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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2021年 1-2月份代禱事項 （更新日期：16-01-2021） 

機構整體： 

● 記念基督少年軍整體的合一與同心，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我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

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 求主看顧香港疫情得以受控，保守疫苗能夠發揮理想的果效，保守患者得到適切治療，賜政府有智

慧實行適切措施。求主繼續保守香港，賜能力給政府帶領防疫的工作，各界別提高防疫意識，又賜市

民忍耐和謹慎，減低社區傳染的風險 

制服團隊事工： 

● 感謝主，最新批出分隊隊號為 384分隊，求主賜福及帶領新分隊的發展，祝福導師及隊員 

● 各分隊因疫情嚴竣再次暫停實體集隊，求主加能賜力予導師及隊員，透過網上集隊彼此維繫、持續

訓練 

● 總部、分區、分隊的實體活動受疫情影響大部份轉為網上形式舉行，總部將於 1月 26日(二)晚上舉

行網上分享會，主題為「疫情下的分隊工作及訓練事務交流會」，求主幫助參加者集思廣益，在多變

的環境下共同突破困難 

● 感恩總部於 12-1月成功舉辦小隊長網上訓練課程及初級組成功章網上訓練課程，求主幫助隊員在

疫情下利用網上平台吸收新知識 

● 感恩 12月 19日舉行之「中、高級組網上佈道會」順利完成，讓中、高級組隊員及導師有機會於聖

誕佳節接受寶貴的福音禮物 

訓練服務： 

● 針對分隊需要，臻訓中心正積極設計不同的線上及馬灣實體活動，讓隊員有更全面及豐富的分隊集

隊活動。求主賜智慧予同工，使各新設計之活動項目能祝福更多隊員 

● 臻訓中心現正設計不同主題的訓練計劃，例如：暑期職場學習計劃，Ready Camp及福音營會等。

願主帶領更多青少年藉此接觸福音及獲得全人發展訓練 

● 疫情下大部份區本工作改以網上形式進行，求主保守同工面對嶄新的挑戰，青少年亦可從中獲益 

● 成長的天空及我的行動承諾計劃已開展，惟因疫情關係，需改為網上舉行，求主賜智慧予同工，祝

福參與計劃的兒童 

● 感恩新一屆兒童發展基金友師首次見面順利完成，求主祝福師友間的關係，一同成長 

駐校社工服務： 

● 停課再次令部分學生及其家庭因長期困在家，而積累一定壓力和困擾，求主與他們同在，讓他們有

足夠的智慧及力量去面對 

● 過去社工部駐校同工處理了不少懷疑虐兒及家庭衝突個案，感恩能順利幫助個案化解危機及為他們

推行適合的福利計劃，求主賜同工有足夠的心力與有需要的學生及家庭同行 

● 受疫情影響，不少活動會改為網上推行。求主繼續加能賜力給各同工，在各樣限制中仍能靈活及有

創意地採取不同的方法，讓學生得到對其有成效的學習體驗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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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020-21年度分隊資料普查表格」及「2020服務時數申報表格」申報事宜 （更新日期：09-01-2021） 

總部日前已將「2020-21年度分隊資料普查表格」及「2020服務時數申報表格」的資料電郵寄給分隊

隊長 / 分隊聯絡人。有關文件請各分隊隊長 / 分隊聯絡人必須於 2021年 2月 28日或之前填妥並電郵

ugd@bbhk.org.hk交回制服團隊部，敬請留意！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各區同工 (22730333)聯絡。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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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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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classid=3&sortid=0&boardid=0&t=%E6%9C%89%E9%97%9C%E3%80%8C2020-21%E5%B9%B4%E5%BA%A6%E5%88%86%E9%9A%8A%E8%B3%87%E6%96%99%E6%99%AE%E6%9F%A5%E8%A1%A8%E6%A0%BC%E3%80%8D%E5%8F%8A%E3%80%8C2020%E6%9C%8D%E5%8B%99%E6%99%82%E6%95%B8%E7%94%B3%E5%A0%B1%E8%A1%A8%E6%A0%BC%E3%80%8D%E7%94%B3%E5%A0%B1%E4%BA%8B%E5%AE%9C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5&classid=3&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5&classid=3&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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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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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新春導師祈禱會 （更新日期：28-01-2021） 

 

過去一年大家都經歷各樣困難，無論個人﹑分隊﹑教會﹑學校都大受影響。就讓我們在新一年有新的

盼望！為自己﹑為身邊的人禱告交托，一起仰望上帝！ 

 

