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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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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格言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

             又堅固、又牢靠。

B.B.news香港基督少年軍

Jan 2019   Issue 1

封面主題

背景資料

根據統計資料，截至2018年分隊共有超過12,000名隊員，其

中幼稚園至小學生的年齡組別約有9,000人，他們的家長是較容易

接觸，同時也是福音禾場的一份子，並可以進一步成為基督少年

軍運動的核心支持者。

現時有部份分隊已透過不同形式邀請家長參與基督少年軍，

可再進一步構思如何有系統地發展家長工作。

機構的三年發展計劃曾提及發展分隊的家長工作，但過去一

直未有投放資源或提出具體計劃，直至2016年底分隊工作委員會

正式成立家長事工發展小組，正式探討家長事工的策劃工作。經

過一段時間的探討，執行委員會於2017年9月通過支持分隊成立

家長義工小組。總部於2018年4月舉辦發佈會講解詳情，並於同

年6至7月安排探訪現時分隊的相關家長組織，藉此汲取經驗。總

部於2018年9月正式接受分隊申請，並於2019年2日舉行啟動禮。

徽號(Logo)

家長義工小組徽號所採用的顏色

是參考香港基督少年軍會徽而設計，

而中間的十字架象徵以基督為中心，

BB字體其中一個B字由人型公仔組成，

代表集結家長力量，支持BB運動，PVG

（Parent Volunteer Group）是家長義工

小組的英文名簡稱。

根據統計資料，截至2018年分隊共有超過12,000名隊員，其

中幼稚園至小學生的年齡組別約有9,000人，他們的家長是較容易

接觸，同時也是福音禾場的一份子，並可以進一步成為基督少年

現時有部份分隊已透過不同形式邀請家長參與基督少年軍，

機構的三年發展計劃曾提及發展分隊的家長工作，但過去一

直未有投放資源或提出具體計劃，直至2016年底分隊工作委員會

正式成立家長事工發展小組，正式探討家長事工的策劃工作。經

過一段時間的探討，執行委員會於2017年9月通過支持分隊成立

家長義工小組。總部於2018年4月舉辦發佈會講解詳情，並於同

家長義工小組徽號所採用的顏色

異象
˙增強家長群體作為基督少年軍

    運動支持者的角色和功能。

˙透過有系統的家長工作帶領隊員

    一家信主及在教會中成長。

核心元素

˙從家長的興趣開始

˙聚會有BB特色

˙提供義工服務的機會和培訓

˙加強歸屬感和獎勵的元素

˙配合教會福音和栽培事工的發展

查詢：2714-9253 （制服團隊部）

申請：請填寫「成立家長義工小組表格」，交制服團隊部同工處理。

已批准成立家長義工小組的分隊有：

分隊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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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信主及在教會中成長。

配合教會福音和栽培事工的發展

家長義工小組正式啟動家長義工小組正式啟動

品格教育服務愛‧家庭運動

內容 時間（分鐘） 備註

升旗

詩歌分享

主題

小食分享

步操練習

解散

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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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隊各組別的隊員一同升旗、報告

　

請參閱全年活動建議範本之恆常集隊主題範疇

最初可由導師預備，其後可鼓勵家長輪流分享

　

晚禱歌、禱告

集隊流程建議範本

增強家長群體作為基督少年軍

透過有系統的家長工作帶領隊員



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Run for Jesus. 
                    Run for Youth.
Run for Jesus. 
                    Run for Youth.

「Anchor Run 慈善跑‧慈善行」於12月1日假科學園白石角海濱長廊完滿舉行。是次活動超過1,300人參

與，當中包括親子隊伍、兒童及青少年，大家都樂在其中。期望藉活動鼓勵社會各界與青少年同跑同行，呼

籲社會關心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需要，為下一代奔跑出更美好將來。

第三屆師友同行計劃

第三屆師友同行計劃已經展開，師友同行計劃是藉著師傅

的指導和列席委員會會議等活動，擴闊青年領袖的視野和對BB

運動的整體認識，鼓勵他們投入BB運動，為薪火相傳作好準備。

2018年10月舉辦首聚日之後，師傅與徒弟繼續在不同場合接觸

和交流；而徒弟亦須申請列席不同委員會觀摩學習。

薪火   相傳薪火   相傳

和交流；而徒弟亦須申請列席不同委員會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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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中生涯規劃發展，並鼓勵年青人積極實踐理想，香港基督少年軍主辦

