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 191191191191 分隊分隊分隊分隊    

九九九九週週週週年立願禮年立願禮年立願禮年立願禮 
 

宗 旨宗 旨宗 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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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格格格                言言言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 6:19) 
    

隊牧的話隊牧的話隊牧的話隊牧的話    --------    黎漢華牧師黎漢華牧師黎漢華牧師黎漢華牧師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香氣。」(哥林多後書 2:14) 

與香港基督少年軍 191 分隊隊長、導師及隊員們互勉！ 
 

隊長的話隊長的話隊長的話隊長的話    --------    梁慧嫺傳道梁慧嫺傳道梁慧嫺傳道梁慧嫺傳道    
「我們終於集齊一套了！」這是在這年導師所常說的一句話。 
所指的並不是別的，乃是我們分隊的成員：隊員、准下士、下士、上士、

輔助導師、副隊長、隊長、隊牧，都已「集齊」了。 
回想 2004 年暑假開始試辦至今天，接近十年的日子，看見隊員們不斷的成

長，開始承擔小隊長的責任，更給予導師許多寶貴的意見。2013 年年中，更有
在分隊成長的隊員，願意承擔輔助導師一職。無論小隊長或是輔助導師在負責
不同活動時，他們的頭頭是道，有時更有其他導師的影子。不禁想：導師們過
去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反而更加激勵我們要更盡心地教導他們。 

盼望隊員們不單只學會專章技能，更盼望他們能建立基督化的人格，建立
並活出聖經所教導的天國價值觀，就是主耶穌的教導：「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
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 以神的眼光和原則看世界、社會、
自我、朋輩、戀愛、家庭、教會、人生目標、使命、夢想…；並願意作主的門
徒，按神的心意訂立合神心意的人生計劃方向，叫榮耀歸與神！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導導導導師師師師的話的話的話的話    ––––    吳君慧姊妹吳君慧姊妹吳君慧姊妹吳君慧姊妹    
“Yes Madam!”──一句我在基督少年軍經常說的對白，到今天竟然變成

說給我聽的話。 
參加基督少年軍是我的教會生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份。在這裡八年以

來，基督少年軍令我有機會經歷許多新奇的事物，與隊友一路以來互相扶持走
到現在、積累了好多珍貴的回憶。神一直帶領我們由初級組升上中級組，晉升
為小隊長，更成為了分隊的輔助導師。 

說實話，到現在我仍然很不習慣身邊的隊員們喚我作“Madam”和向我敬禮
(salute)，亦覺得自己不稱職。雖然已經不再是學員，但其實做輔助導師也很需要
學習，自問很多時候沒有充足準備，而且要平衡大學的課業和活動與基督少年
軍的生活，時間分配上遇到很大的拉扯。很感謝大家一對我們的信任和包容，
同時我心中相信這是神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將自己長久以來在基督少年軍的得
著都回饋予這團隊，分享、傳承給其他隊員，其實亦是一種事奉。過程中神提
醒我在任何事上都不是單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認清神就是我們的倚靠，時刻緊
靠祂。如同基督少年軍的格言一樣：「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
又牢靠(希伯來書 6:19)。」盼望我能繼續在這個團隊一同與大家互勵互勉，在風
雨中抱緊我們靈魂的錨。 



分隊架構分隊架構分隊架構分隊架構：：：：    
隊隊隊隊 牧牧牧牧：黎漢華牧師 
隊隊隊隊 長長長長：梁慧嫺傳道 
副 隊副 隊副 隊副 隊 長長長長：陳卓傑、林瑞儀、范穎燊、馮志明、郭文蘭、*施瑪恩、*馮美思 、

*黃詩敏、*張泰川  (*休假中) 
輔 助 導輔 助 導輔 助 導輔 助 導 師師師師：：：：吳君慧、吳君明 
小小小小        隊隊隊隊        長長長長： 

上  士：鄒菀繕 
中  士：黎楚丹、蔡繕鍶 
下  士：馮家樂、林詠祈、林溢謙 
准下士：黃子研 

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馮家樂、黎楚丹、蔡繕鍶、布煒筠、黃子研、曾婉婷、林詠祈、
林溢謙、布衍筠、袁文軒、陳文杰、曾嘉喬、關雋諺、陸藝冕、
霍鍶晴、金恩惠、潘  婷、蕭正康、李禧邦、梁彧韜、傅泊恒、
佘文朗 