日期：2021年 2月 20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10:3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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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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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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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分隊導師﹑中級組上士 

內容：詩歌、讀經、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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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33371 

分享： 
    

 

Anchor Run 線上跑 2020 紀念品及獎牌將於 2月上旬送出 （更新日期：21-01-2021） 

感謝各位參加者的支持！Anchor Run的紀念品及獎牌現正趕製中，目標於 2月上旬送出至團體分隊。 

選擇自取的參加者，稍後收到由 Run2Gather發出的領取選手包電郵後，可按照電郵指示到 Run2Gather

的辦公室自取。 

選擇送貨的參加者，則會以順豐到付形式（即貨到付款，收方取件時自行支付運費）送達報名時所填

寫的地址。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273 0303或Whatsapp 6753 4175與公關及籌款部聯絡。 

分享： 
    

 

1230 全港賣旗日 金旗紀念品 （更新日期：21-01-2021） 

感謝各位對賣旗日的支持！金旗紀念品將於 2月上旬至中旬送出，有關取貨方式我們將會與捐款者聯

絡。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273 0303或Whatsapp 6753 4175與公關及籌款部聯絡。 

分享： 
    

 

 

 

 

 

 

https://forms.gle/ZLVFHHjFCk6pjaF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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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相聚「我願意」．網上立願禮分享會 （更新日期：18-01-2021） 

 

分隊週年大事之一立願禮，一直沒有實體集隊怎辨好?網上立願禮可以怎處理? 期望疫情下仍能與分

隊上下一同立願，一同建立分隊回憶。 

為了配合時下分隊發展，邀請了 133分隊(宣道會筲箕灣堂)、173分隊(宣道會錦繡堂)、220分隊(中國

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一同分享網上立願禮的經驗。讓分隊不錯過任何一個讓隊員成長的機會。 

日期：2021年 2月 4日 (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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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隊員、中士及上士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1月 29日 (星期五) 

講員：133分隊(宣道會筲箕灣堂)、173分隊(宣道會錦繡堂)、220分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服飾：總部團隊便服、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網上報名: 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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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旗捐款將收集至 2021年 1月 31日 （更新日期：06-01-2021）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7
https://forms.gle/6zz7VpsZ6yhcdchX7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3


香港基督少年軍電子通告   2021 年 2 月 3 日 

多謝大家一同支持及呼籲，賣旗捐款將收集至 2021年 1月 31日，大家可以繼續呼籲親友支持 BB事

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 

立即捐款 

查詢：公關及籌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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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訓練消息 

中級組獎勵獎章投考特別安排 （更新日期：03-02-2021） 

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的影響下，分隊集隊安排及隊員出席訓練被受影響而延後或暫停，專章訓練及投

考均受阻礙。 

如隊員有意投考會長章及/或創辦人章，現可經分隊推薦向總部就其投考年齡作出寬限申請。有關寬

限申請須於 2021年 3月 31日或以前向總部提出，並由訓練委員會轄下相關專責小組審批。 

在 2021年 3月 31日後將回復如常申請程序；而獲接納寬限申請的隊員將獲批在指定日期前完成訓練

和考核以取得獎勵獎章。 

如分隊欲推薦隊員作出申請，請按此填寫網上的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 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吳惠敏女士(Tiffany)聯絡。 

分享： 
    

 

Zoom的應用 — 網上集隊唔洗怕，用 Zoom啦 (OATC-21OA05) （更新日期：28-01-2021） 

https://bit.ly/3eo69jV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5wxXip_4QKT2woZI9dcVDImdy3bdVQ8koFW6eT5KRJDHEg/viewform?usp=sf_link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7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3&classid=4&sortid=0&boardid=0&t=%E8%B3%A3%E6%97%97%E6%8D%90%E6%AC%BE%E5%B0%87%E6%94%B6%E9%9B%86%E8%87%B32021%E5%B9%B41%E6%9C%8831%E6%97%A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3&classid=4&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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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9&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4%B8%AD%E7%B4%9A%E7%B5%84%E7%8D%8E%E5%8B%B5%E7%8D%8E%E7%AB%A0%E6%8A%95%E8%80%83%E7%89%B9%E5%88%A5%E5%AE%89%E6%8E%92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9&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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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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由於疫情關係各個分隊都會以網上視訊形式繼續集隊。但! 用 Zoom可以做到甚麼? 是次課程

將會介紹 Zoom基本應用 及 活動帶領實例。 

日期：2021年 2月 2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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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俊先生、利文軒先生 (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 及 網上活動導師)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80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2月 16日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6人 

