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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緒論 
童軍運動在香港發展，已經超越百年。領袖訓練工作一直不斷轉變，以配合香港童軍總會

（下稱「本會」）設定的抱負和使命，為童軍成員培育正確的價值觀。在領袖訓練課程提

供方面，我們還考慮到社會生態和文化的改變，面對挑戰，為培育高質素的領袖而不斷與

時並進，更新系統和訓練內容。2009 年初，訓練署把原屬兩項獨立和向外招標進行的研

究工作：「領袖訓練需要分析」和「檢討木章訓練系統」，合而為一，在訓練委員會主席譚

萬鈞教授協助下，我們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學術）侯傑泰教授答允，以顧問方式領

導訓練署及地域派出的代表，組成研究隊伍。 

  為有效推展研究工作，研究設立「領袖訓練需要分析」和「檢討木章訓練系統」兩個

工作小組和一個核心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成員名單見附件 1），由訓練隊成員，

羅維堅和吳家亮擔任主席。委員會成員都是來自地域和總部的資深總監和領袖，期間先後

經過三次籌備會議、六次核心小組會議、各八次的工作小組會議和兩次聯席會議等（會議

日期見附件 2），完成研究數據分析和討論。委員會設立秘書處負責行政工作，以及撰寫

研究初稿。最後由顏明仁和朱家聰等秘書組成員，整理研究報告後由核心小組同意通過，

並提交報告予香港訓練總監省覽。 

 

研究總目標 

本研究總目標： 基於「領袖訓練需要分析」和「檢討木章訓練系統」的研究，為木章訓

練系統提出改革建議。 

 

具體任務 

在領袖訓練需要分析方面，委員會設定以下具體任務： 

1. 辨別旅團、區和地域領袖應持有的態度、技能和知識等三方面之訓練需要； 

2. 理解在態度、技能和知識等三方面的表現與現有領袖訓練課程之差距； 

3. 消除以上差距的所需訓練。 

在檢討現行領袖木章訓練系統方面，委員會設定以下具體任務： 

1. 檢討和收集持分者對現行木章訓練系統，在目標、內容、結構、執行和行政方面的

意見； 

2. 檢討和收集持分者對現行支部與非支部的木章訓練系統意見，並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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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概要 

本報告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為緒論，簡述研究工作的背景和目的。 

  第二部份為研究方法和設計，簡介研究如何進行及數據取樣。至於木章訓練系統的文

獻分析和討論、聚焦小組討論和數據分析、支部研究分析報告、引用領袖訓練學院的課程

和訓練需要等資料都撥入附件，供有興趣者翻閱。 

  第三部份為研究結果和修訂建議。把研究團隊的修訂建議列出，由訓練總監及香港總

監等，決定是否接納。 

  第四部份為總結及展望。此部份指出木章訓練系統的修訂必須面對社會變化和領袖需

要，以及配合總會的發展目標。 

 

第二部份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是由核心委員會和兩個工作小組負責工作。首先經過三次籌備工作會議啟始，先進

行強弱機危分析，有助決定研究方向和策略，然後進行文獻分析（見附件 3），聚焦小組

訪談（見附件 4）則由地域派出代表負責執行，再蒐集資料分析。在工作期間，我們並研

究了 2010 年初發表的《支部發展研究報告》，探討領袖訓練工作要如何合作，始提出研究

結果和建議。 

  負責研究的工作人員，對領袖訓練具有豐富經驗及多年童軍行政經歷，成員來自總部

和各地域，具有充分代表性。在會議和工作討論中，我們檢視了完成木章人數 （見附件

五）和 1997 至 2009 年間開班數目與完成木章人數（見附件六）。聚焦小組訪談則由各地

域負責進行錄音訪談及經由隨機抽樣選取 50 人參加（討論問題、數據和分析等資料參見

附件 4）。 

 

第三部份  研究結果及修訂建議 
本報告提出以下建議： 

1  領袖訓練需要方面 

在領袖訓練需要方

面，針對下述建議提

出對策： 

1). 為旅團提供稱職的領袖訓練與支援 

2). 加強技能施訓及籌組活動的訓練課程，用以增強領袖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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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練知識與技能 

3). 木章訓練並不能夠對所有領袖均具備吸引力。同時有些領

袖並非自願參加，或是缺乏參與訓練熱誠和動機 

4). 檢視現有訓練班是從領袖角度看青少年，還是從青少年角

度看他們的需要。以及檢視訓練班資料是否與時並進 

5). 編列一套綜合訓練系統，讓領袖完成某個支部訓練後轉到

別的支部服務時，能夠豁免已經完成的類同課節/活動，減

省重覆訓練 

 

2  修訂現行木章訓練系统 

參加領袖訓練的學員，大多是來自各支部的新領袖，或有興趣加入成為領袖的人士（包括

深資童軍和樂行童軍支部的成年會員和會友委員，或其他人士，如教師、社工、大學生和

家長等）。對木章訓練系統修訂方面，我們必須重申以下項目： 

初步指導 6). 「初步指導」為領袖木章訓練系統的首項訓練 

完成兩個技能訓練班 7). 受訓領袖學員必須完成一個指定和一個自選的技能訓練班 

增加安全和青少年

課節 

8). 為配合社會需要，於「領袖初級訓練班」引入「童軍活動

的風險安全措施和指引」及「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成員免受

侵犯措施和指引」等政策資料的新課節 

單元工作坊 9). 選定課節，以單元工作坊形式進行，例如將「程序設計」

和「團的聯繫」等課節，探討能否以工作坊形式，於基本

訓練班和高級訓練班外進行 

10). 把部份課節，例如「國際童軍活動」、「總部支援」改為工

作坊形式進行，並把重點放在如何執行及需要符合的行政

要求 

領袖取得「正式領袖

委任」資格定義為 

11). 領袖完成所屬支部基本訓練班、基本在職訓練、以及所屬

支部的技能訓練班後，即具備正式領袖委任申請資格，稱

為受訓領袖（Trained Leader）或具委任資格領袖（Warranted 

Leader）。只完成基本訓練班的領袖，稱為初級或見習領袖

（Junior or Provisional Leader）。取得木章的領袖稱為木章

持有人（Wood Badge Holder）或稱職領袖（Competent 

Leader） 

進一步研究 12). 研究什麼課節能夠編排到領袖自學系統及單元工作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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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現行系統，變化為新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選用新「領袖木章訓

練系統」 

13). 將現行系統簡化，修訂為「初步指導、基本訓練班、基本

在職訓練、必修和選修技能訓練班、高級訓練班、高級在

職訓練」，以及沿用領袖自學套包，加入領袖自學系統和單

元工作坊等。 

新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正式領袖委任

頒發木章

暫許領袖委任

初步指導 1

初級訓練班 2

基本訓練班 3

基本在職訓練 4

高級在職訓練 6

技能訓練班 (必修) a

技能訓練班 (選修) b

領袖
自學套包

i

領
袖
自
學
系
統

ii

單
元
工
作
坊

iii

完成木章訓練，繼續進修

高級訓練班 5

 

五個支部、旅長和總

監 

14). 木章訓練系統保留現行的五個支部：小童軍、幼童軍、童

軍、深資童軍和樂行童軍，以及「旅長和總監」 

基於非支部和會友委員完成木章訓練的人數相對較少（見附件

五），為精簡人力及簡化制度 

15). 建議會友委員或非支部學員接受木章訓練時，任擇其一支

部或「旅長和總監」之木章訓練 

對領袖參與訓練班的

要求 

16). 堅守童軍訓練方法，以實踐小隊（團隊）合作和互動為手

法，重視樂趣和多到戶外進行，儘可能讓領袖親身經歷作

為成人領袖對青少年成員的要求是怎樣的 

17). 學員參加指定訓練班（初級、基本、高級）時，必須全期

出席 

使用數碼科技 使用科技和檢視現有領袖木章訓練之內容及安排，以數碼方式

配合個人需要和確定本會使命和抱負能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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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發展「領袖自學系統」。將學習材料上載網絡世界，讓領袖

