費或半費資助﹒家境清貧) 

 

備註: 

1. 每個家庭只能申請一份 

2. 每個名額可獲得一份輕便盆菜 (二人份量) 

網上報名：請按此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2730333)制服團隊部發展幹事羅瑞琪女士(Suki)查詢。 

 重拾聖誕的快樂 與 光采的真我 (中﹑高級組佈道會) （更新日期：16-12-2020） 

https://bit.ly/34WZxax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oU1cLnKPkq5Hf5eU8u8mn9eRzcCBW17M1NMW2ZdvQX0eUg/viewform?usp=sf_link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33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5&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6%9C%89%E5%93%81%E5%AE%B6%E5%BA%AD%E9%81%B8%E8%88%89%E5%A0%B1%E5%90%8D%E5%BB%B6%E6%9C%9F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5&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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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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臨近聖誕，就讓我們一起紀念耶穌基督的降世，透過這佈道會一同重拾當中的喜悅吧！ 

  

日期：2020年 12月 19日 (六) 

對象：中級組、高級組隊員 

主題：重拾聖誕的快樂 與 光采的真我 

講員：港島區區牧 區敏耀牧師 

直播網址：https://youtu.be/Eqx1K6wEta8 

 

12 月 30 日全港賣旗日改以網上賣旗進行 （更新日期：02-12-2020） 

由於疫情持續反覆，原定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舉行的全港賣旗日將取消實體賣旗，改以網上賣旗方

式進行。誠邀大家齊齊登記成為網上賣旗大使，呼籲親友支持 BB 事工，願主賜福。 

https://youtu.be/Eqx1K6wEta8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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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https://forms.gle/ms4ZJ2kwAQ2isDCr7 

網上賣旗大使可於 12 月 19 日至 30 日期間透過電話/網上各社交媒體(eg. 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將賣旗呼籲信息轉發、分享、廣傳，呼籲身邊親朋好友捐款支持 BB 事工。 

轉發賣旗呼籲訊息 20 次或以上可獲 義工紀念章乙個、義工感謝狀乙張及可計算作 2 小時服務時數。

評核角色由分隊導師/團體負責人統計，網上賣旗大使若符合上述準則，便可獲得義工紀念品。 

完成網上賣旗後，請分隊/團體負責人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或之前 將已完成網上賣旗的義工名單

WhatsApp 或電郵給公關及籌款部，以便安排發出賣旗紀念品及記錄隊員服務時數之用 

*是次活動可列入分隊嘉許計劃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電話︰2273 0303  |  WhatsApp：6753 4175   |  電郵︰fundraising@bbhk.org.hk 

2020 年有品家庭選舉 及 填色比賽 （更新日期：01-12-2020） 

誠邀各位參與是年度「愛‧家庭運動」之「有品家庭選舉」及「愛‧分享填色比賽」。 

有品家庭選舉：歡迎導師提名學校/分隊/教會內的家庭參選，參選家庭可免費參與挪亞方舟一日遊，

得獎者更可獲豐富禮物，並學習與家人互相欣賞、彼此扶持。 

愛‧分享填色比賽：歡迎幼稚園生及小學生參加，以不同的方式傳遞愛家庭的正面訊息，得獎者可獲書

券以作鼓勵。 

有品家庭選舉表格：按此下載 

填色比賽表格：按此下載 

https://forms.gle/ms4ZJ2kwAQ2isDCr7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50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9C%89%E5%93%81%E5%AE%B6%E5%BA%AD%E9%81%B8%E8%88%892020_%E5%A0%B1%E5%90%8D%E8%A1%A8(2).pdf
https://www.bbhk.org.hk/uploadfile/userfiles/files/%E6%84%9B%E5%AE%B6%E5%BA%AD%E5%A1%AB%E8%89%B2%E6%AF%94%E8%B3%BD_A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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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實體表格，歡迎聯絡我們。 

香港基督少年軍 公關及籌款部 

查詢：2273 0303 

 

請支持金旗券認捐計劃 （更新日期：24-11-2020） 

 

今年全港賣旗日新增了金旗券捐款方式，每張$100，隨券附有精美金旗子 一張，誠邀大家認購。 

另外，歡迎向公關及籌款部索取金旗券(每疊 10張)向身邊嘅家人朋友募捐，感謝大家支持！ 

認購連結︰https://bit.ly/2UK4MEA 

查詢：2273 0303 (公關及籌款部) 

分享： 
    

 

訓練消息 

2021年小隊長訓練課程時間表 （更新日期：06-01-2021） 

備註：因疫情原故課程期間，本會將按疫情及社會情況變化，而適時對理論課、營前會、訓練營、營

後會作出調整改動。 如有改動, 有關安排會於盡快公佈，敬請留意及體諒。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4
https://bit.ly/2UK4MEA?fbclid=IwAR1ZP9nZibBOCdM8UCeAkY0ZJ4CwCNCw_21LjuQox6uOFI207zXeLqR6YTk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7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4&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8%AB%8B%E6%94%AF%E6%8C%81%E9%87%91%E6%97%97%E5%88%B8%E8%AA%8D%E6%8D%90%E8%A8%88%E5%8A%83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4&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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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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期數 