學分：2分 (S2，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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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導師需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評核，學員必須全期開啟視訊出席，方可獲發 OATC 證書 

分享： 
    

 

https://forms.gle/sbWRwa3jyJ3RZZxS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7&classid=5&sortid=0&boardid=0&t=Zoom%E7%9A%84%E6%87%89%E7%94%A8+%E2%80%94+%E7%B6%B2%E4%B8%8A%E9%9B%86%E9%9A%8A%E5%94%94%E6%B4%97%E6%80%95%EF%BC%8C%E7%94%A8Zoom%E5%95%A6+%28OATC-21OA05%29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7&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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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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教練委任之特別安排 （更新日期：26-01-2021） 

因疫情持續，訓練委員會已於 2020-21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各科教練的委任期可順延一年，安排

如下： 

 

**凡於 2021年 8月 31日任期屆滿之本會教練，請按此回覆是否同意本會將  閣下之任期無條件延長

一年 

   至 2022年 8月 31日。 

**凡於 2022年 8月 31日或 2023年 8月 31日任期屆滿之本會教練，其委任期將自動獲無條件延長

一年至 

   2023年 8月 31日或 2024年 8月 31日。 

注意： 

- 於 2021年 8月 31日任期屆滿之本會教練，請不用於本年度遞交「教練申請表」申請續任 

- 此為特殊情況所作出的特別安排，總部將不會為此補發任何延長委任期之委任狀 

 如有查詢，請致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陳伊諾女士聯絡。 

分享： 
    

 

導師基本繩藝訓練課程 – 中級組篇 (OATC-21OA04) （更新日期：26-01-2021）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5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X4M70S8kg0BZ0mVDqKxm4f6Y5blBHvG-afi0N_Gh9zoCXjA/viewform?usp=sf_link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3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5&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5%90%84%E7%A7%91%E6%95%99%E7%B7%B4%E5%A7%94%E4%BB%BB%E4%B9%8B%E7%89%B9%E5%88%A5%E5%AE%89%E6%8E%92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5&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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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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是次課程為各導師提供中級組露營之繩結及紮作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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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15、17、22及 24日 (星期一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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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廸褀先生 (香港基督少年軍同工)、金錫泰牧師 (執行委員會辦事處聯絡員、軍樂隊隊牧、292

分隊副隊牧)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280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3月 5日 

名額：20 人 開班人數：4人  

學分：5分 (S1，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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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導師需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評核者，可獲發 OATC 證書  

2. 課程需參與者備有兩個可上網及鏡頭之裝置 

分享： 
    

 

步操教練複修課 - 步操章二級實習 (OATC-21OA03) （更新日期：26-01-2021） 

 

http://forms.gle/9MWztNwbfFntVacX8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4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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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80%93+%E4%B8%AD%E7%B4%9A%E7%B5%84%E7%AF%87+(OATC-21OA04)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3&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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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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步操章二級實習部份之教授技巧及實習試注意事項  

日期：2021年 3月 11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8:00-1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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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徐明江先生（步操教練）及 方煒鍵先生（步操高級教練）  

服飾：團隊便服、總部藍衫紅領、藍色或黑色 BB T-shirt  

費用：$80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2月 25日  

名額：15人 （開班人數：6人）  

學分：2分（S1，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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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必須全期開始視訊出席工作坊，方能獲取有關證

書。 

分享： 
    

 

步操章課程大綱修訂通知 （更新日期：25-01-2021） 

訓練委員會已於 2020-21年度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訂步操章課程大綱。 

步操章之修訂主是在二級及三級內容中修改了一些眼字，及將二級及三級的筆試考核時間由 60分鐘

延長至 90分鐘。 

修訂的課程大綱即時生效，並已上載總部網頁內，請按此。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273-0333與制服團隊部同工吳惠敏(Tiffany)聯絡。 

分享： 
    

 

運動系列 - 健康小勇士 (由臻訓中心舉辦) （更新日期：22-01-2021） 

http://forms.gle/9MWztNwbfFntVacX8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2
https://www.bbhk.org.hk/services_detail.php?classid=3&sortid=12&id=44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1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4&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AD%A5%E6%93%8D%E6%95%99%E7%B7%B4%E8%A4%87%E4%BF%AE%E8%AA%B2+-+%E6%AD%A5%E6%93%8D%E7%AB%A0%E4%BA%8C%E7%B4%9A%E5%AF%A6%E7%BF%92+(OATC-21OA03)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4&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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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6%AD%A5%E6%93%8D%E7%AB%A0%E8%AA%B2%E7%A8%8B%E5%A4%A7%E7%B6%B1%E4%BF%AE%E8%A8%82%E9%80%9A%E7%9F%A5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2&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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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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敏捷圈訓練及按手計時器，我們設計了一系列伸展運動，敏捷及體能訓練，在家中有限的空間都

