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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紀念品設計比賽 及 LOGO設計比賽

12 月 6 日 (2:00pm – 5:00pm)
(星期日)
12 月 12 日 (9:30am-11:30am)
(星期日)

步操師資訓練班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5分隊
(太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15 日 (3:00pm – 4:30pm)
(星期二)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5分隊
(太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18 日 (7:30pm – 10:00pm)
(星期五)
12 月 19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綽越組
(待定)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82分隊
(奧海城)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22 日 (11:00am – 12:30nn)
(星期二)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 日
(星期四至六)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3分隊
(葵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小領袖訓練營
(突破青年村)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此課程符合
AOTC – 體能章

*活動或會因新冠肺炎疫情情況有改動，最新詳情請以G.B.網頁為準。

2020年度周年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2021 年 1 月 15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2021 年 1 月 16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22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1 月 23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29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1 月 30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31 日
(星期日)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2 月 6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草地球場及大禮堂)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大菴古窰古蹟遊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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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下稱G.B.)邁向六十周年鑽禧紀念，不知不覺間在這大家庭參與了三分
一的日子，回望盡是上帝的恩典與帶領。
在訓練及獎章的工作裡，很多機會與隊員一起，例如到分隊進行步操訓練、基礎小領袖訓
練，暑假的小領袖訓練等。與隊員一起相處及經歷，都是很珍貴的時間，看見她們的成長，
便是辛勞中最大的鼓勵。
當中最難忘的是綽越組的成立，最初名為「大專生團契」，聚集一班完成藍徽及年滿十八
歲仍希望留在G.B.生活的隊員/導師，每個月一次聚會，一起探索由隊員轉變為導師的身分
，分享生活的難處，互相支持，建立了緊密的情誼。兩年後，團隊慢慢成熟，2018年G.B.
正式成立「綽越組」，透過個人裝備、G.B.服事、團契友誼及本地&國際交流的四大方向，
提供更多機會參與G.B.不同層面的發展，放眼世界。感謝天父，綽越組現時有二十多位導師
及隊員，願主祝福G.B.的新力軍，願主繼續帶領G.B.的發展，能榮耀主的名。

格言：找尋、事奉及跟隨主。
宗旨：幫助少女建立自律、虔誠
與責任感的品格，體現豐盛生命
的真義、並成為基督的跟隨者。

使命宣言：以基督信仰為基礎，
藉制服團隊的訓練，培育女性良
好品格，成為領袖，服事人群，
見證基督的愛。

G B 冷知識

你知道嗎？

12

五年前加入總部成為同工，以不同的身分參與G.B.的發展，當中很多難忘與感恩。最感
恩的是遇上一班願意為G.B.付出的同工，這五年多來，一起籌備無數的活動，縱然遇上很
多突發事情及難題，大家仍無怨無悔的一起「拼搏」，為G.B.的事工同心努力。
最近很深刻的事，是今年度的周年大會，因突發情況，前一天得知會議要轉移到總部進
行，整個活動需要重新計劃，感恩天父給我們有彈性及應變的心，盡力將各項事項安排妥
當，我們一邊預備，一邊讚嘆祂早已為我們預備一切所需，最後，周年大會在充滿感恩及
喜樂的氣氛下完成。
或許我們各人的個性、處事方式、優缺點都不同，但卻有著合一的心，在事工上互補不
足，彼此配搭，成為美好的團隊。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在G.B.成長的您定有很多感恩及回憶，讓我們一起回顧主恩，
迎接G.B.六十周年。

G.B.50周年(2011年)那一年，有一個
名為「存文字．送愛意」
的慶祝活動，邀請了全港各分隊一起
設計紀念郵票的款式。
這個就是以當時得獎的幾位導師及隊
員設計的圖畫出版的紀念郵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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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金句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 十三13》

■黎曄恩女士
(總部高級事工主任、第2分隊隊長)

你知道嗎？

G.B.的四個獎章導向：

印刷量﹕2000份
編輯及設計﹕黎念恩、王敏姍
編審﹕李煥華、麥樣愛、蔡天惠、孫梓媛、黃翠賢、林敏怡

Spiritual」
「體能Physical」
「教育Educational」
「社會Social」
「宗教

地址：
電話：
WhatsApp：
傳真：
電郵：
網址：

首字母放在一起，可以組成拉丁文
「SPES」意思為

「希望」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志樓地下一室
(852)2694 9321
(852)6501 7226
(852)2602 7663
hq@gbhk.org.hk
www.gbhk.org.hk

