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訓：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 提摩太前書 4 章 12 節 ) 

 

 

 
 

 

 

 

 

 

 

 

 

 

 

 

 

 

 

 

 

 

 

 

「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這一句話令我銘記於心。 

我在中二時已經開始加入步操隊，過去一直有師兄師姐

們帶領我去獲取佳積。但今年卻不一樣。原因是我已經是一

個領袖，要帶著一眾師弟師妹們參賽。對於新隊員來說，明

白他們確實不容易適應操練。比賽的日子快到了,他們仍似

乎沒有意識到比賽即將來臨，所以心裏面十分焦急。當正要

準備出場比賽的一刻，隊牧胡姑娘帶領祈禱，我告訴上帝我

真的害怕了,所以忍不住眼淚流出來，連身邊的同學也一同

被我感染。 

最後感恩比賽順利完成，那緊張的情緒暫時消散。但當宣布獎項時發現第三名不是屬於我們，那一刻我

告訴自己今次完了，這應該是我 BB生涯中最後一次參加步操比賽。應該進不了決賽了。但上帝的安排不是這

樣，我們最後卻拿下亞軍，那刻我們所有隊員都哭了。那種感動浮現在我們的眼前，過後我們相擁在一起。

在接下來的總決賽我們需努力，亦知道上帝的安排不是我們預期的, 盡力一定會有成果。小編下士-梁菀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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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 6：19) 

編輯：准下士-林天培 

 下士-梁菀芯 

插畫 : 隊員-畢卓軒 

信靠主-讓我生命改變 

今年是我加入基督少年軍的第四年，我於過去三年的 BB生活過得很開心, 獲得

很多師兄師姐的教導。同時，BB 生活亦改變了我很多 — 把我由當年一個只懂得打

機的大肥仔，改變成現在喜愛戶外活動及有能力帶領其他人的小領袖。如果我當初沒

有選擇加入這個制服團隊，今天就不會有這個林天培。 

幾個月前，導師告訴我將會擔任少年軍幹事會主席，當時我第一個反應並不是開

心，而是害怕。我害怕自己力有不逮，會做得不好。於上任初期, 我感受到無比的壓

力。幸好有一班隊員安慰我，支持我。到了現在，我雖然還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我

明白導師交付這崗位給我是對我的一種信任，我要用行動去證明:「我係得嘅 !」，不

負導師們對我的的期望。過程中當然不是只靠我自己一人，還要靠著我的一班隊員，

朋友，及最重要的大佬(上帝)，衪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地給我倚靠，給我力量。在未來

的日子，我都會信靠著衪，去面對不同的困難與挑戰。  編准下士-林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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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的話 
 

 

 

 

 

 

 

 

 

 

 

 

 

 

 

 

 

 

 

 
 

 