學員自學和進修；以及探討利用網上世界作個別或小組導

修，加入自我評核的機制等 

取消非支部領袖木章

訓練系統 

基於此系統取得木章的人數有限，於精簡人力與制度的原則下 

19). 建議取消非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20). 非直屬支部領袖在進行木章訓練時，可以選擇參加任何一

個支部訓練系統 

21). 旅長、總監和政務委員參加木章訓練時，可以任選一個支

部訓練系統或總監訓練系統 

取得「暫許領袖委任」

和「領袖委任書」資

格要求方面 

22). 完成「初步指引」後申請人始具「暫許領袖委任」資格 

23). 完成「基本在職訓練」及兩個必修和選修的「技能訓練班」

後，獲取「領袖委任書」申領資格 

 

3  領袖訓練內容：課程及訓練方法 

領袖要能夠勝任工作，必須掌握童軍理念，明白「政策、組織及規條」和負責的領袖角色。

同時，訓練於跨支部上的共通內容要加強  

青少年身心認知方

面 

24). 增加課題，例如青少年心理和成長需要 (五至廿六歲)、如

何處理青少年問題、如何教導青少年、人際關係和與青少

年溝通等 

25). 研究於基本原則訓練班後，可否把心理學列為必修項目 

實務及應用訓練 26). 增加實務及應用訓練，例如歷奇挑戰、山藝遠足、航天訓

練、安全措施、遊戲活動等 

發展活動或訓練資

訊交流平台 

27). 舉辦不同的單元工作坊 (例如口號及步操、旅團典禮儀

式、應用繩結……等等)用以發展訓練資訊交流平台 

28). 推動旅團交流工作坊，有助日後的覆修訓練 

經營旅團實務有關

自學課程和單元工

作坊 

29). 研究舉辦旅團行政、人力規劃、領袖人際關係、溝通技巧、

決定與策劃、財務管理及增強領袖自信等自學課程或工作

坊 

價值培養方面  30). 運用童軍誓詞和規律加強生命教育、價值觀、公民教育與

靈性教育等 

針對不同支部的獨

特需要方面 

31). 加深樂行童軍支部的「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課程 

32). 加強小童軍和幼童軍領袖「怎樣和小幼童軍溝通」及「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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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和小幼童軍相處」訓練 

領袖初級訓練班 33). 增添初級訓練班實務內容和活動，增加學員實習機會 

增加木章訓練內容 34). 增加急救訓練。考慮列為必修訓練項目 

訓練內容務求實用 35). 重視團集會規劃和設計活動的訓練 

理論及安全教育類

別的課節編排 

36). 研究是否應把理論及安全教育課題編排在較後的階段舉

行，例如基本原則訓練班後始進行 

 

4  執行訓練 

發展網上學習平台

及製作領袖手冊 

37). 建立網上學習平台及製作領袖導向手冊。平台上要詳列各

種訓練班或工作坊的內容及學習目標，所需童軍基本技

能，活動教材，課節筆記等 

在職訓練評審 38). 於評審〈在職訓練〉工作方面，制訂更具體的指引供審核

員使用，理解相關訓練政策的意義 

訓練時間安排 39). 將木章訓練部份課程分拆，部份以單元工作坊形式舉行，

方便領袖進修 

40). 在指定的訓練班（如初級、基本、技能、高級）繼續實施

100%出席要求。用以確保學員與伙伴建立互動和支持，產

生團體動力。對特殊原因而缺課之學員，於得到班領導人

同意和支持下，繼續容許以補課／測試／完成事工等方式

完成有關訓練 

為新加入童軍運動

的新領袖和有童軍

經驗的領袖的訓練

安排 

41). 為「新領袖」於完成＜領袖初級訓練班＞後增辦工作坊，

深化童軍知識及提供更多獨立帶領童軍集會與活動的方法

和示例 

42). 為「有童軍經驗領袖」及「新領袖」設立不同訓練內容 

深化團集會及活動

設計 

43). 將團集會及活動設計（Programme Planning），在基本和高

級訓練班內，引入遞進元素。高級班時，強調深化和改進 

基本在職訓練 44). 研究是否需要把基本在職訓練分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

是在完成〈基本原則訓練班〉後進行，旨在體驗團集會及

加強團務工作實踐。第二部份則沿用導師（Mentor）制加

以指導 

配合支部研究報

告，讓教練員參加技

能訓練班 

教練員現時不具資格申請基本或以上領袖訓練班。為充分發揮

深資和樂行童軍支部發揮「準領袖」培訓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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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議接受成年的教練員、深資童軍和樂行童軍等，參加各

支部的木章訓練班和不同的技能訓練班 

何時開始另一支部

的木章訓練 

46). 建議由該支部的「基本木章訓練班」及必修技能訓練班開

始 

技能訓練班開始的

時間 

47). 完成「領袖初級訓練班」者即具資格報讀技能訓練班資格 

上課模式和時間長

短 

48). 以傳統的訓練班方式（有助學員彼此認識、經驗分享、相

互學習和互相支持）為主進行外，同時發展網上學習，引

入自學系統，進行導修，以及評核／考核等。研究整個木

章訓練系統所需學習總時數能否不變，規劃各支部有相若

的學習時間 

資料發放 49). 增加資源，建構網上平台，並將訓練內容數碼化，以便把

理論及資料性知識內容，如集會示例等上網 

 

5  評核訓練 

評核系統 50). 研究發展網上評核系統及推行策略 

 

第四部份  總結及展望 
童軍的前輩，吳鉅源總監，曾經於香港童軍月刊第 86 期（1991 年 5 月）的專題表示： 

童軍運動的精髓在於其樂趣（Fun）及戶外活動（Outing）。支部

領袖訓練，除了向領袖灌輸必須的童軍知識或旅團知識外，還希

望透過角色扮演來領略小朋友的心態，祇有真正的實踐才可以知

道童軍的需要及能力。（香港童軍月刊第 86 期，1991 年 5 月，頁

3） 

時屬九龍地域的黃基安總監在同一期文章也曾提醒我們，領袖的心智雖然成熟，但訓練班

是要求他們以實際經驗，相互溝通和分享。通過在職訓練的學習，學員得到實際經驗，為

日後溝通及交流，提供有利條件，受訓領袖始會有實在討論和啟發。 

  2011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總會向所有參加領袖訓練班的學員發出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問卷，派出 398 份問卷，回收 348 份（回收率 87.44%）。分析數據顯示，受訓

領袖需要的是領導才、歷奇教育、遠足等戶外技能（見附件七），以及我們看重的童軍傳

統技能，例如領導技能、露營、先鋒工程、遠足、原野烹飪等。 

  現時的支部技能訓練班，本意是在有限時間內，讓學員接觸各種基本童軍技能，讓他

們日後自行深造。可惜，這卻導致支部技能訓練班的班期 (總天數) 甚至較高級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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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員深造和掌握技能構成阻礙。童軍領袖訓練重視小隊學習和互動，讓學員體驗小隊制

度的運作，所以，訓練人員一般要求學員全期出席，這便給那些在生活和工作難自我操控

的在職學員，帶來更大的時間挑戰。如果我們要鼓勵更多領袖得到基本訓練，使他們有資

格申請為持委任證的領袖，就有需要研究高級訓練班以下的階段，應該設定多長的受訓時

數。 

  此外，有興趣和需要，是兩種不同概念。現時的技能訓練，支部領袖並不感到是必須

的，我們建議要重新確認技能訓練班是重要的、是作為稱職領袖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在推