答案請見本頁頁尾

初、中級組

高級、深資組

齊來猜猜！
G.B.夏季戶外制服的演變順序！

Emoji猜謎！
齊來猜出以下句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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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G.B.邁向六十週年撰文，感到十分榮幸。
「回顧主恩」這個標題勾起我在GB中的點滴。
七十年代，孩童的我，慶幸屋邨附近的青年中
心開辦G.B.，讓我成為隊員，接受全面的「六育」
發展並認識信仰。雖然我沒有什麼特長，但看見隊
員們動靜皆宜，上山下海滿有自信，隊內的導師榜
樣，富有生命力，也激發起我日後也擔起導師來。
八十年代，回饋G.B.，積極參與總部的事工，
協助委員會的策劃及推動，參與前線的服侍，夥拍
分隊的導師。屈指一算，現已接近三十載，建立了
深厚的友誼。
九十年代，耶和華是我家之主，感恩與丈夫一
同在G.B.委員會中有不同的委身，我亦再次投入分
隊擔任導師，看到女兒從小在分隊中參與成長，更
完成了小領袖訓練，透過領袖訓練活動，學習成為
一位愛神愛人的小領袖。
二十世紀的今天，「點亮傳承」見證着G.B.的
轉變，包括分隊組別的增加，培訓的成熟，參與國
際議會，對異象的敏銳，發展上滿有恩主拖帶。回
顧主恩，可以在任何地方，由個人做起，盼望大家
能繼續支持，守望G.B.往後的發展，深信上主帥領
保守，也祝福興起每一代的G.B.成為忠心的僕人，
一同尋找上主的恩典，喜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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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賢女士
(編輯委員會委員)

C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gb_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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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煥華牧師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人事小組主席、編輯委員會副主席)

回 想 當
初入職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
九龍堂事奉，胡丙杰牧
師說因我是女性，擔任G.B.
隊牧最合適不過，就這樣我便成
為第31分隊隊牧，有機會主領宗教
章、立願禮等，見證分隊成長。最深
刻的是，每年為報名參加分隊的女孩進
行面試，看見一雙雙滿有自信和渴慕的眼
神。此外，每次穿起制服，都贏得家長和
弟兄姊妹的讚賞，說它又漂亮又神氣。
2009年我轉換事奉崗位，堂會沒有分隊，
因為人數不足一直也未能開設分隊，按理
我應離開G.B.。然而，因著那份濃情厚意，總部起初邀
請我加入籌款小組，後來成為執委，擔任籌款委員
會主席，歷經數載。如今，以副主席身份繼續在
G.B.服事。感謝天父，讓我可以一直與大家
同行，互相建立。願神大大使用
G.B.，使我們活出豐
盛的生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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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一直保守及帶領香港基督女少年軍渡過60多年 , 經歷了時代中的轉變。
在油塘高怡邨設立總部
我們有9位全職同工
我們財政獨立
我們已增加超過200多位基督徒導師
年歲延伸至55歲以上的女松柏
在2006年成功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現在

我們的辦事處只有一張書枱
我們只有一位全職同工
經費曾由紐西蘭亞太區資助
往昔只有數十位導師
開始時，隊員只限於6-17歲少女
開始時，我們屬社團註冊

昔日

感恩在G.B.服侍的8年時間中，看到隊
員和自己的成長。
很享受與隊員相處的時間，每星期週
會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便過了一個半小
時。即使轉為網上週會，大家亦踴躍參與
，每星期大致也齊人，因為我們都珍惜
相聚的重要，就算週會沒什麼內容，
只要一起靈修、唱詩、禱告和傾
吓近況便滿足，在分隊中，
愛，從來都不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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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主恩 , 以上的銳變－見證香港G.B. , 在神的引領下不斷進步
■李麗娟女士
(人事小組委員、第14分隊副隊長)

■李家恩女士
■李家恩女士 (第78分隊副隊長)
(第78分隊副隊長)

眨眼間在G.B.擔任導師已有數年，
感恩自己所學的知識能夠與G.B.隊員分享
，令到週會可以有多元化活動。另外，因
為疫情關係，去到教會由六月二十一日恢
復，崇拜七月十五日再次暫停，所以今年
能夠與一眾導師、隊員以及總部的同工
穿起制服在七月五日的立願禮當中，
印象特別深刻。原來能夠穿起制服
出席活動並不是必然，還望疫
情能快點過去。