感恩不盡 162 
3年前的立願禮第一次穿上 BB 制服成為隊牧，還記得當日的情境，當我看見很多

的配件及制服完全不知所措時，幸好有隊員的協助下順利穿上。當時有人幫忙燙制服、

有人幫手打領帶、有人幫助我帶配件及帽，你們純熟的技巧，讓我讚嘆﹗佩服﹗ 

回望在這幾年的 162，真是感恩不盡。在人數上的激增，當中一級同學有一半示意

想參加 BB，我們每個人都興奮不已，這全賴隊員們精心設計的招生策略，努力招募隊

員。由曾經只剩 3位隊員，至今天我們有 60多位隊員。在導師方面，喜見我們的導

師、副隊長很多是由隊員晉升，你們的投入及委身，正正實踐「一日為 BB，一生為

BB」的生命，你們在忙碌的工作或繁重的 

學業中，仍然堅持帶領隊員們的成長，每次的會議都在歡笑中完成，感謝神在 BB

主日亦感動弟兄姊妹的心，有弟兄(梅 SIR)願意加入事奉的團隊，弟兄姊妹亦更多關注

我們的需要及支持，感謝 162的成長路上有你們同行。 

在隊員方面，眼見大家的成長及進步，不論在帶領會議，策劃活動，如﹕營會、典

禮你們都比以前純熟，舊隊員可以帶新隊員一起做，雖然有錯漏，有改善的空間，但見

到大家勇於嘗試，已讓我感動﹗特別在慈善行、樂滿罐、賣旗大家的同心、積極，讓

162有美好的成果。15年來 162經歷神的恩典不能在              此一一盡數，但願

我們緊記隊訓﹕「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

作信徒的榜樣。」在未的日子，我們願意同心努力，見證更多神的恩典，在基督裏彼此建立，成為榮神益人

的信徒。                  隊牧-胡珍 

第一滴淚 

在今年九中區步操比賽中，見到各隊員在比賽前、比賽後及宣佈獎項後都熱淚凝眶，不禁想起我第一

次在步操比賽落淚的一刻…… 

已經多少年前呢? (葉 sir、火 sir和沈 sir還是隊員時^_^) 當時應是我們分隊第二次正式參與步操

比賽，madam Wong 則是當日比賽的司儀。大家都十分落力準備，但是比賽時，司令員鄭隊長卻「喊錯腳」，

奇蹟地大家整齊地做對動作，比賽完後還一切來安慰隊長…… 

在宣佈比賽結果時，當聽到季軍不是我們，便直覺地知道我們今年落空了，宣佈亞軍是勁旅 89 分隊

時，便想着哪支隊伍可以贏過他們呢?萬萬料不到從 madam Wong口中宣布冠軍是 – 162 分隊!在場大家都

嚇了一跳 – 我們這一隊新手隊伍居然超越了常勝將軍，我的眼眶立時充滿淚水…… 

雖然我當了最低分的司令員，卻有幸可以帶領最高分的 162分隊贏得第一個步操比賽冠軍，跟着在當

年會長盃全港步操比賽亦贏得季軍，除了要多謝健 sir、韓 sir 不辭勞苦的教導、及上帝的恩典外，參賽

各隊員的認真訓練，讓自己不斷進步，要每個動作都做得完美的心志亦十分重要。寄望各位 BB162隊員在

任何的任務中都是盡全力做到最好，不斷進步，讓各導師(如辛辛苦苦訓練大家的葉 sir)感動而…… 

                  隊長-鄭必佳 

轉眼之間, 分隊已經成立

了 15週年。 

我有幸由隊員到導師都在

162一同成長, 亦感謝神

一直帶領! 

願神一路帶領 162分隊! 

副隊長-易柏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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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紥梅 SIR手記 – 由禱告到快樂事奉一週年 

BB162分隊成立十五週年的大日子,也是我這個新紥梅 SIR”當軍”一週年! 

回想一年前,作為分隊合作教會禮賢會禮中堂會友的

我,正向天父禱告,尋求合適的事奉崗位。為家出一分力! 上

主聽禱告,我的禱告很快便獲得回應 。於禱告後幾天的主日

崇拜中,我聽見 162 分隊胡珍隊牧在講台上的分享,令我認

識到 162 分隊的發展及需要,讓我有所感動,希望為年青人

出一分力!自此,我的導師生涯便正式展開。 

在過去一年, 無論是擔當攝影崗位, 或是執教小隊長

領袖訓練課程。我都樂在其中!在鏡頭下‚我愛捕捉你們每張

笑臉、每刻難忘的點滴。在領袖訓練課程上,更嘗試以活動教學方式去分享如何建立自信,定立人生目標,正確

心態...等等。課堂上欣賞到你們所發揮的創意及豐富的想像力。希望你們還記得功夫熊貓學管理及”盡力而

為”與”全力以赴”的分別。 

在忙碌的工作中,雖然有時備課至三更半夜, 但若將來你們有一刻曾想起這個阿 SIR 的說話,有一刻讓你

們感動或有點得著,我便心滿意足。 

人,各有恩賜,感恩上帝讓我找到了!我得,你都得,希望更多的你來加入! 

