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每頁字數為 300 字，照片不多於 10 張；
•	請勿一稿兩投，除特殊情況外，本刊恕不接受已發表
過的文章；

•	稿件必須以原稿紙書寫或另附光碟 / 電郵至編輯組，
格式為 doc 或 txt；

•	數碼相片請勿插入文章內，須另儲存在 CD/ 電郵至編
輯組，格式為 jpg；

•	稿件敬請註明作者姓名、日間聯絡電話、所屬童軍單
位及職位（如欲以筆名刊登，亦須附真實姓名、所屬
單位及職位）；

•	每期的截稿日期為上月的 15 號；

訂閱 12 期《香港童軍》
只需填妥訂閱表格，並連同所需郵費（本

地訂戶只需港幣 45 元；而海外訂戶則需港

幣 90 元 /185 元）擲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

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

係署《香港童軍》編輯組。

本地訂戶	:	 www.scout.org.hk/article_

attach/7168/application_local_16.pdf

海外訂戶	:	 www.scout.org.hk/article_

attach/7169/application_overseas_06.pdf

監督：	 香港童軍總會

	 公共關係總監　何蘭生

總編輯：	 吳偉強

副總編輯：	盧韋斯、蔡嘉俊

執行編輯：	馮頴心、羅偉琴、黃瑩怡、馬藝尹

助理編輯：	何淑儀、趙思韻、朱泰來

總會網址：	www.scout.org.hk

廣告熱線：	2957	6364

出版：	 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係委員會

地址：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電話：		 2377	3300

傳真：	 2302	1087

設計承印：	博滙出版印務公司

地址：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2 號

	 泰力工業中心 12 樓 14 室

電話：	 2675	0011

印刷數量：	3,500 本

投稿細則
歡迎各童軍成員投稿，	請把作品擲交總會公共關係署《香港童軍》編輯組或電郵至 hkscouting@scout.org.hk。
無論是文章、相片、圖畫也無任歡迎，文稿一經刊登，可獲精美投稿章乙枚。
投稿細則如下：

•	本刊不設退稿（包括稿件、照片及圖畫）；
•	來稿者及有關專欄需文責自負，如引錄資料或他人文
章，須註明出處；

•	來相需由投稿者拍攝或已徵得拍攝者同意，確定版權
並無問題，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	投稿如在活動後個半月內擲交編輯組，將獲優先考慮
刊登；

•	編輯組保留來稿的刊登、出版、轉載、刪剪、修改、
展覽或作宣傳用途而不另行通知及付酬；

•	文章及相片被刊登後，本編輯組即有權透過本地及海
外媒體（包括網頁）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及相片。

ISSN 1814-0858

452

12

18

2021 年 12 月

14

16

hkscouting

編者的話

我們繼續介紹香港訓練隊的成就。訓練隊有一項優良傳統，就是以「關顧」為使命，推動師
父學長制，把童軍技能和領袖才能一代一代延續下去。我們從多位領袖分享心得，可深深

感到「從做中學習」的故事。

　　談到非華語人士，我們的印象只是伊斯蘭教、文化差異或語言不通等，其實只要我們放下
成見，嘗試多了解，大家都有很多共同價值。由童軍知友社主辦的「齊步110，分享你我他—
忠孝節團集會」，邀請了香港伊斯蘭教教長蒞臨，講解忠孝節 ( 又稱宰牲節 ) 的由來，以達
「藉著了解，打破誤解」的目的。

　　第 14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及第 42 屆世界童軍會議已於 7月和 8月間舉行。青年論壇主要
討論如何提升青年參與、社區影響及多元共融；會議則通過加強保護青少年免受傷害的憲章修
正案，並討論加強環境可持續發展、現代世界的童軍活動及童軍運動在和平方面的領導等多項
議題。

　　第 64 屆國際電訊日暨第 25 屆國際互聯日是每年 10 月香港童軍與全球童軍連繫的大型活
動。由於近兩年全球疫情肆虐，善用資訊科技便是推動童軍運動的重要手段。大會以「可持續
發展目標」為主題，參與者即席參與「地理寶藏」和「國際賞月夜」，讓大家只要有手機在手，便
可以享受參與童軍活動的樂趣。