我覺得令我最深
刻嘅活動係去camp同埋
開學前嗰個運動日，我希望
可以一直留喺G.B.同大家一
齊整嘢食，傾計，靈修…
■馮家晴 (第78分隊 隊員)

雖然我參加G.B.只得幾
個月，但是我在zoom上課都
很開心，因為我又可以學到很
多有關上帝的話語，又可以認識
新朋友。我在G.B.裏亦都想學
到團隊合作和更多有關聖經的
東西。
■鄭恩美 (第78分隊隊員)

校園裡的鳳凰木枯榮更替，已經幾十個年頭。第十分隊
也從開校到現在，走過高低起跌。經歷過數十人的光輝時期
，也曾只有寥寥數人的日子。
以往曾有很多制服導師在分隊中服事，但隨著導師年齡
要求提高，和學制的改變，不能再於中七時當導師指引學妹
，要靠畢業生回校帶領分隊。感謝主，在不同的年期都有導
師願意委身，把G.B.傳承下去。
此外，我們面對所有學校分隊都有的挑戰：隊員們都非
常繁忙，能投入參與G.B.的隊員愈來愈少。我們為留下來的
隊員感恩，也對離開或已畢業的隊員感到欣慰。G.B.的團隊
生活，已經在隊員的生命帶來影響，即使不在分隊服事，各
人都顯示出她們在G.B.裡培育出的領導才能、責任感，在教
會及學校等地方發光發亮。
祝願G.B.能繼續培養更多少女成為領袖，做福人群。

在這漫長疫情中，心情有很多的牽掛。
特別是我們一群年長的隊員，回顧過去的日子，
每星期我們會有相聚的時刻，一起唱G.B. Song、步操
、分享、代禱等。因疫情及限聚令，完全停頓了聚會
，聽不到隊員們說笑和喧嘩聲，我們只透過電話，互
相問候，在WhatsApp 裏分享近況，在足不出戶的日子
裏如何渡過。有隊員覺得生活煩悶，日常一盅兩件都
不能如願以償。希望疫情快些過去，怕自己年紀大，
忘記步操口號的指令及考章訓練。
令我非常欣賞和敬佩的是隊員持守學習的精神。盼望
主耶穌看顧保守她們。
同時感謝G.B.總部同工，分隊的小女孩們致電慰
問關懐，閒話家常，好溫馨，好窩心呀！人間有情，
謝謝妳們！盼望疫情盡快完結，一起再相遇相聚，為
主作更美好的見證，榮耀主名！阿們。

「識時務者為俊傑，通機變者為英豪。」記於《晏子春秋》內，意思是要有洞悉當前局勢的眼光，還要學會變通，
才可以成就一番事業。
當今世代演進，人心轉幻，誰能把握先機，便可運籌帷幄，知進退，迎挑戰。
人心還是渴望的時代領袖的出現，在混沌的世途倚靠指南方針，走出困局。
當今的時勢所需要的是識時務，通機變的領袖，一位時代領袖。
時代領袖，當然不是隨波逐流，東歪西倒的牆頭草；時代領袖，有堅毅的意志，清晰的方向，砍不動的基礎，還有
永不放棄的信仰。有如G.B.的格言：找尋、事奉、及跟隨主。
G.B.需要代代承傳的領袖，突顯不同時代特質的時代領袖（Time Leadership）：
找尋 Seek —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以信尋知）
事奉 Serve —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跟隨 Follow — Walk with LOVE in Truth（與愛在真理中同行）
Sculpt and Make up girls’own Life in His Time（在主內雕塑少女的自主生命）
迎見壬寅年的來臨，回顧主恩，過去恩典的歲月已成了日後成長的養份，數算主恩是為
了支取動力，成為適時的行動，造就少女行在真理中。
■李耀強牧師
(拓展委員會委員、第76、80分隊隊牧)

■羅應麗女士

(第73分隊隊長)

■蔡天惠女士
(執行委員會委員、編輯委員會主席、
訓練及獎章委員會委員、第10分隊隊長)

從家長到隊長，我和46B走過的日子

這一年，跟隊員
的相處，特別是靜宜
鼓勵我回教會，提醒我
在G.B.投入參與考章，
陪我同行。
■張淑棋
(第78分隊隊員)
這6年在
G.B.裡面，認識了好
多朋友，認識多了上帝，
令我增廣見聞，擴闊我的眼界
，特別是金徽小領袖。我學會了
不同的步操技巧，帶詩歌和遊戲的
技巧，和認識了不同分隊的隊員和
導師，令我可以和不同分隊的隊員
加深友誼。在考章方面，除了可
以讓我增廣見聞之外，亦可以
增廣我的生活知識。
■黃靜宜
(第78分隊小領袖)