也感謝一班導師同工的包容及教導!開心與你們互相學習,一起成長!    輔助導師-梅世昌 

 

 

 

 

 

 

 

最感動的成長_15週年感言 

因為分隊 15 週年活動，有需要去快速瀏覽過去分隊歷年的相片。當我按下 2005-2006 年份的檔案，

才開始見有自己的身影，當時的我是中一學生，當刻是我人生第一次的集隊，有幾位同級同學站在我身旁，

雖然這些同學都不是一同經歷整個隊員生涯，但部分同學的情誼直到現在。10多年間，身份由隊員、小隊

長、輔助導師到副隊長，見證過不少的同學成長，162的確給予不同情誼連繫著隊員、導師、耶穌。每段情

誼當中有不同的經歷，促使人的成長。 

這些年間發生了不同深刻的事，但的確最為感動的是人的成長，回顧某隊員由初初不敢與人溝通，到

現時帶領整個分隊營會活動; 某隊員喜歡戶外活動，到現時成為導師帶領分隊整體戶外活動發展; 某隊員

初初步操左手左腳、右手右腳不協調，到現時成為步操隊，代表 162贏取步操獎項; 某隊員初初長期被照

顧，現時懂得照顧新隊員。這些某某隊員的故事就是令我見證神在 162當中的使命。162要提供一個平台，

讓隊員以團隊模式一同成長，當中尋找及發揮恩賜。導師以聖經真理教導隊員，並教學相長。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62 分隊是令我接觸到信仰，生命得到改變，找到人生方向的地方。我亦都經歷過

某某隊員的故事，而下一個令人感動的某隊員會是你嗎? 

副隊長-葉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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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15 年中，感恩神安排眾多天使在我們中間，讓我們能茁壯成長，榮神益人。 

 

 

 

 

 

 

 

 

 

 

 

 

 

 

2003年至 2004年間 龍永康導師協助禮中成立分隊，幫助教導

新隊員。 

  

2004年 3月 13日 禮中正式成立基督少年軍，

成為 BB162分隊。 

 

 

 

 

 

 

2004年 4月健 sir和吳 sir已經帶住我們

通山跑! 

 

2005年 12月 madam Hung，madam Lam和書鴻 sir

加入 162 導師團隊。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間，52

分隊方煒鍵隊長協助 162分隊，「落手落腳」教導

我們基督少年軍的運作及禮儀。 

 

2006年 12月立願禮，已見到 madam Wong的

蹤影，其後 madam Wong亦正式加入 BB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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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月九中區步操比賽冠軍(第一次獲步操獎)

及 2011年 2月 20日會長盃決賽季軍。 

  

2012年 12月首次獲得會長盃最佳制

服獎。 

 

2013年 12月 BB162 十周年立願禮。 

 

2015年 5月第 1次分隊宿營。 

 

多年來積極參與總部籌款活動，2015年 5月在校售賣樂

滿罐，2018年 11月 Anchor Run。 

  

2016年 9月書鴻 sir成為第 1個蒙

神呼召作全時間事奉的 BB162隊員。 

 

2018年 12月 22日第 15週年立願禮，多謝您

的蒞臨，讓我們立願禮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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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分享 
感恩今學年有很多新隊員加入 BB162 大家庭，他們有甚麼感想呢? 

 
 

 

 

 

 

 
 

  

 

 

 

 

 

 

 

 

今年是我加入基督少年軍第二年，在過去一年,我在少年軍生活當中學到

很多不同的技能如步操、急救等等，令我獲益良多。當中自然會遇到很多困難

的地方，我每當遇到困難時，各師兄師姐都樂於向我教導。在今年，我被選加

入步操隊，在起初的時間覺得好辛苦，好容易就想放棄，不過經歷多次練習後

便適應。 

我在步操操練時有很多不足之處，有時候可能會目光不集中四處張望，經

過練習後便改善下來。當我們今年於步操比賽獲得亞軍後，便會覺得好滿足，

好感動!一切的操練都是值得沒有白費的，希望下年表現繼續進步!加油! 