初級組隊員初級組隊員初級組隊員初級組隊員：蕭雋鏗、彭嘉桓、江偉軒、陸藝翹、曾華軒、章浩銘、鍾榮軒、
佘思朗、莫芷婷 

新 隊新 隊新 隊新 隊 員員員員：：：：黃子安、黃子惠、李浩揚、曾希雅 

 

 

九週年立願禮頒發獎章名單九週年立願禮頒發獎章名單九週年立願禮頒發獎章名單九週年立願禮頒發獎章名單：：：：    
中級組中級組中級組中級組：：：：    

服 務 年服 務 年服 務 年服 務 年 章章章章
1111：1111 年年年年：：：：佘文朗 

2222 年年年年：：：：霍鍶晴、陸藝冕、潘婷 
3333 年年年年：：：：林詠祈、蕭正康 
5555 年年年年：：：：曾嘉喬    
7777 年年年年：：：：曾婉婷 
8888 年年年年：：：：黎楚丹 
9999 年年年年：：：：馮家樂、黃子研 

目 標目 標目 標目 標 章章章章：蕭正康、佘文朗、梁彧韜 
自然章一自然章一自然章一自然章一 級級級級：：：：袁文軒、曾嘉喬、曾婉婷、潘婷、陸藝冕 
自然章二自然章二自然章二自然章二 級級級級：：：：黃子研、林詠祈 
自然章三自然章三自然章三自然章三 級級級級：：：：馮家樂 
工藝章一工藝章一工藝章一工藝章一 級級級級：：：：曾婉婷、曾嘉喬、陸藝冕、霍鍶晴、佘文朗 
工藝章工藝章工藝章工藝章 二二二二 級級級級：：：：林詠祈、林溢謙、布衍筠 
工藝章工藝章工藝章工藝章 三三三三 級級級級：：：：黃子研 
露營章一露營章一露營章一露營章一 級級級級：：：：曾婉婷、曾嘉喬、布衍筠、佘文朗 
運動員章一級運動員章一級運動員章一級運動員章一級：：：：曾婉婷、潘婷、布衍筠 
運動員章二級運動員章二級運動員章二級運動員章二級：：：：林詠祈 
乒乓球布乒乓球布乒乓球布乒乓球布 章章章章：：：：林詠祈、袁文軒、曾嘉喬、布衍筠、霍鍶晴、 

布煒筠、曾婉婷、潘婷、陸藝冕、 
 

                                                 
1 「服務年章」： 

1. 以週年立願禮計，參加滿一年之隊員。 
2. 全年出席率達 75%或以上。 
3. 參加分隊及總部之週年活動一次或以上，包括立願禮、創辦人記念日大會操、總部賣旗日等。 
4. 參加分隊舉辦之戶外活動或義工服務一次或以上，包括旅行、參觀、遠足和宿營等。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組組組組：：：：    
紅章紅章紅章紅章：：：：蕭雋鏗、陸藝翹 
綠章綠章綠章綠章：：：：鍾榮軒、佘思朗    
白章白章白章白章：莫芷婷 
    
服務年章服務年章服務年章服務年章：：：：    
1111 年年年年：鍾榮軒、佘思朗 
2222 年年年年：陸藝翹、蕭雋鏗 

 

 

 

 
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8888 月頒章禮頒發獎章月頒章禮頒發獎章月頒章禮頒發獎章月頒章禮頒發獎章：：：： 

中級組： 

步 操 章 二 級：吳君慧、吳君明、馮家樂 

國際知識章一級：林詠祈、林溢謙、黎楚丹、蔡繕鍶、布煒筠、布衍筠、曾婉婷、 

曾嘉喬、袁文軒、馮家樂、陸藝冕、霍鍶晴、黃子研 

排 球 布 章：黃子研、林溢謙、陸藝冕、布煒筠、關雋諺、袁文軒、曾嘉喬、 

馮家樂、霍鍶晴、吳君明、曾婉婷、蔡繕鍶、黎楚丹、潘婷、 

布煒筠 

游 泳 布 章：潘婷 

 

初級組： 

金章：蕭正康 

紅章：李禧邦 

藍章：蕭雋鏗、陸藝翹、彭嘉桓 

紫章：曾華軒、傅泊恒、江偉軒 

白章：鍾榮軒、佘思朗、章浩銘 

 

 

 

2012012012013333 年年年年參與之服務參與之服務參與之服務參與之服務    

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開放日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健康加油站」 

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 

廣華醫院及黃大仙醫院院牧事工步行籌款 

 