行技能訓練班時，我們要推廣掌握童軍技能是自豪和有用的之外，還要警覺於推行前，如

何預備足夠施訓人手和資源，開辦什麼支部的技能訓練班，以滿足領袖個人和童軍運動整

體的發展需要。 

  研究報告合共提出五十項建議（見第三部份），需要訓練總監和總會的最高決策人考

慮接納什麼。在接納修訂訓練系統後，有需要成立相關工作組，委任專人，做訓練階段劃

分，編定課節目標，安排改革時間表和進程，以及向訓練人員解釋改革的理念，以期取得

認同。 

  在實踐改革時，我們必須小心推行，確保變動能夠配合領袖和童軍運動的發展需要。

讓訓練人員同心協力，為香港童軍領袖提供最好的訓練，支援領袖為青少年成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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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核心委員會暨工作小組成員

名單 

1. 核心委員會 

 姓  名   訓練職銜   行  政  職  銜     

顧問 侯傑泰 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學術） 

主席   羅維堅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香港總監（專責） 

秘書 陳偉民 先生 訓練員 新界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青少年活動） 

 陳以謙 先生 訓練員 紅磡區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朱家聰 先生 訓練員 總部總監（數碼管理） 

委員   吳家亮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 

港島地域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甯基求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發展） 

 李啟明 博士 --- 署理助理總部總監（研究） 

 葉志成 先生 訓練員 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郭靈琳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訓練總監（領袖訓練） 

當然委員 譚超雄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副訓練總監（常務） 

當然委員 

(策劃人) 

顏明仁 博士 領袖訓練主任 副訓練總監（支援） 

 

2. 工作小組 

 姓  名   訓練職銜   行  政  職  銜     

「領袖訓練需要」 

主席   羅維堅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香港總監（專責） 

委員 陳偉民 先生 訓練員 新界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青少年活動） 

 陳以謙 先生 訓練員 紅磡區署理助理區總監（童軍） 

 甯基求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發展） 

   葉志成 先生 訓練員 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鍾惠芳 女士 訓練員 新界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雷智遜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郭志強 先生 訓練員 東九龍地域總部總監（童軍） 

 岑秀雲 女士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九龍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阮澤銘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港島地域署理助理地域總監（支部訓練） 

 歐陽楚源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副青少年活動總監(活動) 

當然委員 譚超雄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副訓練總監（常務） 

    

「木章訓練系統」 

主席   吳家亮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香港總監（青少年活動） 

港島地域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委員 朱家聰 先生 訓練員 總部總監（數碼管理） 

 甯基求 先生 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青少年活動總監（發展） 

 郭靈琳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助理訓練總監（領袖訓練） 

 李啟明 博士 --- 署理助理總部總監（研究） 

 霍偉倫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新界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李榮斌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九龍助理地域總監（訓練） 

 馮敬安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東九龍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 

 黃江啟 先生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新界東助理地域總監（特別計劃） 

當然委員 顏明仁 博士 領袖訓練主任 副訓練總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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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會議日期 
檢討木章訓練工作核心委員會 

 

籌備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議 20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 

第二次籌備會議 2010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第三次籌備會議 2010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 

  

核心小組會議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0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第二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 

第三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0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 

第四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第五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第六次核心小組會議 2011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 - 與「領袖訓練需要」﹑「木章訓練系統」工作小組進行聯席會議 

 

「領袖訓練需要」工作小組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第五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第六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第七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第八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 

第九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 

第十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木章訓練系統」工作小組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第五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第六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 

第七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 

第八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 

第九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 

第十次工作小組會議* 201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 -「領袖訓練需要」及「木章訓練系統」工作小組聯席會議 

* - 與「核心小組」進行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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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文獻分析：木章訓練系统回顧 

  在文獻分析和檢視方面，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檢視了不少文件與報告，包括香港戰後至

今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文件與報告（1960，1977，1979， 1980，1982，1989，1991，1993，

1994，2004，2006）、世界童軍協會 2005 年出版的《世界童軍運動成人領袖手冊》(World 

Adult Resources Handbook)，以及其他國家童軍會出版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如美國、英

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和台灣等。委員會同時研究了 2010 年由吳亞明總監負責的《支

部發展研究報告》。至於由外界機構負責的外判研究報告，亦加以分析，包括香港中文大

學研究團隊於 2002 年 11 月進行的木章支部領袖訓練系統評鑑報告（The Wood Badge Unit 

Leader Training Programme Evaluation Report），2006 年 6 月香港大學政策 21（Policy 21 Lt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負責的「非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報告（Review of Non-sectional 

Leader Training Programme Report）等。 

  在委員會和工作組的會議當中，我們作充分討論，並依數據分析結果，考量領袖訓練

需要和結合委員對訓練工作的認識，就現行領袖木章訓練系統，提出框架修訂建議。至於

新的階段劃分和具體的課節內容重編等工作，則期待訓練總監和香港總監等高層同意後，

始組織新的委員會或工作組負責。 

表一：訓練員、總監和成人領袖的角色 

 訓練前 訓練中 訓練後 

訓練員的

角色 

- 思考童軍運動的需要、目標

和方法。  

- 設定班前計劃。  

- 分發問卷  

-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  

- 經由地區總監接取報告。 

- 界定成人領袖的角色和活

動，與及童軍運動的要求。  

- 制定計劃，進行評估。  

- 組織模擬遊戲。  

- 以導師身份監控訓練。  

- 評估學習情況。  

- 指導學員採用系統性思維

方式。 

- 評估參加者的表現。  

- 向地區總監彙報。  

- 調整後續訓練內容。  

地區總監

的角色 

- 觀察學員。  

- 與學員探討他們的角色。  

- 分析童軍訓練的需要。  

- 向班領導人彙報工作。  

- 為學員參加訓練作準備。  

- 構建現實可行的願景。 

- 觀察及監督，以保證訓練中

的實踐計劃能夠應用於具

體情況當中。  

- 提供支持。  

- 觀察學員對團隊工作的參

與。  

- 針對班領導人的報告和建

議，採取實際行動。  

- 確定新需要。  

成人領袖

的角色 

- 確定提升知識、技能和態度

的需要。  

- 確定問卷調查或班前調查

反映出的具體需要。  

- 與地區總監討論上述需要。 

- 分析並闡釋自己的角色。  

- 界定履行該角色訓練需要。  

- 評估自己在參與實踐活

動、團隊專題報告及模擬遊

戲等活動中的表現。  

- 重新評估各項需要優次。  

- 界定個人需要。  

- 評估訓練活動和自己的表

現。  

- 將學到的知識技能運用到

旅團或活動中。  

- 對自己的工作方法作必要

的調整。  

- 完成實用習作。  

- 進行自我評估。  

- 確定新需要。  

- 確保訊息來源暢通，能夠充

分利用現有資源和個人資

源滿足新需要。  

- 尋求繼續訓練的機會。 

資料來源：世界童軍運動成人領袖手冊 - 第 500 節 提供訓練與支援 表 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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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出修訂前，委員會同意對領袖木章訓練系統提出任何的新設計時，必須考慮《世

界童軍運動成人領袖手冊》提及不同人士的角色（見表一），包括：為增進學員的積極性，

在決定訓練活動過程中，應該讓學員扮演重要角色。訓練員必須平衡木章訓練與成人領袖

的要求。同時，訓練需要的確認是可以在訓練前、訓練中及訓練後進行的。《世界童軍運

動成人領袖手冊》圖 503.2：統整、訓練支援流程圖的看法 (見圖一)對修訂木章訓練系統

時，提醒我們，除考慮領袖需要外，也必須從組織角度出發，始能進行訓練所需的統整、

訓練與支援流程分析。 

圖一：統整、訓練支援流程圖 

 