能滿足兒童及青少年的運動量，達致提升體能及免疫能力、減低壓力、保持身心健康，並能培養在家

運動的習慣。 

  

模式：ZOOM 網上授課 

對象：初級組及中級組隊員 

日期：2月 6日，16日，18日及 20日 

時間：上午 11:45-12:45 (A班) 

            下午 15:45-16:45(B班) 

            共四課，每課 1小時 

名額：共兩班、每班 25人(每分隊合共 5名) 

學習材料包：訓練圈、拍拍燈、電子計步器、計時器及頭帶 

查詢：制服團隊部事工幹事曾曉雯女士(2273-0333) mandy_tsang@bbhk.org.hk  

報名：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VGqrG4VZwPLJcAk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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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1月 29日 

  

備註： 

1. 可計算為初級組成功章(體能) / 中級組運動員布章時數 

2. 家居體能運動面積大約 2米 x 1米 

3. 學習材料包會安排送到分隊，由分隊負責分發 

4.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5. 歡迎分隊導師觀課 

6. 報名表格需由分隊導師填寫 

  

課堂 活動主題及內容 

第 1堂 跑步田徑動作 ：伸展運動、敏捷/靈活訓練(原地跑，跳)、體能訓練、緩和運動 

第 2堂 足球步法：伸展運動、敏捷/靈活訓練(衝刺，急停)、體能訓練、緩和運動 

第 3堂 籃球步法：伸展運動、敏捷/靈活訓練(橫跨步)、體能訓練、緩和運動 

第 4堂 綜合動作：伸展運動、敏捷/靈活訓練(自選動作)、體能訓練、緩和運動 

分享： 
    

 

 

野外系列 - 地圖與指南針 (由臻訓中心舉辦) （更新日期：22-01-2021） 

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0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1&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9%81%8B%E5%8B%95%E7%B3%BB%E5%88%97++-+%E5%81%A5%E5%BA%B7%E5%B0%8F%E5%8B%87%E5%A3%AB++(%E7%94%B1%E8%87%BB%E8%A8%93%E4%B8%AD%E5%BF%83%E8%88%89%E8%BE%A6)
http://twitter.com/home?status=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1&classid=5&sortid=0&boardid=0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bbhk.org.hk/news_detail.php?id=2081&classid=5&sortid=0&boardid=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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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師一同認識地圖及指南針，並嘗試在家應用基本定位技能，同時學習野外定向知識。 

  

模式：Zoom網上授課 

對象：初級組及中級組隊員 

日期：2月 6日，16日，18日及 20日 

時間：上午 10:30-11:30  

            共四課，每課 1小時 

名額： 25人(每分隊 5名) 

學習物資：影印地圖、定向地圖、地形圖 (借用)、指南針 (借用) 

查詢：制服團隊部事工幹事曾曉雯女士(2273-0333) mandy_tsang@bbhk.org.hk  

報名：網上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 1月 29日 

  

備註： 

https://forms.gle/AsQ4B8akxEkKdqC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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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計算為初級組成功章 (教育) / 中級組定向布章時數 

2. 學習材料包會安排送到分隊，由分隊負責分發 

3.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4. 歡迎分隊導師觀課 

  

課數   內容 

第一課 1.地圖與生活 

                2.日常使用的地圖類別及效果 

                3.認識遠足常用地圖（地形圖及效遊圖） 

                4.地形圖及效遊圖 

  

第二課 1.地形圖索引 

                2.效遊圖索引 

                3.索引小遊戲 

  

第三課 1.指南針應用 

                2.指南針不同種類 

                3.指南針結構 

                4.正置地圖 

  

第四課    1.野外定向小知識 

                2.野外定外地圖索引 

                3.野外定向指南針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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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向及指南針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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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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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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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classid=5&sortid=0&boardid=0&t=%E9%87%8E%E5%A4%96%E7%B3%BB%E5%88%97+-+%E5%9C%B0%E5%9C%96%E8%88%87%E6%8C%87%E5%8D%97%E9%87%9D+(%E7%94%B1%E8%87%BB%E8%A8%93%E4%B8%AD%E5%BF%83%E8%88%89%E8%BE%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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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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Eot6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