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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葵涌第十旅樂行童軍 王偉明

第 37 屆世界童軍會議及第 9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

其他參加者感想
東九龍第 1旅樂行童軍李菀斯後感
突尼西亞，一個充滿地中海風情的國家，也是第9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及
第 37 屆世界童軍會議舉行的地方。這是我第 1 次參與世界性交流的活動，
多少也有點擔心和緊張。幸好同行的劉家敏和王偉明經驗豐富，這才叫我鬆
一口氣。

童軍勇敢不怕難
由出發前的準備至活動完結返港那刻，我們遇上了不同的困難︰紀念章的
設計被旅遊發展局「彈」回頭（因我們用飛龍標誌），要從頭做起；出發前
兩天才接到通知要在青年論壇期間做展覽；在突尼西亞轉酒店時才發現酒店
名單上沒有我們4人的名字……面對種種困難，真的要無時無刻打醒十二分
精神，稍有差池便會影響香港形象。在這裏實在要多謝青少年活動署的Kent
和國際及內聯署的Fion，前者充當我們4人在香港的褓姆，後者則替我們解
決很多行政上的難題，與當地的籌備委員會聯絡，當然還有我們的顧問李勁
沖總監。
此外，委員會亦選出香港的許宗盛總監成為 2005 至 2008 年度世界童
軍委員會主席，領導全球2,800萬名童軍成員邁向童軍運動一百週年。許
總監是首位華人擔任主席職務，他表示在未來3年的首要工作是改革組織
內部的決策機制，其次是向中國大陸推廣童軍運動，與及把童軍運動重新
定位，以配合現今社會發展趨勢。

第 37 屆世界童軍會議

小組討論

第 37 屆世界童軍會議在 2005 年 9 月 5 日於北非突尼西亞展開，為期 5 日，
主題為 "Breaking Down Barriers" ，參加人數接近 1200 人，共有 122 個童軍
會員國派員出席會議。本會亦派出 18 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並由香港總監鮑
紹雄先生任代表團團長。代表團中 4 位 25 歲以下的領袖及樂行童軍（包括筆
者）更參加會議前在當地舉行的第 9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

大會在第3天特別安排各代表前往距離會場兩小時車程的羅馬競技場進
行小組討論。該競技場是全非洲最大的同類型建築物，亦是保存得最好的
一個羅馬競技場。討論小組以童軍運動策略作為框架，分別以童軍運動一
百週年 （Scouting's Centenary）、童軍運動之增長（Growth of the
Movement）及童軍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Impact on Society）進行討論
和作出建議。

會議由突尼西亞首相 Mohamed Ghannouchi 主持開幕典禮，並由世界童軍
委員會主席Dr. Marie-Louise Correa主持會議。

新會員國申請
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Beslidhja Skaut Albania）、馬拉威（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Malawi）
及畿內亞（The National Scout Association of Guinea）
即時成為世界童軍組織會員國，讓會員國數目增至 155 個。

世界童軍委員會主席及秘書長匯報
Dr. Correa在會上回顧了委員會過去3年的工作，內容包括增設檢討小組及
委任 Dr. Eduardo Missoni 為新一屆的秘書長，亦報告了 2002 年世界童軍會
議上定立主導童軍運動發展方向的 7 項優先策略的推行情況。
Dr. Missoni亦回顧了世界童軍組織的工作，內容包括會員國共同合作推行計
畫的經驗分享、變革管理、全新的溝通策略、童軍運動的國際定位、組織管治和
角色釐訂及“Breaking Down Barriers—Create a Better World”工作匯報等。
最後大會亦有其他匯報事項，分別是2007年世界童軍運動百週年紀念活動的
推行情況、會費提案，與外界機構合作的活動、世界童軍組織管治、世界童軍
基金會、世界女童軍組織及世界童軍物品供應社匯報、童軍運動優先策略——
會員國實踐策略情況、世界童軍宗教論壇匯報、國際童軍中心構思方案及世界
性活動匯報（包括第 2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第 21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第 12
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第 13 屆世界樂行童軍大會及第 38 屆世界童軍會議）。