  提出修訂前，我們先行分析文獻，理解到世界童軍運動創辦人貝登堡勳爵早於 1911

年開始，就以一連串的講座，向領袖解說基本童軍知識，是為有系統訓練「童子軍」領袖

之始（吳文偉，1960，頁 1）。1919 年 9 月於基維爾營 (Gilwell Park)，首個木章訓練便是

由首任營主任聶禮 (Francis Gdney) 先生擔任班領導人，開啟影響全球的童軍領袖木章訓

練。 

  香港的童軍運動自 1910 年開始後（Kua, 2011, p.414），領袖訓練工作直到行政自立前

後，都是緊隨英國童軍總會所定的領袖訓練模式，進行領袖訓練工作，這是因為一九九七

年前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和英國童軍總會的海外分會。 

  前訓練總監盧偉誠先生（1991-1997）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領袖訓練基本分

為兩部份，實際是兩個獨立的訓練班。第一部份是初級訓練班，為所有童軍領袖而設，不

分支部；內容是童軍的基本理念、原理和技能。第二部份的訓練班，集中支部的實務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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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單一支部之領袖而設。在兩個訓練班之間，設有函授課程 (自修及解答問題)，由

學員筆答有關童軍運動理念、方法、技能及各項實務的問題。領袖需要完成兩個訓練班，

在函授課程及格，並有足夠在職訓練經驗，才算完成木章訓練。 

  盧偉誠先生的說法與吳文偉先生於 1958 年編譯的《訓練童子軍領袖》 The Training of 

Scouters 就指出香港的領袖訓練，歸納為三大類：訓導班 (Introductory Training)，初級訓

練和木章訓練 (Preliminary and Wood Badge Training)，以及一般訓練 (General Training)是

一致的。童軍的領袖訓導班大多利用下午或夜間，以舉行簡要講述的預訓班（Explanatory 

Course）開始。初級訓練班（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PTC）是本章訓練的首項正規課

程，當時的木章訓練班要由英國的基維爾營承認，取決條件有三：一是參加者至少有三小

隊；二是主持人是訓練組（即現稱的「訓練隊」））的組員；三是事前將程序呈請核准舉行。

PTC 是介紹小狼 (即現時的「幼童軍」)，童子軍和樂行團的實際工作。木章訓練班的目

的是示範實際童子軍訓練的目標和方法。當時的木章訓練班分為三段，要求木章候選人在

五年內完成木章的三個階段。第一段 (Part I) 是「論理的」、第二段 (Part II) 是「實際訓

練」，第三段 (Part III) 是「訓練實施」。對有經驗的領袖，鼓勵先參加第一段較先參加第

二段有利。經驗少的領袖，則先參加第二段，讓他知道訓練的好處，再去完成第一段的工

作。當年的第一段是在家進行的，一般是要求閱讀三項研究和有關書籍，對在該年擬定的

題目，寫下自己的意見，同意或不同意和建設性的批判。作答的記錄冊要經過區總監簽署，

同時要求領袖有六個月的童軍工作經驗。完成了寫作，經認可合格的，才能夠得到證明書。

第二段是在營地進行的，以集體訓練方式進行，「童子軍八日、小狼六日、樂行童子軍七

日或六日」。班職員於班中示範各單位的「應知」和儀式。第三段是領袖在得到第一和第

二段的證書後，由所屬的區總監作至少 4 個月時間的觀察，然後撰寫報告，決定是否頒發

木章。 

  已獲得木章和已參加初級領袖訓練的領袖可以參加「專門學科」（Specialist）和「技

能學術」（Technical）等一段訓練。專門學科是指短期和關於童軍活動的項目，如「童子

軍團領袖專訓班（拓展團）」（Troop Scouter (Develcrew)），「設備管理專訓班」

（Quartermasters），或為 18 歲以下人員而設的「小狼團教練員專訓班」（Cub Instructors 

Course）。技能學術訓練班方面，例如先鋒、林務、營火會領袖、營地管理員技訓班（Camp 

Wardens），以及追踪、造船和氣象學等等。 

  1968 年，英國童軍總會根據 1967 年未來動態委員會之建議，改革童軍活動的架構和

模式，其中一項是把木章訓練列為領袖必修課程。即是所有領袖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 (一

般是 5 年) 完成規定的領袖訓練課程，否則會被解除領袖職務。香港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也隨即因應本土客觀情況而作修改。1971 年生效的本港領袖訓練體系便分為十一個階段，

包括由區總監指導的初步訓練、領袖初級訓練班、函授課程(一)、領袖基本訓練班、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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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二)、實用技能訓練、實務經驗(最少 6 個月)、領袖深造訓練班、函授課程(三)、在

職訓練、專門技能訓練班。 

  由於香港社會的急速發展，童軍

運動人口不斷擴展，總會不時成立委

員會或工作小組檢討領袖木章訓練，

例如早在 1976 年開始，已設有專責委

員會處理改革研究及提出建議修訂童

軍領袖木章培訓系統，時任主席的前

訓練總監（1974 – 1975）古匡昌先生，

在 1977 年發表的《訓練研究委員會報

告書》第 18 頁就即提議木章訓練由

「初步訓練、領袖初級訓練、領袖基

本訓練班和領袖深造訓練班，以及領

袖函授課程」等組成，並建議各級領

袖須於兩年內完成基本訓練班，五年

內完成各級訓練 (見圖二)。 

 

圖二：1977 年建議的木章訓練系統 

 

  從 1989 年開始 (見圖三) ，

支部領袖訓練系統再分為四個階

段：第一階段為「初級領袖訓班」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

第二階段為「木章基本訓練班」

（Basic Course）；第三階段為「木

章中級訓練班」（Intermediate 

Course；第四階段為「木章高級

訓練班」（Advanced Course）。在

基本訓練班和中級訓練班，及中

級訓練班和高級訓練班之間各須

有三個月在職訓練，並必須完成

兩個認可技能訓練班（Practical 

Skill Training）。而在高級訓練班

之後，再有六個月的在職訓練，

始獲得木章資格。 

 

 

圖三：1989 年開始使用的木章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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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994年1月由林世光先

生任主席的《活動與訓練檢討

報告》公布，建議調整訓練系

統，把七個木章訓練程序（包

括小童軍、幼童軍、童軍、深

資童軍、樂行童軍、非支部領

袖及總監）減為四個（即幼童

軍、童軍、深資童軍及非支部

領袖）（見圖四）。 

 

圖四：1994 年建議修訂的木章訓練系統 

 

  1996 年，香港童軍月刊

145 期 4 至 6 頁，是訓練署發

出的公開文稿，就 1974 年至

1996 年，十個階段和七個支部

的領袖訓練體系，公布六大改

革建議修訂，包括： (1) 將領

袖訓練體系分為必修的基本訓

練和自選的深造訓練兩部份。

(2) 十個階段改為八個階段。

(3) 取消基本在職訓練的要

求。(4) 修訂各層面的課程，

以切合領袖的學習需要。(5) 

保留在深造訓練中的在職訓

練，並加強行政督導工作。(6) 

將訓練課程劃分為一般性和專

門兩類。一般性課程為全體領

袖而設，不分工作及職位。專

門課程只為同一支部的領袖或

工作性質相近的領袖而設。 

圖五：1996 年建議修訂的木章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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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12 月 15 日，訓練總監康寶森先生（1997-2007）發出訓練通告第 14/98 號，

向旅長和負責領袖徵集意見。文件展示的背景指出四點：（一）當時的領袖木章訓練遇到

各支部訓練班類別太多，導致人力資源分散，未能善用；（二）領袖在完成領袖木章訓練

後，未有足夠技能帶領及履行領袖的職責；（三）同一支部不同階段的訓練內容有重覆的

地方及（四）十階段的訓練稍長。建議修訂領袖木章訓練系統（見圖六）。 

圖六：1998 年建議的木章訓練系統 

 

 

  這修訂系統於初期施行時，基本原則和領導才訓練是讓各支部一起進行的。然而，在

實驗班成功舉行並不意味日後能夠順利推展。2004 年 3 月 15 日訓練通告第 11/2004 號通

告，修訂當時的木章訓練系統，把第二階段的領導才訓練調往「支部技能訓練班」，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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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部技能訓練班」的團集會、團活動及遊戲等課節調往「基本原則訓練班」，而且是