總部動態
1	 訓練點滴	( 下 )

12	 第 14 屆世界童軍青年論壇	

14	 第 42 屆世界童軍會議

16	 第 64 屆國際電訊日暨第 25 屆國際互聯網日

18	 「齊步 110，分享你我他」—忠孝節團集會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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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主任 黃燁堂
  新界東地域訓練隊成立於 2000 年，時任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 ( 青少年活動
與訓練 ) 陳蔭昌廣邀地域內有志投入領袖訓練工作的領袖加入，我當時受邀成為首
批訓練助務員，從此與領袖訓練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後來，我分別於 2000 年獲委
任為領袖訓練員；2006 年獲委任為助理領袖訓練主任；2013 年獲委任為領袖訓練
主任，是「土生土長」的新界東地域訓練人員。

  經過地域訓練團隊的悉心栽培，我明白到領袖訓練的真正意義，應以受眾為
本，協助領袖完成訓練為目標。我們著重全方位的溝通及關懷，訓練人員均以誠
懇及謙卑之心與受眾分享童軍經驗和心得。我們亦注重創新，正因為新界東地域
訓練隊十分年輕，沒有背負太多傳統包袱，並得當時的負責人歐陽梓源及黃江啟
鼓勵，大家都勇於嘗試，以嶄新的方法推行領袖訓練工作，所以不時獲稱為年青、
有魄力及歡愉的訓練隊伍，我深信我們會繼續以「敢創追夢」的態度承傳下去。

訓練點滴 ( 下 )
文：訓練人員

繼上期與各位分享了香港訓練隊及香港訓練人員的點滴後，今期亦邀請了不同
地域的訓練人員，與各位細說領袖工作的苦與樂。

領袖訓練主任 陳萬傑
  2002 年，世界童軍組織於全球召募領袖到亞富汗協助
重建童軍運動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工作。時任助理香港總監
( 訓練 ) 康寶森委託麥錫康和我參與該計劃，並於 2003 年
11 月出發到當地進行訓練工作。戰後的亞富汗百廢待興，
街道上沒有路燈，車路用石頭作分隔線，遇有交通意外時，
人們便大打出手；當地的物資亦十分貧乏，要開車近一小時
到中部才能買到竹枝、木棍或繩索，十分困難。言語不通和
文化差異都使工作難以順利進行，幸而聯合當地的訓練人
員，參加者於教授集會程序及內容時十分投入，當地青少年亦沒有因戰爭而氣餒，
大家的眼睛發出希望的光芒。經過近三個月的訓練，當地領袖已能接手活動及訓練
工作，自行集會。戰爭總是無情及殘忍，他們經歷了我們不能想像的痛楚，再回到
原先的道路，希望他們都能重過美好的生活，祝福他們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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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雷智遜 
  隨著新界東地域成立，新界東地域的訓練隊隨之組成。初時人數較少，只有一位領袖
訓練主任及數位領袖訓練人員，有賴兩位前新界東地域副地域總監 (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
陳蔭昌和歐陽梓源帶領，奠定良好基礎。我們以「關顧 (Care)」為綱領，本著關懷與照顧
領袖的心，讓領袖領略箇中意義，從而把訊息及經驗帶回童軍旅，關顧成員所需。地域於
初期設立訓練隊「圓桌會議」，召集地域內有經驗的訓練人員，討論及建議訓練政策、隊
員委任等，讓副地域總監 (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 參考，提高訓練隊管理的透明度。目前新
界東地域有四名專科訓練員、四名領袖訓練主任、10 名助理領袖訓練主任、20 名領袖訓
練員及 39 名訓練助務員。

  自獲頒木章後，我跟「訓練」結下不解之緣，並於1999年起受邀加入香港訓練隊工作。
隨著新界東地域成立，我順理成章加入新界東訓練隊。回顧過去 20 多年，幸得一眾前輩