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    ––––    林詠祈下士林詠祈下士林詠祈下士林詠祈下士    
回望過去一年少年軍中的生活，帶領排球布章、靈修、生日會等皆為我初次成為

小隊長的新嘗試。就是在準備活動的過程中之心理變化，也已為我帶來一種新體驗。
當然這還得感謝隊長、導師給我機會。 

在我接到負責排球布章的任務時，我心中極其興奮，想是因為我畢竟已與這種球
共度了七個寒暑，聽到它的名字自然也會格外留神和雀躍。在歡喜過後，隨即而來的
卻是疑惑：我究竟能否勝任呢？從來於訓練中，我作為一名隊員多只需聽從教練的指
導，盡量做好自己，並與隊友互相協調。即使到了高中偶爾會提點一下新隊員，也未
曾自己一人帶領整個練習環節。不過轉念間我又想到，現在的任務絕非旨在訓練隊員
成為排球手，乃是希望透過這個運動布章增加大家對排球的認識和興趣（夢想），是以
在那幾個月裡，我特別期待第二、四週排球布章的時間，與大家一起搓搓球、弄弄波。 

少年軍的生活多姿多采，排球布章只是千萬之一個經歷而已。感謝神，讓我有機
會在少年軍這個大家庭中作出多種嘗試。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成為一
名好的小隊長！ 

 

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小隊長的話    ––––林溢謙下士林溢謙下士林溢謙下士林溢謙下士    
嘩！又過了一年啦！當我回顧在少年軍時，我想起幾件深刻的事情。少年軍給予

我很多「第一次」的經歷，例如露營、帶領生日會、靈修等。此外，最令我感到難忘
的事，一定是考體能章的時候。記得當時每星期都要穿活動制服進行體能訓練，坦白
說當時真的很辛苦！但在過程中透過一班隊友的鼓勵和支持下令我堅持繼續下去，完
成體能章。 

記得有一次，因很多隊員沒有準時交回條,，當天集隊的步躁時段，隊長十分生氣，
罰了沒有交通告的隊員原地踏步一段時間，而我是其中一位被罰的隊員。我心想：身
為淮下士的我竟沒有準時交通吿，實在太離譜了！從這事中，我學會到應該從小事上
做好，在大事上才會做得更好。最後我希望未來在 BB191 的日子可以經歷更多，不斷
成長。 

 

 

露營感想露營感想露營感想露營感想    ––––沒有手的悲哀沒有手的悲哀沒有手的悲哀沒有手的悲哀              布衍筠布衍筠布衍筠布衍筠    
我因為二十日繩網擦傷了左手，到二十五日也未完全康復，所以依然要包扎，左

手不能動彈，導致十分多問題和抱歉，也有困難，解結也不能，打蛋也只可以用單手，
十分無奈，也不能幫忙拿竹。真的對組員們十分抱歉。 

說回這次的旅程，在開頭乘搭村巴有些暈，還是要走一段路程。其實導師說今次
的山路算簡單，但我還是很辛苦，因為很久沒做運動的關係。幸好今次我們晚餐不用
吃沙，總算有餐好的，單手打蛋，組員還讚我煲的紫菜肉碎湯好喝，但我覺得還有美
中不足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很多，還很閃爍，只在郊外看到的星星很美。 

幸好我還睡得充足，清早就起了牀。一大清早就被天幕和營帳之間的風聲吵醒和
冷醒。一出去就迎面而來的風合併沙的「沙塵暴」，整個沙灘也是被「沙塵暴」吹襲。
連早餐也是這樣，十分有口感的香腸、肉碎炒蛋和福字麵。第一次覺得食物的珍貴，
直到我們離開的一刻也是這樣。導師說上次他們的晚餐也有(沙)，我就覺得我們很幸
運。 

接著我們玩了隔空取物，本來每人都要嘗試一下取物，但我手傷不能給組員抓著
我，所以沒有玩取物的那個人，只是在後面幫忙扶著。相信是導師們吃剩的東西：綿
花糖朱古力加兩隻雞蛋，我只拿走一包綿花糖朱古力，這次的遊戲，我學到團體合作，
因為要人用力拉取物那個人才可以運用反作用力取到我們想取的物件。 

最後，希望在這次旅程受傷的人也可以快點康復，希望這些傷不會帶來許多的不
在生活上，因為也是挺無奈的。 



隊員心聲隊員心聲隊員心聲隊員心聲    ––––        

 

 

 

 

 

 

難忘的事 

 

 

 

 

 

 

 

 

 

 