第三屆「全港學界咖啡拉花大賽」，決賽於2018年11月3日假D2 Place Two圓滿舉

行。是次比賽共獲近30間中學支持，約80名學生選手參與。此外，比賽亦獲得咖

啡業界廣泛支持，當中包括合作伙伴Barista HK、主要贊助香記咖啡集團及多間業

界伙伴贊助。第三屆「全港學界咖啡拉花大賽」的評審團陣容鼎盛，包括WBC世

界咖啡師比賽第四名陳冠豪先生、多個咖啡沖調及虹吸比賽評審黃秀清小姐以及

咖啡器材設計師林基創先生，務求讓學生經驗到專業級的評審水準。

第三屆「全港學界咖啡拉花大賽」決賽以二進一小組賽進行，十六強選手以

自由拉花圖案作賽，經多輪晉級賽後產生學界拉花冠軍。決賽歷時近3小時，最後

冠軍由來自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的林建成同學以天鵝拉花圖案奪得。

「大城。小市」市集
BBazaar於秀茂坪

商場舉辦了一連兩日的

市集，吸引了街坊、觀

塘區的朋友參與，反應

熱烈，大家都選購到心

儀的產品，更有來自不

同區的居民慕名而來，

一睹市集盛況，支持檔

主們的精美手作產品。

BBazaar首次與教會合作，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與別不同的市集。市集

不但凝聚了一班基督徒檔主，更為附近的街坊及朋友帶來一連串特色的工作

坊，包括親子Circle Painting畫圈圈、小盆栽製作等。同場更有各式各樣的基督

徒精品及文青手作，不單一班檔主可以互相交流，一眾教友亦在市集中開心

歡聚，滿載而歸。

BBazaar於黃大仙中心北館舉辦了一連兩日的週末市集，在場超過二十多個攤檔及手作工作坊，吸引不少市民慕名而來選購精美的聖

誕禮物，為家居添置最華麗的裝飾，或親身製作一份充滿心意的禮物，將愛與歡欣傳遞給閨蜜戀人。

BBazaar更聯同第三屆全港學界咖啡拉花比賽參賽同學，推出購物優惠，由最後十六強選手擔任咖啡大使，即場進行咖啡拉花，讓一

眾朋友在購物的同時，得到一杯既溫暖又精緻的拉花咖啡。

「全港學界咖啡拉花
大賽」

第三屆

冠軍：林建成同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亞軍：許鈺琳同學（高雷中學）

季軍：黃凱彤同學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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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享

2019年初參與了

BB舉辦無痕山林高階

導 師 課 程 ， 就 像 A Y P

金章同學的評核營，

無手機，無on-line，

－件內衣褲著足咁多

日 ， － 連 五 天 ， 我

都跟－位美國大學野外領導系教授在

山中考LNT Master Educator（LNTME）。他來自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NOLS 主要提供培訓Outward Bound School（OBS）教練的學院，而OBS 

在美國登山教練培訓中亦發揮重要作用。教授每天6點醒來，太陽還未升起沒有地

圖便跑到山上。我想他在黑暗中能否返回到營中 ? 但這是不必要的擔心，因為他

腦子裡有GPS ? 他是屬於山野! 

想與大家分享在訓練班的得著，除了學習Leave No Trace（LNT）七大原則外，

亦增進了戶外教學技巧，我們每位學員抽一個LNT主題做了三部分的教學訓練。

第一）要每人為自己準備一個山野無痕原則的教學，並以30分鐘的演講表達報告出

來，內容包括：目的、主題及總結。

第二）每一位學員演說完之後，大家會提問更深入的評估，作為自我進一步的思考。 

第三）我們需要回應其他學員的進深問題，然後講師在解說過程中學習得來的知識

回應我們作補充。目的是好讓他們記得何為山野無痕的野外教授，結果發現

效果非常之好，大家可以作參考。

有興趣山系的弟兄姊妹，可留意BB將會推出LNT Trainer Course。我們希望明年

初再次邀請教授為BB舉辦此課程LNT Master Educator Course。亞洲暫時未有合資格

的 LNT ME trainer）學額有限，機會難逢。

香港基督少年軍輔助隊導師

郭宇

美國NOLS來的老師運用在班上的互動，啟發

了我們為何要保護山林，除了七條｀principles´以

外，學習最多的就是用不同的領導方法；老師教

了很多｀ABC´的教學方法及戶外整理理念，開啟

我們如何在教學上活潑生動去表達，如何用靈活

的方法把這個信念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LNT這個課程並不是一個山藝課程，它是一