BNCO 2101 BNCO 2102 BNCO 2103 ANCO 2101 

理論課 

3月 6、13日(六) 

1330-1830 

7月 13、15、20、27日 

(二、四) 

1900-2130 

7月 10、17日(六) 

1330-1830 

6月 30日、7月 2、5、9

日 

(一、三及五) 

1900-2130 

營前會 

3月 27日(六) 

1345-1615 

7月 22日 (四) 

1900-2130 

7月 24日(六) 

1345-1615 

7月 7日(三) 

1900-2130 

訓練營 

4月 3至 5日 

(六至一) 

0900-1600 

7月 30日至 8月 1日 

(五至日) 

0900-1600 

8月 6至 8日 

(五至日) 

0900-1600 

7月 16至 18日 

(五至日) 

0900-1700 

營後會 

4月 10日(六) 

1345-1615 

8月 5日(四) 

1900-2130 

8月 14日(六) 

1345-1615 

7月 23日(五) 

1900-2130 

實習 N/A N/A N/A 

7月 21、26及 28日 

(只需 2天，詳情稍後通

知) 

畢業禮 8月 29日(日) 0900-1800 (時間暫定) 

名額 24人 

報名期 

即日至 2021年 2月 17

日 

(額滿即止)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9日(額滿即止) 

早鳥 

優惠期 

即日至 2021年 2月 8日 

(額滿即止)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1日(額滿即止) 

早鳥 

優惠價 

$520 

全津：$30(領取全費書簿津貼/綜援者) 

半津：$260 (領取半費書簿津貼者) 

$600 

全津：$30(領取全費書簿津貼/

綜援者) 

半津：$300 (領取半費書簿津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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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580 

全津：$30(領取全費書簿津貼/綜援者) 

半津：$290 (領取半費書簿津貼者) 

$660 

全津：$30(領取全費書簿津貼/

綜援者) 

半津：$330 (領取半費書簿津貼

者) 

*「全津」及「半津」需成功申請者可獲津貼 

2021年小隊長訓練課程時間表經已發佈，歡迎分隊按此了解課程安排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273-0333與事工幹事陳伊諾女士或署理事工主任羅瑞琪女士聯絡。 

 分享： 
    

 

初級組成功章網上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05-01-2021） 

 

內容: 是次訓練將以成功章白章、 綠章、 紫章為一組， 藍章、 紅章、 金章為另一組教授。 課程以

成功章四大範疇 (靈性、 社交、 體能、 教育) 作藍本， 安排不同課題授予隊員， 以協助疫情期未

能安排訓練之分隊隊員透過訓練考取所屬成功章。 

  

https://www.bbhk.org.hk/services_detail.php?classid=3&sortid=12&id=1670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7&classid=5&sortid=0&boardid=0&t=2021%E5%B9%B4%E5%B0%8F%E9%9A%8A%E9%95%B7%E8%A8%93%E7%B7%B4%E8%AA%B2%E7%A8%8B%E6%99%82%E9%96%93%E8%A1%A8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7&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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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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年 3月 6、13、20、27日及 4月 10、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形式： Zoom 網上平台 

對象： 初級組隊員 

費用： 全免 

名額：各班 15人 (白綠紫/藍紅金各一班)    

開班人數：各班 10人 (如超額報名，每分隊每期最多可獲 4人) 

要求：出席率須達 80%以上及必須出席最後一堂之課程評核 

服飾：整齊冬季制服 (其後部分課堂會安排穿著分隊戶外服)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2月 8日 

查詢及報名：制服團隊部署理事工主任羅瑞琪女士(Suki) ，(Tel) 2273 0333/(whatsapp) 5603 3371 

報名表格：網上報名 (請於課程名稱填寫需考取之章別) 

  

備註： 

1. 隊員必須具備一部裝置， 並全期開啓視訊進行 Zoom 網上訓練。 

2. 是次課程只作簡易教授及評核，分隊可按需要另作訓練補充及評核。 

3. 歡迎分隊導師參與，以了解隊員上課情況以作跟進。 

4. 也歡迎本會導師參與，以參考課堂訓練方法，應用於分隊集隊中。 

5. 完成課堂及通過評核之隊員，本會將電郵成績予分隊，分隊可向隊員頒發下一級的成功章。 

  

  

分享： 
    

 

http://goo.gl/Eot6SP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88%9D%E7%B4%9A%E7%B5%84%E6%88%90%E5%8A%9F%E7%AB%A0%E7%B6%B2%E4%B8%8A%E8%A8%93%E7%B7%B4%E8%AA%B2%E7%A8%8B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0&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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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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教練複修課 - 步操章二級理論 (OATC-21OA02) （更新日期：31-12-2020） 

 