分為不同的支部舉辦訓練班。由 2000 年 4 月開始，領袖木章訓練遂分為支部和非支部兩

大類。當中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如下：(見圖七)。 

圖七： 2000 年 4 月開始使用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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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4 年再出現以下的修訂系統 （圖八）。 

圖八： 2004 年 4 月開始使用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非支部的領袖和總監則仍沿用 1989 年開始的做法，即學員必須參加初級、基本、中

級、技能班、高級訓練班和在職訓練。到 2005 年時，訓練署外判之研究，由港大的團隊

負責，檢視是否需要作出改變，研究建議非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維持不變，直到現在（見圖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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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沿用 2000 至今天 (2011)仍在使用的原有非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除分析香港的木章訓練系統轉變外，我們把香港使用的木章訓練系統，與美國、加拿

大、英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和世界童軍協會提倡的結構和內容進行比較。看到各

地的做法各有特色。例如成人救傷是紐西蘭和新加坡極為看重的課程。英國的系統則改為

33 項單元，參加者視興趣和擔任的角色，選修不同科目，而且由訓練顧問（Training Adviser）

負責訓練，再也找不到傳統童軍領袖訓練的特色。美國方面，則依然保留傳統，木章訓練

分為基本領袖訓練（Basic Leader Training）、深造訓練（Advanced Training）和應用期

（Application Phase）。 

  我們也比較香港各階段的支部領袖木章訓練課節，以及支部技能訓練班內容，與《世

界童軍運動成人領袖手冊》對比。大體而言，我們的編排是頗為接近的。總體而言，各國

各地的領袖訓練系統，是配合其民情、社會現況和文化而制定的，我們不能盲目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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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聚焦小組之意見 
聚焦小組座談會 

聚焦小組取樣自各地域五個支部領袖、非支部領袖及會友委員，共 50 人。本研究向受訪者介紹是

次研究如下： 

基於互聯網急速發展及社會環境改變等因素，全面檢討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班、童軍總監木章訓練班

及非支部領袖訓練班，刻不容緩。現行系統已運作逾十年，其中問題包括： 

a. 領袖的教授技能及領導方法未能提昇前線旅團對青少年的培訓和啟發； 

b. 理論和實務訓練在系統的次序中未能配合前線常務工作的需要； 

c. 漫長及欠缺靈活處理的訓練班/系統，令有意加入領袖行列的人卻步；  

d. 領袖對童軍技能及基本理念認知不足。 

為改善其中不足之處，本檢討經聚焦小組討論及數據收集分析後，希望達致： 

目標 

1). 明白和瞭解社會及各旅團領袖對訓練的需要； 

(a) 對學習模式及概念的改變，例如強調體驗學習、探究式學習，我們的教學模式，

必須反映這些改變； 

(b) 多瞭解潮流，明白其他不同團體與童軍活動的差異，從而配合需要，令童軍活動

更切合成員的興趣； 

2). 裝備領袖本身，把相關知識和技能傳授給童軍。 

聚焦小組要求提要 

1. 聚焦小組成員要求 

1). 每地域各自組成一組，每組包括五支部，非支部及會友委員 

2). 公開旅團及非公開旅團各佔成員一半 

3). 已領有及未領有木章者亦各佔成員一半 

4). 受薪職員、訓練隊隊員（包括助務員）不能成為受訪者 

2. 五個地域各只須舉行聚焦小組座談會一次 

3. 聚焦小組座談會所需時間為兩小時 

4. 各地域聚焦小組召集人如下： 

港島：阮澤銘；九龍：岑秀雲；東九龍：郭志強； 

新界：鍾惠芳；新界東：雷智遜 

 

聚焦小組座談會討論的主要問題 

1. 作為一個童軍領袖，你覺得有何需要？ 

2. 你覺得童軍總會在訓練方面，有甚麼需要支援？ 

3. 現行訓練班能否滿足你的需要？ 

4. 你對訓練班的意見。 

5. 你未領有木章之原因，你領有木章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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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座談會摘要 

一、作為童軍領袖，在訓練方面，你覺得有何需要？ 

1. 需要認識不同界別的團體以便統籌童軍活動。 

2. 部份領袖因經驗不足，需透過訓練班，增加對童軍訓練的知識，或需要有經驗的童軍領

袖帶領，進行活動。 

3. 領袖對所屬支部的童軍年齡界別的認識不足，應該於各支部木章訓練班中，多加入不同

年齡成長發展方面的內容。建議舉辦獨立針對青少年成長發展的訓練班。 

4. 因部份學校旅團領袖不足，提議學校旅團與公開旅團多合作舉辦活動，可於領袖資源安

排方面作出配合。 

5. 部份領袖在籌組活動方面，經驗不足，認為領袖訓練應 Learning By Experience，各領袖

需要多從活動經驗中學習。 

6. 鼓勵領袖在參與木章系統之前，先參與一些工作坊，當對童軍知識有基本認識才進一步

參與訓練班。 

7. 現行訓練內容十分充實，但現行訓練班模式較多資料性的內容，建議將訓練班部份內容

抽出來舉辦獨立的工作坊，領袖需要多些實踐及經驗分享原素；較理論性及資料性的內

容可利用網上資源給領袖預先參考。 

8. 領袖需要多元化的工作坊，更新已有知識及增進對非木章訓練內容，與童軍運動相關的

知識；工作坊可以提供實習及讓領袖於遊戲中學習，每位領袖可實習的時間可以多些。

多元化的工作坊如環保集會等。 

9. 不同模式的工作坊，可以提供選擇給領袖，領袖可於童軍訓練時，即時運用實習內容。 

10. 現行領袖參與童軍活動的經驗不同，剛參與童軍活動的領導，可以透過工作坊等初步瞭

解童軍活動。木章系統的訓練班較適合具備童軍活動經驗的領袖參與（如有童軍或深資

童軍經驗者)。 

11. 鑑於部份領袖對木章訓練的期望與學習結果不符，建議需要製作新的領袖導向手冊，詳

細列明各種訓練班或工作坊的內容及學習目標，以供參考。 

12. 樂行童軍領袖覺得在他們這部分的訓練被忽略；相關資訊亦很少。 

13. 樂行童軍領袖希望在訓練上，多舉辦有關「人際關係」、「交感分析」、「溝通技巧」等較

為深入的訓練課程。 

14. 小、幼童軍領袖希望在訓練上，舉辦一些有關「怎樣和小、幼童軍溝通」及「怎樣和小、

幼童軍相處」之訓練班。 

15. 有領袖提出家長雖有心力幫忙集會，但不希望穿著制服，建議暫時舉辦一些基本認識童

軍課程給予不穿著制服的家長參與，並提高他們對童軍運動的認識。 

16. 技能訓練可接受，但領袖輔導技巧欠佳，需舉辦有關輔導工作課程。 

17. 加強在童軍訓練上的專業化及認可性；（例如：高結構歷奇，山藝遠足，航天訓練）等。 

18. 希望在訓練上有持續進修的機制。 

19. 多一些實務性的訓練班。 

20. 班領導人之質素很重要。 

21. 有關安全性的訓練班較少，希望可舉辦多一些此類型的訓練班。 

22. 希望舉辦一些有關團行政、人手分配之訓練班。 

23. 希望舉辦一些有啟發性及進度性的訓練班。 

24. 希望舉辦一些有關由五歲至廿五歲青少年成長需要的訓練班。 

25. 希望舉辦一些有關旅團交流的工作坊，提供活動或資訊交流的平台。 

26. 希望舉辦一些有關遊戲活動的訓練班。 

27. 希望有一個平台，作為人才技能資料庫，把有不同技能之人才資料，訓練技巧，特別技

能等資料放上平台，讓領袖們從中獲取一些有用資料，從而能夠邀請有關人才協助。但

擔心有「山頭主義」問題出現。 

28. 多瞭解現時潮流與童軍活動的配合，引起成員興趣。 

29. 關注訓練靈性的發展。始終在規律上，我們有「對神明，盡責任｣的誓詞，不妨提供這

方面的訓練。不須指明是甚麼靈性（宗教）訓練，有加入靈性發展的課節便可以。 

30. 很多時候，領袖往往會遇到很多處理青少年的問題，希望有多些關於這些方面的課節。 

 