報考金徽小領袖課程已
是七年前的事，好些課堂內容，
現在都不記得了，但當時最深刻的，是
導師講「僕人領袖」的一課。
僕人領袖的課題中，總離不開耶穌為門徒洗
腳的故事。願意放下自己成就人的領袖，放於任
何時代都特別難能可貴。香港亦如是，今時今日，
領袖的意義和角色似乎都有許多詮釋。
非常感恩，在G.B.當中遇過許多用心服侍的導師，她
們以身教，傳承為主作僕人的精神。在這些導師的栽
培下長大，我感受到諸多的關愛，亦讓我在日後成長
的路上能努力站穩。
感謝主在多年前找尋我，讓我先後作為隊員、小
領袖、導師及同工的身份事奉。期待往後日子裏，能
效法耶穌的領袖樣式，作為僕人跟隨主。

■黃鶴翎
(第78分隊小領袖)
感恩可參與G.B.，能遇到一
班包容體貼隊員的導師和一
隊心心相印的隊員。這幾年分
隊的活動愈來愈有趣，內容愈
來愈廣，我從中學到了很多
新知識，亦希望以後會有
更新奇的活動。
■黎念恩女士
(總部助理事工主任、綽越組成員)

回顧20載，細算主恩滿滿，盼望繼續生命承傳，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
分隊於1999年成立至今，當中也經歷過高低起跌。在2011年開始，分隊面對招募隊員的困難，甚至面臨休隊。
非常感謝導師們一直彼此支持鼓勵，禱告守望，堅持信念以不同的形式繼續讓分隊去運作。在各方的配合下，分
隊便於2011年暑假開始「小天使計劃」活動，共舉辦了兩年。感恩透過「小天使計劃」，成功招募了小隊員參加
G.B.，而當年的她們，今天仍然積極在分隊的週會接受訓練，並立志成為主喜悅的小領袖。
面對今天變化莫測的社會、日新月異的科技，分隊在栽培隊員訓練，更加要與時並進，關心青少年人的心靈需要
，成為她們生命同行者。感恩上帝的保守及不離不棄的培育，分隊能培育出不少出色的小領袖，現今亦成為社
會出色的領袖，在不同崗位上發揮自己所長，服務社群，作鹽作光！
其次，分隊十分感激家長們的支持，不單成為分隊義工家長，亦努力將G.B.介紹給不同女孩子，令更多女
孩參加G.B.，盼望她們能夠成為自律、虔誠、有責任感的女孩，生命更豐盛。
最後，必須感謝在分隊一直參與事奉的導師們（親密戰友），一直默默地奉獻自己的時間，恩賜
才幹。即使她們已結婚生子、面對日常忙碌的工作，仍然盡力抽時間參與分隊的事奉，以
愛去服事隊員。
願我們能繼續薪火相傳，實踐G.B.格言「找尋、事奉及跟隨主」一代接一代！

■李嘉齡女士
(執行委員會委員、
訓練及獎章委員會副主席、
人事小組委員、
第33分隊副隊長)

■李詠然 (第78分隊小領袖)
我從小五參加G.B.到現在已經中五，這
段時間除了玩樂，還學到很多。遇到一班
好導師好隊員，一起進步。最令我意料不到
的是參加了金徽紅徽，學習了更多技巧。
這段時間看着一個一個新隊員加入，壯大
了分隊，也令我成長。學識如何當一個領
袖，也在生活中與上帝更加親近。期望
我在日後也能一直增值自己，做一
個好隊員、好領袖，以及在生
活中好好運用在G.B.所學
到的一切。

G.B.是
上帝給予我的恩典和
祝福～ 因為G.B.，我學到很
多技能，包括領袖訓練、紀律、
待人接物的處事方式等等，也找到了
一群相親相愛的好姐妹，同時也能親近
上帝，學習祂的話語，跟隨祂。感恩上帝
可以讓我在G.B.中發光發熱，也希望上帝
可以繼續讓我事奉，繼續進修自己，不僅
能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跟隨者，也
能讓我將這份愛感染給下一代，榮耀主
名。
■羅相宜 (第78分隊小領袖)