獎項頒發
世界童軍會議亦頒發了銅狼勳章予9位童軍領袖，以表揚他們對童軍運
動的非凡貢獻。此外，大會亦首次頒發"Youth for Development Prize"予
曾參與"Youth of the World"計畫，而計畫創新的隊伍。獎勵分別按和平
（Scouting and peace promotion Environment）、環境（Creativity in
Environment Culture Development）與發展（Mantay: Mothers, Murals
& Mosaics ）3 個範疇選出一支優勝隊伍，獲獎隊伍分別為 Burundi 、
Bahrain和Ireland。

第 9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
第 9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於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在哈馬密，突尼西亞
（Hammamet, Tunisia）舉行，參加人數達到 181 名，分別來自超過 63 個
國家，是歷來參與人數和代表國家最多的 1 次童軍青年論壇。

大會在最後 2 天分別選出 2011 年第 22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主辦國為瑞典，而
2011 年第 39 屆世界童軍會議的主辦國則為巴西。

委員會選舉
會上各會員國投票選出 6 位成員成為 2005 至 2011 年度世界童軍委員會成
員，分別為 Therese Bermingham （愛爾蘭）、 Steve Fossett （美國）、
Nkwenkwe Nkomo （南非）、 Georges El Ghorayeb （黎巴嫩）、 Gualtiero
Zanolini （意大利）及Mario Diaz Martinez （西班牙）。

全球一體化讓青少年有更多機會與世界接軌，參與國際事務，但同時青少年
在生活上亦要面對來自各地不同的競爭和挑戰。第 2 個議題討論了有關於代
溝、衛生、失業、兩性關係、暴力行為、全球化、資訊科技、教育、基要主義
（fundamentalism）等問題，並讓參加者構思紓緩方法。

論壇就第37屆世界童軍會議的議程，邀請了世界童軍協會秘書長、副秘書
長及多位青年顧問（Youth Advisors）講解議程項目和分享地區發展概況。議
程重點討論項目包括：童軍運動的策略、童軍運動一百週年、世界童軍組織的
管治、溝通策略等，另外作出匯報的有歐洲區童軍會的青年參與程度。然後參
加者在大會上討論了6項由參加者提交的議題，題材主要集中在各地區的青年
參與情況、與非童軍組織的合作和童軍運動的社會定位。
然後，論壇安排了一節工作坊和公開論壇時段，供參加者自行組織工作坊
分享或討論議題。我們亦準備了一個工作坊，介紹香港童軍到內地參與活動
的情況。
大會在最後1天舉行青年顧問選舉環節，最後6名分別來自澳洲、科特迪瓦
（Cote d’Ivoire）、芬蘭、愛爾蘭、墨西哥和突尼西亞的代表獲選為青年顧
問。他們將聯同現有 6 位地區青年委員會主席共同籌備在南韓舉行的第 10 屆
世界童軍青年論壇，並由澳洲的 Rodney 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
大會的最後1個環節為青年論壇建議方案投票，各代表可以在事前向大會提
交建議方案，然後在投票環節上由全體代表投票決定是否通過。大會最終通過
16個建議方案，建議內容主要環繞青年顧問的角色、青少年成員在世界童軍
組織內的參與程度、組織的支援工作、童軍運動核心價值和定位、與外界機構
合作等。所有獲通過的建議方案會呈交予世界童軍委員會作考慮。
在世界童軍青年論壇及世界童軍會議舉行之間，大會安排了3天遊覽及文化
交流活動予出席世界童軍會議的參加者，節目包括露營、遊覽羅馬帝國統治時
期的競技場與城堡古跡、參觀市集、市政廳和高尚住宅區、營火晚會、科學園
等。（詳見網上直擊報道）