二、推行童軍運動時，你覺得童軍總會應該提供甚麼支援？ 

1. 除自學套包外，可製作多些如：訓練蹤橫等類型的書本給各階領袖；亦可製作網絡平台，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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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搜尋各項童軍訓練及課程資訊，同時亦開設領袖群組，定期更新各項童軍資訊。領導如有需

要，可於總會網站取的參考資料。 

2. 希望得到區及地域的幫助，例如辦金紫荊獎訓練營時，往往因領袖數目少以及經驗不足而未能

完成。區除可主辦訓練活動外，亦可以擔任良師益友之角色，旅團領袖可以透過參與大型活動

學習如何運作訓練活動、汲取經驗以及認識不同旅團領袖。 

3. 在訓練中應要有途徑給予領袖和其他領袖、機構或網絡合作。 

4. 新旅團及新領袖在技能訓練上可參與訓練班補充，但在一般行政上（例如：開新旅團申請表、

旅旗、購買制服、儀式及開戶…..等）欠缺資訊，希望總會 / 地域 / 區會提供有關提供資訊之

渠道，主動給予實質的支援工作。 

5. 學校旅團，老師往往充當領袖工作，而現時老師的一年制合約，將令他們對木章課程感到時間

過長而不切實際。原因是童軍木章課程需兩年才能完成，到時各老師不知會否仍在學校工作，

故此有領袖提出可否縮短木章課程所需時間及建議把在職訓練調配至和第二階段同步進行。 

6. 有領袖認為沒有門路，不知怎樣尋找各種資訊及支援。 

7. 希望總會 / 地域 / 區會多主動聯絡及支援旅團領袖。 

8. 建議設立創旅基金，舒緩新旅團及創辦新團的各項費用支出。 

9. 就現代(潮流)童軍活動的影響作出研究，把能引起童軍成員興趣的元素，相關資料提供給各領

袖。舉辦多些富吸引性的訓練班及活動，吸引各支部領袖參與。 

10. 「如何教導青少年」或「青少年的心理成長」的訓練班不足。 

11. 訓練班的資料不能夠與時並進，不能配合現時青少年的需要。現時的訓練班，多是從領袖角度

看青少年，而不是從青少年角度看他們的需要。 

12. 總會所舉辦的訓練班應以 3:7 的分配方法開辦，三成應是旅/團務行政工作或技能性課程，七成

應是如何教導青少年。 

13. 大型活動支援不足，總會提供的資訊速度較慢。 

14. 總會、地域及區的聯繫不足，很多資訊都不能下達到旅團。 

15. 總會制度有部份已不合時宜，太著重由總會所發出的資歷/資格，不承認外間資歷，持有總會

的證書者，方可帶領童軍成員進行相關活動；但現今有很多領袖均擁有不同種類的專業資格，

同時經驗豐富，總會是否可認同該等專業資格，相當於童軍總會所發出的資格，好讓領袖們更

能發揮和彈性帶領活動。 

16. 可否提供訓練小冊子或光碟給予新領袖，讓領袖帶領活動時作為參考。現時童軍物品供應社發

售的光碟，有部份資料內容不太明確，該等光碟用多個不同制式製作，在閱覽上出現問題，可

否重新製作？並發售給對童軍運動有興趣之領袖作參考。 

17. 《童軍基本技能教練手冊》所附的光碟內容不錯，但因為有部份電腦無法開啟檔案而看不到； 

《自學套包》看不懂，對領袖幫助不大，尤其是新進領袖。 

18. 總會、地域或區會所舉辨的訓練班，例如：射箭訓練班，除讓小朋友參加外，可否讓領袖旁聽，

將有關資料帶回自己旅團教授予其他小朋友。有與會者回應：「可否先在自己區內進行試驗？」。 

19. 因資歷問題及區會行政，令考專章出現問題，區會希望旅團以訓練班形式舉行某些技能訓練（例

如先鋒工程），但開辦此類活動，領袖必須有總會認可的資歷及證書，又要辦不同手續及通過

層層關卡，令人洩氣。 

20. 作為旅團領袖，希望可以有多些集會的模式（template )，放在網上給與選擇及下載。 

 

三、現行童軍總會所提供之訓練，是否能夠滿足你的需要？ 

1. 對非支部來說，訓練班內容可以接受。 

2. 在童軍支部來說，選擇不多，現行訓練班內容較少包括童軍成員專章方面的訓練資料，領袖

於完成木章後亦未必能帶領童軍成員考取專章。 

3. 建議除了現行總會的木章訓練班及技能班外，可多加一些工作坊及研討班，內容可多些有關

旅團行政及財務管理方面的知識。 

4. 建議可參考現行的常務基本班的模式，但內容可以調節至旅團的層面。 

5. 領袖有心來報班，但覺得報班及上班時，關卡太多、太麻煩。 (例如：報名時所屬地域優先、

上班須全期出席、有事情缺席沒有補課等……) 

6. 訓練班尚可，但希望小班教學及關顧學員多些。 

7. 希望訓練班完結後，仍有跟進小組幫忙。 

8. 製作單元工作坊 (例如：基本口號及步操、旅團禮儀、應用繩結…..等)，增強領袖自信。 

9. 接納各領袖報讀專業課程 (如：「人際關係」，「交感分析」，「溝通技巧」及「決定與策劃」等

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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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較需要一些技能性的訓練的領袖，滿意現時對總會的訓練班類別及數量。 

11. 可考慮木章訓練系统採用舊有的制度 – 必須完成指定的技能訓練班，以確保領袖有一定的技

能。 

12. 希望總會舉辦多一些有關「童軍活動」的簡介會，令各領袖可得到多些資訊，從而方便瞭解

童軍活動及於旅團舉行活動或訓練。 

13. 希望總會舉辦多一些有關各樣童軍技能與青少年成長有何關係的資訊課程；舉辦多一些針對

不同支部的訓練班、工作坊或聚會。 

14. 很多訓練班的深度及解說不足，導致領袖帶領團活動時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15. 贊成復行舊制的木章訓練，所有領袖應修讀最少兩個或以上指定的技能訓練班。 

16. 領袖訓練班的宣傳不足，領袖收不到訓練班的資訊，如童軍技能評審局的深造訓練班課程及

考核內容。 

17. 旅團領袖太多行政負擔，導致行政工作多於旅團活動，令兩方面得不到平衡。 

18. 各個地域訓練都有差異，未能統一。 

19. 可詢問小朋友有甚麼想學，向地域反映，並開辦相關訓練班，讓領袖先學習，然後返回自己

的旅團教授。 

20. 多參與技能班訓練對領袖肯定有幫助。 

21. 可否將技能班簡化，因應訓練班的性質轉為工作坊。 

22. 技能班可繼續開辦，另開工作坊作為輔助。 

23. 希望不要強迫領袖上技能班，因領袖工作關係未必能夠上班。 

24. 可否考慮在支部技能在職訓練實習時段，要求上一個技能班作為功課的一部份。 

25. 在課程設計上是否可考慮重新設計，將過時的部份刪減，加入新資料，讓領袖自行考慮，同

時可否遷就領袖，按自己的時間參加訓練班。 

26. 希望有一個人才技能資料庫。 

27. 想不到每次集會有什麼做，因成員進度、程度不一樣，希望有團集設計指引之類的書籍可供

參考，以往的團集設計指引只有 12 個星期，太少參考資料，如果有 52 個星期會比較理想。 

28. 集會時教授成員，想深入認識有關技能，但沒時間上現有訓練課程，希望有工作坊作簡單介

紹，因為網上可找到的教材很多，但不懂如何使用。 

29. 有些專章的內容，可選擇其中項目，但不明白如何才能達到考章的標準。 

30. 在旅團層面做旁聽，希望有平台交流，總會又問資歷，可先在區試行，例如舉辦訓練班時同

時邀請領袖一起參與，先認識，後交流。 

 