步操教練複修課 - 步操章二級理論 

內容：步操章二級理論部份之教授技巧及筆試答題技巧 

日期：2021年 1月 13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8:00-9:30 (1.5小時)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現役步操教練之本會導師 

費用：$80 

名額：15人 （開班人數：6人）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1月 6日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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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不適用 

教練：林珮雯女士（步操高級教練）及 蔡嘉豪先生（步操高級教練） 

報名：網上報名 

查詢：制服團隊部署理事工主任羅瑞琪女士(Suki) ，(Tel) 2273 0333/(whatsapp) 5603 3371 

  

備註： 

1.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及於備注一欄填寫修讀證書之編號，並連同報名費用($80)交予總部申請。如

有需要，總部將要求導師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作核實之用。*現役註冊步操教練毋需填寫備注一欄 

2. 按步操安排新修訂所定，於 2020年 4月 1日至 5月 31日申請下年度(同年 9月 1日起)續任步操教

練者，必須達到指定的續任要求。本複修課可計算為 2020年續任步操教練之步操複修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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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獲取有關證書。 

分享： 
    

 

投考創辦人章事宜 （更新日期：30-12-2020） 

新一期之「創辦人章簡介會、匯報暨中期會議」將於 2021年 1月 28日舉行，如分隊有意為隊員報考

創辦人章，請於 2021年 1月 21 日或之前遞交表格(https://www.bbhk.org.hk/company.foundersbadge)。 

 

「創辦人章簡介會、匯報暨中期會議」詳情如下： 

日期：2021年 1月 28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08:00-10:0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報考創辦人章之隊員 

備註：- 報考之隊員必須出席是次簡介會方能開展各項計劃 

          - 同工會於 1月 26日電郵是次會議的 ZOOM連結資料給報考之隊員 

查詢：請致電 2273-0316與制服團隊部同工陳伊諾小姐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1月 21 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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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開始做 Streamer．直播入門工作坊 (BBTC-21OT01) （更新日期：30-12-2020） 

 

内容： 

分隊週年活動點處理好？網上活動想試下直播？分隊想來個分隊 channel？想成為分隊 KOL？想用幕

後的方式事奉神？ 

為了配合時下青少年事工發展，期望增加網上活動的多元性，盼藉工作坊從基本入門技巧分享及同行。

新一年開始不妨來個多元化，約埋分隊導師、隊員，一同學學小成本大製作的直播技巧，學成後與分

隊成員一同分享！ 

  

日期：2021年 2月 22、26日及 3月 1、5日 ( 星期一及五) 

時間：晚上 8:00 - 9:30   

形式：Zoom 網上視訊會議平台 

對象﹕本會導師、有志用直播事奉的高級組隊員、中士及上士 

費用﹕歡迎自由奉獻支持事工 

名額：20人 （開班人數：6人）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2月 9日 (星期二)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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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5分 (S1, 技能) 

講員：李林濠先生 (第 82分隊導師)、文斯諾先生(第 188分隊導師)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報名：網上報名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查詢：制服團隊部署理事工主任羅瑞琪女士(Suki) (TEL)2273 0333/(whatsapp) 56033371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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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訓練教材分享大行動 （更新日期：23-12-2020） 

現時，總部網頁設有「教材及資源下載區」(https://www.bbhk.org.hk/download_resource)，以讓導師下

載合用的教材資料於分隊使用。 

於疫情期間，部份分隊轉為用網上方式與隊員集隊及互動，為使導師能有不同類型的教材在集隊時使

用，總部現設立一個多元化的教材分享平台，讓導師能在平台中分享及取得合用的材料，彼此分享、

互相祝福。 

現誠邀導師與我們分享任何獎章教材，而總部特別希望能收集以下各級的專章的教材：急救章、興趣

章、工藝章、藝術章、國際知識章、通訊章、安全章等。 

如分隊有任何合適的教材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吳惠敏小姐(Tiffany)聯

絡。 

分享： 
    

 

2020 年小隊長訓練課程取錄通知發佈 （更新日期：07-12-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7K6mR0CnNIYjgs_Co17H3VfZAoS8RpLP3Oro8UTzi46ilfg/viewform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4
http://www.bbhk.org.hk/download_resource
https://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55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7&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BE%9E%E9%9B%B6%E9%96%8B%E5%A7%8B%E5%81%9AStreamer%EF%BC%8E%E7%9B%B4%E6%92%AD%E5%85%A5%E9%96%80%E5%B7%A5%E4%BD%9C%E5%9D%8A+(BBTC-21OT01)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7&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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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4&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8%A8%93%E7%B7%B4%E6%95%99%E6%9D%90%E5%88%86%E4%BA%AB%E5%A4%A7%E8%A1%8C%E5%8B%9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4&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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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1 年 1 月 6 日 

2020 年小隊長訓練課程之取錄通知已電郵各學員，請查閱電郵並按其所示完成訓練內容。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0333 與發展助理陳伊諾女士(Yinok) 或訓練主任何家旗(Jim)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