隊員-李芷葭 

 

自從參加了基督少年軍後，我的生活開始變得多姿多彩，不再煩躁

乏味。因為我們分隊會經常舉辦許多不同種類的活動讓我們參與，並且

讓我們從中學習到不同的技能。而令我最深刻的活動就是步操比賽了。

這個比賽不但能讓我們學到很多步操技巧，而且更是讓我們體驗到很多

新嘗試，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增進我們隊員之間的友誼，加強彼此之間的

默契。總括來說，參加基督少年軍真是令我獲益良多。它不但讓我多了

一班如手足般的伙伴，而且令我多了一份責任感，更學懂如何去待人接

物。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我的生活過得非常充實，還成長了不少，這

令我沒有後悔到當初選擇加入 BB。 

下士-陳穎生 

今年是我在少年軍的第二年, 我於中一時加入基督少年軍,回想當初

我是被招募宣傳的文字所吸引。 於加入後起初對步操不什了解亦提不起

興趣,對步操感覺很困難辛苦.但日子久了,經過反覆操練,讓我明白熟能

生巧.我漸漸地愛上步操,享受當中的過程。同時,另一令我感到開心的是

我在少年軍當中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隊員-吳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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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 162分隊已一年，參加了多個活動,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步操比赛。當我知道

我被選入步操隊的時候,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驕傲的我以為自己是一眾中二隊員中最合適的

人選，但是當我在操練過程中發覺自己並不是這樣，我發現我有很多的不足

之處，如:我不夠堅定、不夠謙虛，我的技術也不及別人好。這時候發現我自

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自己就開始感到心亂，而且表現愈來愈退步，我更

加感到害帕和自責，我害怕自己會令師兄師姐失望，因為這是中五的師兄師

姐最後一年參加步操比賽，看到他們擔心、憤怒、失望、不滿、傷心，看見他

們落淚，我心裡也感自責。我不想令他們有所遺憾。我希望進步，我更努力

去嘗試。一日一日的過去，一次一次的操練完結; 比賽日期愈來愈接近，練

習機會愈來愈少。終於來到比賽的日子，那緊張的心情無法形容。 

 

葉 Sir: 代表 162嘅你哋專心，專業，無悔咁完成今次比賽有冇問題？ 

隊員: NO Sir 

 

我地以這樣洪亮嘅聲音正式開始今年嘅比赛…… 

比赛結束，看到其他分隊都表現出眾，心裡忐忑不安。宣讀第三名是其他分隊時我們失望透頂

了，但「現在宣讀第二名的隊伍……第一百六十二分隊!」那時的歡欣喜悦真是無法形容，大家抱在

一起，很多人都因此落淚了，但慶幸的是，流淚不是為失敗而失望，而是為勝利而喜悅。這次步操比

賽令我們每個隊員都喜樂交集，但我們不可以因此而驕傲，更要為決賽作好準備。參加了基督少年軍

之後，經歷了更多我未曾嘗試的事情，從中讓我獲益良多，我沒有後悔加入基督少年軍，反而更想留

在基督少年軍作更好的表現。             隊員-李芷瑩 

 

今年的步操比賽，給我一份新的特別感受。因為今次應該是我最

後一次參加步操比賽，所以我對是次比賽特別重視，希望能夠取得好

成績，不要再重蹈上年比賽的教訓。 

比賽結束後,當大會宣佈我們取得亞軍的時候，心感很開心，很

感動，而且帶點意外，那份喜悅的心情在心裡很久也不散，感謝上帝! 

下士-譚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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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62 花絮  

 

 

 

 

 

2018-2019 合照 

步操比賽 

Anchor Run 慈善跑 慈善行 

FUN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