個保護世界的倫理，在這個品格倫理之中學習如

何運用得宜。讓我最深刻的就是老師提醒我們要

容讓孩子有空間去出錯，讓他們從錯誤中去學習

成長，從個人的品格丶作老師的模範等，到傳承

給孩子的信念，從守護山林中的動植物，到守護

我們的城市及家庭，在這個課程之中老師常常問

怎樣把學到的去轉化（transform）我也問自己究

竟怎樣可以再多行一步，山林與城市中的平衡，

願我們把愛護森林的道德，也帶進入我們的城市

及家庭之中。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242分隊導師

林善意

美國NOLS來的老師運用在班上的互動，啟發

無痕山林 (Leave No Trace) 課程無痕山林 (Leave No Trace) 課程

1. Plan Ahead and Prepare / 事先計劃與準備³

2.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 / 在堅硬耐用的地面上行走和紮營³

3. 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 / 妥善處理廢棄物³

4. Leave What You Find / 讓所見之物保持原貌並將您發現的東西留在原地³

5. Minimize Campfire Impacts / 將營火的影響減至最低³

6. Respect Wildlife / 尊重野生動物³

7.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 / 考量並為其他遊訪者著想

現時共有三個程度的LNT課程³

未來，本會將於MLC及EIC等遠足課程加入LNT工作坊及種子導師課程，讓遠足教練於遠足章訓練時教授隊員七大原則，以減少對大自然

的衝擊。

本會剛於1月初舉辦 LNT ME課程，以下為兩位學員的分享 。

香港基督少年軍輔助隊隊員

遠足總教練

黃偉強

城市人於假日前往郊區遠足及露營，實在值得推廣。可惜近年有不少負面報導提及有露營人士留下大量垃圾（包括只用一次的營幕），

遠足人士於山澗嬉水及捉魚等破壞大自然的事情，這並不是香港獨有 。

自上世紀60年代，不少美國人前往國家公園旅遊並對大自然及人文資源造成衝擊及破壞，其後有關當局推廣低衝擊旅遊，慢慢發展成

為Leave No Trace（LNT 山野無痕）的七大原則：

LNT Awareness Workshop
山野無痕工作坊

多以講座形式進行，簡介並推廣

LNT七大原則

1
LNT Trainer Course
種子導師課程

二天一夜課程內容以如何傳授與教導從

事戶外活動者正確的LNT技巧與倫理

2
LNT Master Educator Course
高階導師課程

5天4夜的戶外課程深化學員LNT七大原則的技巧與倫理、與

戶外教學方法，並將於課堂中所學實際運用於野外之中。³

3

2019年初參與了2019年初參與了

BB舉辦無痕山林高階

導 師 課 程 ， 就 像 A Y P

金章同學的評核營，

無手機，無on-line，

－件內衣褲著足咁多

日 ， － 連 五 天 ， 我

都跟－位美國大學野外領導系教授在

山中考LNT Master Educator（LNTME）。他來自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NOLS 主要提供培訓Outward Bound School（OBS）教練的學院，而OBS 

在美國登山教練培訓中亦發揮重要作用。教授每天6點醒來，太陽還未升起沒有地

圖便跑到山上。我想他在黑暗中能否返回到營中 ? 但這是不必要的擔心，因為他

本會剛於1月初舉辦 LNT ME課程，以下為兩位學員的分享 。



2018年7月1日起，本會正式使用觀潮浸信會大樓

10樓為青少年事工培育基地，期盼造福兒童及青少年

人，為主國培育更多基督精兵，榮耀主名。

本 中 心 恆 常 舉 辦 不 同 系 列

課 程 ∕ 活 動 ， 致 力 推 動 全 人 發

展，詳情可參照以下連結及QR 

Code。
bit.ly/2CPzJxQ

創辦人紀念日

感恩崇拜暨頒獎禮  Founder’s Day 2018
活動剪影

觀潮10/F事工

因小西灣運動場受颱風山竹的嚴重破壞，未能借出場地。2018年10月28日本

會創辦人紀念日感恩崇拜暨頒獎禮在香港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樓舉行。並邀請本會

副會長（香港信義會監督）張振華監督擔任崇拜講員，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

潔貞女士作主禮嘉賓。當天約有1,000人出席。潔貞女士作主禮嘉賓。當天約有1,0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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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核數師：甘志成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法律顧問：黃廣興律師、楊彼得律師　義務醫事顧問：李祥德醫生、丁錫全醫生

執行委員會：

主席：張烈文先生    副主席（兼任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何景亮先生       書記：黃承香牧師    司庫：林惠燕女士

辦事處聯絡員：李振明傳道       分隊工作委員會主席：方煒鍵先生      訓練委員會主席：金錫泰牧師     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主席：江俊華女士

公關及資源拓展委員會主席：林弘基先生    委員：陳建榮傳道、馮聖華先生、馮肇彬先生、吳景棠先生、蕭智剛博士、黃燕儀女士

 我的地址已更改，請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以電子郵件接收BB News，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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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60週年紀念活動行事曆香港基督少年軍60週年紀念活動行事曆

舉行日期 活動項目

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

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

2019年7-8月

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2019年11月17日（星期日）

2019年12月29日 至 2020年1月1日
（4日3夜，星期日至星期三）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

運動會

週年會員大會

音樂嘉年華

Anchor Run 

步操比賽

60週年感恩崇拜

60週年感恩聚餐

創辦人紀念日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總部分隊聯合立願禮

國際營

60週年啟動禮暨臻訓10週年感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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