第二分隊於1972年在YMCA九龍會所成立。2022年除了是GBHK 60周年，亦是第二分隊50
周年呢！真是很期待～～
在第二分隊當導師，真的滿有挑戰，滿有恩典。
回想起當初我剛成為導師，便來到第二分隊，本以為可以在這分隊跟有經驗的隊長及副
隊長學習，怎料，她們相繼都離開了分隊，頓時覺得無助。
而集隊的地方因著裝修、重建、改組，要遷往其他地方集隊，包括有學校、教會等等，集隊
地方細了，沒空間可以步操，隊員也因此流失了不少，由高峰的30多人跌至最少剩下2個。
雖然是這樣，神是聽禱告的。在過去這些年，不斷都有很多導師、小領袖到分隊實習，亦有
導師來幫忙。記得有段時間，我們更由九龍去到沙田，跟14分隊一起集隊。這樣，讓分隊可
以繼續運作。
感恩現在分隊有導師及小領袖的委身，培育一班活潑可愛的隊員。期昐隊員們在分隊中
繼續成長，活出女性良好品格，成為領袖，見證基督。
■植嘉慧女士
(執行委員會義務司庫、第2分隊副隊長)

我在G.B.裏已經兩
年了，這段期間在分隊
裏我覺得很開心，因為這裏
不但是很好玩，而且又學到
東西。我覺得去了G.B.分隊後
，我覺得我的teamwork進步
了，還有學了更多有關聖經
的東西。
■黃愛玲
(第78分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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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紀念品設計比賽 及 LOGO設計比賽

12 月 6 日 (2:00pm – 5:00pm)
(星期日)
12 月 12 日 (9:30am-11:30am)
(星期日)

步操師資訓練班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5分隊
(太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15 日 (3:00pm – 4:30pm)
(星期二)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5分隊
(太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18 日 (7:30pm – 10:00pm)
(星期五)
12 月 19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綽越組
(待定)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82分隊
(奧海城)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12 月 22 日 (11:00am – 12:30nn)
(星期二)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 日
(星期四至六)

豐盛組關心行動II – 探訪第73分隊
(葵涌)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小領袖訓練營
(突破青年村)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此課程符合
AOTC – 體能章

*活動或會因新冠肺炎疫情情況有改動，最新詳情請以G.B.網頁為準。

2020年度周年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2021 年 1 月 15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2021 年 1 月 16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22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1 月 23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29 日 (7:30pm – 9:30pm)
(星期五)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1 月 30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2021 年 1 月 31 日
(星期日)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2021 年 2 月 6 日 (10:30am – 12:00nn)
(星期六)

小天使計劃2021
(總部)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草地球場及大禮堂)

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此課程符合
AOTC – 宗教章

傳福音技巧班
(總部)

大菴古窰古蹟遊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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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計算小領袖實習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下稱G.B.)邁向六十周年鑽禧紀念，不知不覺間在這大家庭參與了三分
一的日子，回望盡是上帝的恩典與帶領。
在訓練及獎章的工作裡，很多機會與隊員一起，例如到分隊進行步操訓練、基礎小領袖訓
練，暑假的小領袖訓練等。與隊員一起相處及經歷，都是很珍貴的時間，看見她們的成長，
便是辛勞中最大的鼓勵。
當中最難忘的是綽越組的成立，最初名為「大專生團契」，聚集一班完成藍徽及年滿十八
歲仍希望留在G.B.生活的隊員/導師，每個月一次聚會，一起探索由隊員轉變為導師的身分
，分享生活的難處，互相支持，建立了緊密的情誼。兩年後，團隊慢慢成熟，2018年G.B.
正式成立「綽越組」，透過個人裝備、G.B.服事、團契友誼及本地&國際交流的四大方向，
提供更多機會參與G.B.不同層面的發展，放眼世界。感謝天父，綽越組現時有二十多位導師
及隊員，願主祝福G.B.的新力軍，願主繼續帶領G.B.的發展，能榮耀主的名。