是次青年論壇的議題包括青年世界公民的挑戰（Challenges for young
global citizens）、青少年生活中的挑戰（Challenges in young peoples'
lives）及童軍運動中的挑戰（Challenges in Scouting）

我的感想

世界童軍組織於 2 0 0 5 年 4 月與聯合國千禧計畫（M i l l e n n i u m
Campaign）簽訂備忘錄，協助推動青少年關注全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與
問題。同時，世界童軍組織正式推出"Youth of the World"計畫，旨在引
起更多青少年關注社區發展問題和實踐改善行動措施，以配合千禧計畫訂
定於 2015 年達到的 8 項千禧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青年論壇的首個議題亦以千禧發展目標開展討論。參加者就8項千禧發
展目標（註1）和"Scouts of the World"計畫進行分組討論，並在論壇上
匯報討論結果。各項討論議題均環繞全球一體化對青少年的影響、青少年
在千禧發展目標中擔當的角色和青少年成員的配合進行討論。

於中國拓展童軍活動
會議上很多的童軍都很關心現時童軍運動在中國發展的情況。究竟童軍運
動可否在內地落地生根？作為在內地推動童軍運動的先鋒，香港未來有任何
路向？而香港，這個以地區，而非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童軍會員國，日後又
該如何定位？這些問題都值得各兄弟姊妹思考，畢竟這也是我們需要面對
的，亦是大勢所趨。

童軍運動中的挑戰

世界童軍青年論壇是一個國際性的意見交流平台，讓青少年成員討論和
發表他們對任何議題的意見，並在世界童軍會議上提出建議及參與決策過
程。世界童軍青年論壇每 3 年舉行 1 次，並會在世界童軍會議前舉行。

青年世界公民的挑戰

未來活動

青少年生活中的挑戰

比起亞太區童軍青年論壇，世界童軍青年論壇的議題牽涉了更多關於世界童
軍組織的管治和世界童軍會議的議程作全面討論，參加者必須對世界童軍組織
和世界童軍會議議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並對近十年世界童軍運動發展趨勢和
進度有所了解，方能容易掌握論壇的討論議程。而亞太區童軍青年論壇以及去
年本地的童軍青年論壇議題則相對來說較多經驗分享性質，參加者可以較易憑
個人參與童軍運動經驗，再加上個人對自身當地童軍運動發展情況有基本認知便
能易於掌握討論方向。此外，世界童軍青年論壇的代表制度和選舉制度亦依據世
界童軍委員會的選任模式而進行，制度較為完善和具有規模；世界童軍青年論壇
亦設有工作坊和公開論壇時段，讓參加者自行構思、設計和領導討論。
參與世界童軍青年論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了解世界童軍運動的發展趨勢和
掌握各地區的童軍資訊。若有興趣參加來屆在 2008 年南韓舉行的第 10 屆世
界童軍青年論壇的青少年成員，我建議參加者亦參與在2007年日本舉行的第
5屆亞太區童軍青年論壇，以吸收參加經驗和先對自己所屬地區的童軍運動作
更全面的瞭解，做好事前準備工作。

14 天旅程 經驗難忘
14 天的旅程雖然辛苦，但卻令我獲益良多。到訪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接觸來自世界各地、毫不認識的童軍，這確令人有莫大的震撼，也是一個很
美好的體驗。唯一遺憾是香港未能成功申辦 2011 年的世界童軍青年論壇和
世界童軍會議，希望汲取這次的經驗，下次會有更好的表現。各位童軍兄弟
姊妹，我們一起努力吧！

註1
聯合國訂定的 8 項千禧發展目標分別為：
• 消減極端的貧窮及飢餓（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and hunger）
• 普及全球基礎教育（Achieve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 促進兩性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women）
• 降低兒童死亡率（Reduce child mortality）
• 改善產婦保健（Improve maternal health）
• 控制愛滋病毒、瘧疾及其他疾病的傳播
（Combat HIV/AIDS, malaria and other diseases）
• 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發展（Ensu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全球化合作促進發展（Develop a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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