 

 

我的期望 

 

 

 

 

 

 

 

 

 

我的意見 

去鯉魚門度假村的兩日
一夜宿營。那天晚上玩
遊戲時，我記得其中一
位初級組隊員在草中找
到一條蛇。 

成日生日會都有得
玩，成日生日會都有
好嘢食。從遊戲取得
一些人生意義。 

BNCO 

聖誕去露營，早餐食
沙，好有口感。 

第一次去露營，又第一次同
朋友們一齊煮嘢食。咩都同
組員一齊做，所以做到的
話，好有成功感。不過真係
唔想行啲咁辛苦的路。 

2013年4-6月的生日
會，那天可以做出水
變酒的模形。 

無交通告被導師罰。 

JLTC 
Sharity 探訪+聖誕聚會。

第一次露營，
一齊被罰，一
齊笑 

露營(吃沙、行
山)，知道宿營的
美好。 

期望以後在少年軍中學到更多知
識；認識更多朋友，少年軍學到了很
多，例如：包容、忍耐、我希望在基
督少年軍中與他人建立更多友誼。 

可以多啲隊員，遊戲
可以豐富啲，可以有
更多活動。 

每次玩的時間多啲，露
營/宿營時間多啲，
e.g.三日兩夜。 

每次檢查的時候，
都不要做 1分鐘
mark-time。 

繼續加油和前進 

默契欠奉，有待改善 

考羽毛球布章 

啲章太容易爛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91191191191 分隊分隊分隊分隊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宗 旨宗 旨宗 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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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內 容內 容內 容                ：步操、技能專章、聖經真理等 

集隊地點集隊地點集隊地點集隊地點︰將軍澳厚德邨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德康樓側) 

集隊時間集隊時間集隊時間集隊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3:00-5:00 

年 齡年 齡年 齡年 齡                ：：：：初級組—8 至 11 歲 

          中級組—11 至 17 歲 

入 隊 費入 隊 費入 隊 費入 隊 費                ︰港幣$100；綜援或書簿津貼人士：$50(須有文件証明)。   
 (於正式接受報名後繳交。費用包括活動制服一套及首月份隊費，不包括正式制服。) 

每月隊費每月隊費每月隊費每月隊費︰港幣$20，綜援家庭$10  

 (每月經常活動開支費用。不包括特別活動，如旅行、營會等非經常活動之費用。) 

觀 察 期觀 察 期觀 察 期觀 察 期                ：從第一次集隊起，首三個月為觀察期。新隊員出席率達 75%或以上，將接納成為

正式隊員。新隊員於這期間穿著活動制服集隊。 

報 名報 名報 名報 名                ：1. 遞交報名表方法： 

a. 放入本堂「崇拜回應表收集箱」 

b. 親臨或郵寄至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厚德邨德富樓地下 7 號) 

c. 傳真至 2705 9233 

2. 經約見後，再個別通知報名者是否被接納報名。 

查 詢查 詢查 詢查 詢                ：2702 3886 (梁姑娘) 或電郵 boysbrigade_191@yahoo.com.hk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91分隊分隊分隊分隊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報名組別： � 初級組(8 至 11 歲)  � 中級組(11 至 17 歲)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住址 ：                           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                        

 

聯絡電話： (日間)           (晚間)                                  

  

 

 

 

 

 

 

本堂專用 

遞交日期：        月        日  約見日期：      月      日(時間：上/下

午           ) 

� 接受報名：費用         

� 未能接受報名：原因：                     ；� 輪候名額； � 轉介附近分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 191 分隊 

九週年立願禮回應表 

 

姓    名：                        � 隊員家長，隊員姓名：                     

               � 厚恩堂會眾 

聯絡電話：                     

 

� 1. 我願意為基督少年軍的事工禱告。 

� 2. 我有興趣了解更多基督少年軍，請與我聯絡。 

� 3. 我願意成為基督少年軍的導師，請與我聯絡。 

� 4. 我有興趣成為基督少年軍的義工，請與我聯絡。我可協助的活動如下： 

 

 
(可�多項) 

如已獲有關認可資格，請註明 

協助 教授 

趣味活動： 手工藝    

美勞    

小食製作    

科學實驗/手工    

魔術    

其他：    

生活常識： 簡單急救     

健康知識    

其他：    

體育運動： 羽毛球    

乒乓球    

籃球    

足球    

其他：    

戶外活動： 遠足    

旅行    

營會    

其他：    

集體遊戲    

歷奇活動     

其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