格言：找尋、事奉及跟隨主。
宗旨：幫助少女建立自律、虔誠
與責任感的品格，體現豐盛生命
的真義、並成為基督的跟隨者。

使命宣言：以基督信仰為基礎，
藉制服團隊的訓練，培育女性良
好品格，成為領袖，服事人群，
見證基督的愛。

G B 冷知識

你知道嗎？

12

五年前加入總部成為同工，以不同的身分參與G.B.的發展，當中很多難忘與感恩。最感
恩的是遇上一班願意為G.B.付出的同工，這五年多來，一起籌備無數的活動，縱然遇上很
多突發事情及難題，大家仍無怨無悔的一起「拼搏」，為G.B.的事工同心努力。
最近很深刻的事，是今年度的周年大會，因突發情況，前一天得知會議要轉移到總部進
行，整個活動需要重新計劃，感恩天父給我們有彈性及應變的心，盡力將各項事項安排妥
當，我們一邊預備，一邊讚嘆祂早已為我們預備一切所需，最後，周年大會在充滿感恩及
喜樂的氣氛下完成。
或許我們各人的個性、處事方式、優缺點都不同，但卻有著合一的心，在事工上互補不
足，彼此配搭，成為美好的團隊。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在G.B.成長的您定有很多感恩及回憶，讓我們一起回顧主恩，
迎接G.B.六十周年。

G.B.50周年(2011年)那一年，有一個
名為「存文字．送愛意」
的慶祝活動，邀請了全港各分隊一起
設計紀念郵票的款式。
這個就是以當時得獎的幾位導師及隊
員設計的圖畫出版的紀念郵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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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金句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 十三13》

■黎曄恩女士
(總部高級事工主任、第2分隊隊長)

你知道嗎？

G.B.的四個獎章導向：

印刷量﹕2000份
編輯及設計﹕黎念恩、王敏姍
編審﹕李煥華、麥樣愛、蔡天惠、孫梓媛、黃翠賢、林敏怡

Spiritual」
「體能Physical」
「教育Educational」
「社會Social」
「宗教

地址：
電話：
WhatsApp：
傳真：
電郵：
網址：

首字母放在一起，可以組成拉丁文
「SPES」意思為

「希望」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志樓地下一室
(852)2694 9321
(852)6501 7226
(852)2602 7663
hq@gbhk.org.hk
www.gbhk.org.hk

答案請見本頁頁尾

初、中級組

高級、深資組

齊來猜猜！
G.B.夏季戶外制服的演變順序！

Emoji猜謎！
齊來猜出以下句子的意思！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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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G.B.邁向六十週年撰文，感到十分榮幸。
「回顧主恩」這個標題勾起我在GB中的點滴。
七十年代，孩童的我，慶幸屋邨附近的青年中
心開辦G.B.，讓我成為隊員，接受全面的「六育」
發展並認識信仰。雖然我沒有什麼特長，但看見隊
員們動靜皆宜，上山下海滿有自信，隊內的導師榜
樣，富有生命力，也激發起我日後也擔起導師來。
八十年代，回饋G.B.，積極參與總部的事工，
協助委員會的策劃及推動，參與前線的服侍，夥拍
分隊的導師。屈指一算，現已接近三十載，建立了
深厚的友誼。
九十年代，耶和華是我家之主，感恩與丈夫一
同在G.B.委員會中有不同的委身，我亦再次投入分
隊擔任導師，看到女兒從小在分隊中參與成長，更
完成了小領袖訓練，透過領袖訓練活動，學習成為
一位愛神愛人的小領袖。
二十世紀的今天，「點亮傳承」見證着G.B.的
轉變，包括分隊組別的增加，培訓的成熟，參與國
際議會，對異象的敏銳，發展上滿有恩主拖帶。回
顧主恩，可以在任何地方，由個人做起，盼望大家
能繼續支持，守望G.B.往後的發展，深信上主帥領
保守，也祝福興起每一代的G.B.成為忠心的僕人，
一同尋找上主的恩典，喜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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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賢女士
(編輯委員會委員)

C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gb_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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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煥華牧師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人事小組主席、編輯委員會副主席)

回 想 當
初入職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
九龍堂事奉，胡丙杰牧
師說因我是女性，擔任G.B.
隊牧最合適不過，就這樣我便成
為第31分隊隊牧，有機會主領宗教
章、立願禮等，見證分隊成長。最深
刻的是，每年為報名參加分隊的女孩進
行面試，看見一雙雙滿有自信和渴慕的眼
神。此外，每次穿起制服，都贏得家長和
弟兄姊妹的讚賞，說它又漂亮又神氣。
2009年我轉換事奉崗位，堂會沒有分隊，
因為人數不足一直也未能開設分隊，按理
我應離開G.B.。然而，因著那份濃情厚意，總部起初邀
請我加入籌款小組，後來成為執委，擔任籌款委員
會主席，歷經數載。如今，以副主席身份繼續在
G.B.服事。感謝天父，讓我可以一直與大家
同行，互相建立。願神大大使用
G.B.，使我們活出豐
盛的生命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