四、你對訓練班有什麼意見？ 

1. 現行所有木章訓練班出席率都要有 100%，部份領袖可能因未能出席全期課程，而放棄參與訓

練班。 

2. 現行所有木章訓練班均沒有考驗的制度(各項教練員及審核員除外)，領袖於訓練班過程中相

對投入不足，以致水準下降。但考驗制度則可能構成學習時的壓力。 

3. 部份領袖認為木章訓練班需要交功課，會構成壓力。建議減少或取消功課要求。 

4. 根據上述三點，建議考慮兩種並行制度： 

(1) 沿用現行 100%出席率而沒有考驗的制度，主要針對擔心考驗壓力的領袖； 

(2) 80%出席率但需要在課程後參與考驗的制度，主要針對不能全期參與的領袖。 

5. 每個地域對木章內容的演繹方法不同，建議盡量統一。 

6. 建議盡量減少 Combine Course ，如樂行童軍與深資童軍、幼童軍與小童軍等。因各支部訓練

內容不同，Combine Course 可能出現內容分配不平均的情況。 

7. 建議師資方面要安排有相關支部經驗的領袖擔任導師，特別是於 Combine Course 中，有可能

出現不同支部領袖擔任導師，故未能有效分享經驗。 

8. 對新入職而沒有童軍經驗的領袖來說，期望修畢領袖初級訓練班後，可以獨立運作童軍集會/

活動，可否在上基本班之前教授上述內容？ 

9. 木章的進度性課程太密，領袖沒有足夠時間去吸收課堂的內容。建議將部內容分開，以工作

坊形式進行。 

10. 可否將木章課程再拆散為個別單元，方便領袖選修。 

11. 現時木章系統中，支部技能訓練班的入學資格，是已領有有效委任證的團長或副團長，但一

些旅團的訓練員，因未領有有效委任證而不能報讀相關課程。建議放寬這方面的申請資格(例

如：若部份訓練班收生不足可接納訓練員的申請)。 

12. 有領袖覺得班費較高，詢問有否津貼資助？但亦有領袖覺得班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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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訓練班物資太多，可節省班用檔案夾及筆記紙，資料改存 USD 較實際。 

14. 公開木章系統課程內容，讓學員在網上可以下載相關的課節筆記。 

15. 領袖在上訓練班前，可以先從電郵上收到課節及筆記，讓學員先行預備及瞭解。 

16. 建議少用 PowerPoint 簡報，這太沈悶，可多作互動活動。 

17. 建議訓練班通告，詳盡介紹班內容，令領袖瞭解多些。 

18. 希望在訓練班完結後，新領袖仍有資深領袖為他們作明燈指引。 

19. 希望舉辦一日工作坊，工作坊包含幾項基本旅團訓練。 

20. 希望有小組提示、跟進、轉達、其他童軍訊息等等，給予每位領袖。 

21. 希望在網絡平台上加設領袖小組或小社群。 

22. 領袖初級訓練班，非常沉悶，內容過於單向，互動性不足。 

23. 希望在領袖初級訓練班內，安排探訪不同旅團及五個不同支部。 

24. 在領袖初級訓練班的課程內，希望可減少或抽起介紹地域或區會的部份，應該令各新加入的

領袖先對其所屬支部，多作瞭解。 

25. 減少行政程序。 

26. 某些訓練班時間太長，地點及交通不便。 

27. 訓練班沒有舉辦成功，可能與內容有關，是否先改善課程設計？ 

28. 訓練班要過夜，對領袖不方便。若領袖本身是已婚人士，配偶會有怨言或懷疑，男領袖會有

太太不滿；女領袖要做保養，不方便。不習慣跟不認識的人同一房間睡覺，感覺不好受。 

29. 以露營訓練班為例，可否按個人意願選擇是否留宿？訓練班是否要過夜，應作出檢討。 

30. 假如某類訓練班有晚會活動，完成後可否選擇回家，在下一天課節時再出席。 

31. 但亦有領袖表示：要看訓練班的內容及需要，就算經歷不好，也可當作經驗，但最好可以自

由選擇過夜與否，彈性處理。 

32. 可否將班期拉長，因部份領袖未必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假期。 

33. 將支部技能訓練班班期拉長，例如兩個營期可相隔遠些，不要連續兩個星期，因為領袖多須

輪班，比較易安排假期，希望總會照顧星期六、日需輪班的領袖。 

34. 可否設有補課制度？有些領袖因為工作關係，未能完成某些訓練班課節，可否由總會統一補

課事宜？讓領袖能完成領袖訓練課程，參與的機會可以提高。 

35. 進行在職訓練之前再上一個技能班，作為在職訓練的其中一個項目。 

36. 每個地域的訓練班所教授的內容並不一致，甚至出現領導爭論情況。 

37. 上技能班對領袖有幫助，但時間太規範，如情況許可，簡化後變成工作坊，不用學員到營地，

及不用過夜。 

38. 舉辦更多工作坊方便領袖學習，但技能班仍然繼續。有進度性會變成規範。 

39. 工作坊要有新鮮感，例如先鋒工程要融入生活。 

40. 確認政務委員身份，多開放訓練班、木章訓練班給與政務委員參與。 

41. 領袖初級訓練班及基本原則訓練班，欠缺吸引領袖上班的魅力，令領袖缺乏上訓練班的熱誠。 

42. 領袖初級訓練班及基本原則訓練班，主要是使用引導及參與性等手法作訓練，很難吸引領袖

再上下一次的訓練班。 

43. 木章訓練班可以加插多些心理學課程，特別是在基本原則訓練班後，或者是將心理學加入為

必須選修科。 

44. 領袖初級訓練班，可以再加添多些內容，現在略嫌課程太少，因為上完這個訓練班後，對於

從未接觸過童軍運動的領袖來說，仍是不太瞭解童軍運動的。 

45. 對報班已心淡，不想再報。 

 

五、未領有木章之原因？ 

1. 未領有木章之原因：是工作時間跟木章訓練班班期不配合。整個木章訓練系統需要很長的時間

完成。 

2. 木章訓練班的班期亦欠缺彈性，減弱領袖上班的興趣。 

3. 領袖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及家庭，時間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只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所以能完

成木章訓練也需要較長的時間。 

4. 有領袖因轉地域/區的關係而不知道正確的行政申報程序而未能完成木章訓練。 

5. 基本上對考取木章沒興趣 

6. 沒有木章也可在旅團任教，覺得可有可無，而且考取木章時間太長。 

7. 對於在職訓練存有見解，總覺得很困難，建議設立「容易，普通，較難｣的三級制度，方便領

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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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考取木章只是對自己的交代，沒有什麼重要。 

9. 領袖委任有真空期，希望總會了解，讓領袖在真空期內仍有上班的機會。 

10. 無時間、個人因素、木章不吸引、作為小童軍領袖，未覺得必要有木章、深資章軍木章班很少，

很容易錯過上木章班。 

 

領有木章之誘因？ 

1. 領有木章的領袖主要是對木章訓練有興趣以及希望透過木章訓練能更有效帶領旅團訓練及活

動。 

2. 本身是該支部領袖覺得有需要考取木章。 

3. 覺得有認可資格。 

4. 自己個人要求及責任，不想半途而廢。 

5. 是責任驅使，不足以推動領袖有興趣完成木章訓練，如團內大部份領袖已有木章，那麼新加入

的領袖便覺我沒有迫切性完成木章訓練。 

6. 有未領木章之領袖表示：有興趣完成木章課程。 

7. 作為領袖，參加訓練班是一種經驗，同時可與別人分享。 

 

有否考取第二對木章的興趣？ 

1. 部份領袖已領有第二對木章或正參與第二對木章的訓練，主因是希望了解不同支部訓練的內

容。其次是因為轉了不同的支部擔任領袖。 

2. 不會嘗試考取另一對木章，因領袖們覺得考取一對木章已花很多時間，所以考取完所屬支部的

木章後暫不考慮另一對了。 

3. 因上班必須有該支部的委任，如果已取得第一對木章，再上第二對木章的班便沒資格了。 

4. 沒有興趣做訓練助務員(TA)。 

 

工作小組疏理意見後，把評價依負面和正面列成下表： 

負面評價 正面評價 

 內容乏味； 

 時間不足； 

 缺乏激勵； 

 有領袖認為如果團內大部份領袖已有木

章，新加入的領袖便覺得完成木章訓練沒

有迫切性； 

 加上沒有木章也可在旅團任教，覺得可有

可無，甚至只為對自己交代，沒有甚麼重

要； 

 在行政上，各訓練班只優先取錄所屬支部

之領袖，因此在完成第一對木章之後，因

沒有其他支部委任而未能報讀其他支部

訓練班； 

 有領袖對於在職訓練存有誤解，總覺得很

困難，建議學員在選擇在職訓練班時，設

立三種不同程度的難度（容易、普通及較

難），以配合領袖的選擇； 

 舉辦相關工作坊，以便完成領袖初級訓練

班的領袖掌握童軍成員專章方面的訓練

資料。 

 對木章訓練有興趣，並且希望透過木章訓

練能更有效帶領旅團訓練及活動； 

 認為修讀木章訓練課程是自己個人的要

求及責任，不想半途而廢；而參加訓練班

是一種經驗，同時可與別人分享。 

 已領有第二對木章或正參與第二對木章

的訓練，其主因是希望了解不同支部訓練

的內容。其次是因為轉往不同的支部擔任

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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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各級領袖、總監及委員考取

木章人數 
(截到 23.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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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997–2009 年度 訓練班 

(木章班及技能班) 開辦數目及完成

木章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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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領袖課程及訓練需要調查 
香港童軍總會 

領袖課程及訓練需要調查問卷 

 

是次問卷採用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於 2011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舉行的訓

練班中派發。共派出 398 份問卷，收回 348 份，回收率為 87.44%。 

 

1. 你認為户外活動技能對帶領青少年的童軍領袖是否有需要？ (共 347 人回覆) 

(215) 非常需要 (131) 有需要 (1) 可有可無 (0) 不需要 

 
 

2. 如果以下是政府資歷架構或大學認可的課程，你會有興趣修讀哪一項？ 

（可選擇多項） (共 346 人回覆) 

(253) 領導技能 (Leadership Skills) (128) 遠足技能 (Expedition Skills) 

(217) 歷奇教育 (Adventure Based Education) (21) 沒有興趣 

 
 

3. 你會鼓勵領袖或其他童軍成員修讀上述哪一項認可的課程？（可選擇多項）(共 343 人

回覆) 

(265) 領導技能 (Leadership Skills) (182) 遠足技能 (Expedition Skills) 

(225) 歷奇教育 (Adventure Based Education) (13) 沒有興趣 

 
 

Version as at 

18.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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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哪些技能對帶領青少年的童軍領袖是有需要的？（可選擇多項） (共 347 人回覆) 
(295) 領導技能 (231) 先鋒工程 (108) 氣象 (266) 露營 

(255) 遠足技能 (158) 營火領袖 (60) 攀岩 (205) 繩藝 

(215) 歷奇教育 (219) 原野烹飪 (54) 射箭 (69) 船藝 

(22) 其他：心理輔導；帶領大型活動；進度性知識，怎樣帶領童軍有效進行進度性章；認識青少

年心理，與青少年及家長溝通的技能，領袖的自我認識；歌唱舞蹈；歌唱；兒童心理學；航

空、海；按個別領袖興趣及專長調節；藝術發展；情緒處理、心理分析；唱歌、手工創作；

領袖素質；溝通技能；航空技能，服務社區的有關技能；急救；步操；禮儀及步操；歌唱技

巧，舞蹈、故事技巧、急救；歌唱、手工藝；急救；組織及策劃活動技能 

 
 
 

5. 您會鼓勵童軍領袖報讀哪項技能課程？  (可選擇多項) (共 341 人回覆) 
(278) 領導技能 (232) 先鋒工程 (111) 氣象 (247) 露營 

(241) 遠足技能 (166) 營火領袖 (65) 攀岩 (194) 繩藝 

(204) 歷奇教育 (200) 原野烹飪 (63) 射箭 (74) 船藝 

(13) 其他：交感分析；心理學、輔導學；除上述技能按個人能力學習，也該認識青少年心理，及

溝通技巧；輔導技巧；航空、海；按領袖個人興趣選擇；以上所有，但根據自己各人的興趣；

唱歌、手工創作；急救；步操；歌唱技巧，舞蹈、故事技巧、急救；歌唱、手工藝；盡能力

修讀最多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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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個人有興趣報讀哪項技能課程？  (可選擇多項) (共 348 人回覆) 

 

 
 

 

7. 以下哪一項技能需要發展成為政府資歷架構或大學認可的課程？ 

（可選擇多項） (共 348 人回覆) 

(245) 領導技能 (100) 先鋒工程 (63) 氣象 (86) 露營 

(105) 遠足技能 (53) 營火領袖 (23) 攀岩 (52) 繩藝 

(192) 歷奇教育 (58) 原野烹飪 (16) 射箭 (39) 船藝 

(9) 其他：歌唱；無需要；有關童軍活動之課程與活動項目；航空知識；總會承認之資

歷；航空、飛行、飛機工程、船隻工程；以上皆無；沒有；資源運用；歌唱、 手

工藝 

 
 

 

8. 你的童軍職務是 (可選擇多項)  (共 273 人回覆) 

(22) 旅長     (15) 副旅長 (67) 團長  (100) 副團長 (79) 總監 

(91) 其他  

 
 

(227) 領導技能 (165) 先鋒工程 (100) 氣象 (177) 露營 

(168) 遠足技能 (128) 營火領袖 (61) 攀岩 (148) 繩藝 

(183) 歷奇教育 (165) 原野烹飪 (63) 射箭 (73) 船藝 

(15) 其他：心理輔導；步操、急救、觀察、航海、航空；歌唱；溝通技巧，青少年成長

心理；歌唱；有關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每項訓練、知識技巧等；荒野求生；手工、其

他技藝；飛行技巧、航海；唱歌、手工創作；航空活動徽章各級教練員訓練；領袖

素質；服務社區的有關技能；靈性修養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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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所屬的旅團及支部?  

 
A. 所屬的地域 (共 306 人回覆) 

(53) 港島 (62) 九龍 (78) 東九龍 (66) 新界 (47) 新界東 

 
 

B. 所屬的支部 (共 192 人回覆) 

(31) 小童軍 (45) 幼童軍 (86) 童軍 (24) 深資童軍 (6) 樂行童軍 

 
 

10. 性別:  (共 342 人回覆) 

(204) 男 (138) 女     

 
 

11. 年齡:  (共 343 人回覆) 

(98) 18-25 歲 (107) 26-35 歲 (68) 36-45 歲 (51) 46-55 歲 (19) 56 歲或以上 

 
 

 

12. 教育程度：(共 337 人回覆) 

(158) 大學或以上 (90) 專上教育 (24) 預科 (61) 中五 

(4) 其他：中七；IVE；中四；電機業技工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