指導及鼓勵，還記得不少前輩給予我機會在各個地域之訓
練班觀摩及學習，讓我獲益良多。我在新界東訓練隊磨練
了不少本領，累積經驗，過去幾位地域訓練總監給予我很
多空間及機會嘗試，例如：以單元形式籌辦繩結班及確立
班務行政指引等，都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讓我累積經驗，
掌握訓練工作之真諦。

  本人蒙黃燁堂總監之青睞，獲委任為署理副地域總監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期望能不負所託，延續新界東地域
訓練隊之精神，讓團隊繼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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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黃堅毅
  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本人有幸於 2009 年加入訓練隊，成為訓練
助務員。時光荏苒，至今在新東訓練隊已有 12 個年頭。新東訓練隊成立
21 年來，成員不斷增加。正因如此，年青的我們更需要增值及創新，前輩
亦十分樂意分享經驗，薪火相傳。領袖訓練的路絕不容易，不僅需要了解
傳統童軍知識，還要配合新世代的改變，不斷學習，與時並進，才能繼續
邁向另一個新紀元。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張國良
  香港訓練隊貢獻良多，值得回顧。一眾領袖合作無間，致力完善木章
系統，配合年代需要。適逢 70 周年，雖受疫情影響，但我們會努力繼續
訓練工作，與一眾隊友並肩推行訓練抱負，期望取得優良成效。

  「為明天奠定良好基礎及可持續發展，與各方領袖彼此關聯、相輔相
成的支柱」，是支撐著我們堅持訓練工作的動力。

專科訓練員 ( 領袖訓練主任 )  周建初
  從這張訓練班舊照看出當時的訓練人員沒有投影機協助，只偶爾借助簡單教
具教學，但每個課節都準備充足，演繹如行雲流水，貼切生動，對答則盡其詳，
其中譚湘溥和古匡昌前輩所給予的印象尤深，足以作為我們的典範。

專科訓練員 ( 領袖訓練主任 )   陳蔭昌
  1968 年，我加入成為領袖。訓練隊像個大家庭，我先由設備管理
員做起，邊做邊學，直至嘗試過所有職位。每個訓練隊都有其特色，
有幸當過東九龍地域副地域總監 ( 活動與訓練 )，使我接任新界東地域
相同職務時有所依據，又得歐陽梓源總監協助，落實「師父學長制」，
每位訓練助務員均獲配師父學長，協助他們成為訓練員。助務員須經
過由「三四粒木」組成的「圓桌會議」通過才可獲晉升，推薦委任為「三四
粒木」亦要經此議會，制度有效運行至今。

專科訓練員 ( 領袖訓練主任 )   黃江啟
  適逢訓練隊 70 周年，有幸在此藉機執筆談往事，實在榮幸之至。1994 年獲
委任為領袖訓練員，至 1999 年應邀協助籌辦新界東地域訓練隊，後被委任為助
理領袖訓練主任及領袖訓練主任，兩個訓練班均在海外受訓，獲益良多。

  童軍生活中特別懷念在訓練活動的經歷，當中的苦樂參半。由開始只有 10
多名成員至今 70 多名，增長不算多，原因是必須要精挑細選，選取有心有力的
領袖，亦要理念相同及自願參與，我們以受訓者為首位，以訓練班之目的為基礎，
盡量照顧受訓者的需要及感受，從前我們曾遇到不愉快的經歷，都引以為戒，避
免重蹈覆轍。我們承傳貝登堡勳爵的理念，感染更多人在開心歡愉中接受童軍訓
練，成為良好公民，並吸引更多追隨者。展望未來，地域現由青年才俊當家。我
期望大家青出於藍，冀能多廣納年青有為者外，亦保留現有訓練領袖，讓童軍運
動繼續發光發熱。

總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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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陳浩智
  我由當初一名黃毛小子，甚麼也不懂，不斷地跟前輩學習，到被委任
為領䄂訓練員，至現在成為助理領袖訓練主任，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深刻
體驗。2020 年 7 月，作為第 27 屆童軍進度性獎章訓練班的班領導人，面
對疫情急轉直下，訓練需由實體教學轉為網上視像模式，幸好我們團隊抱
著「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終於完成任務。網上模式對本人及參加者均
有新的體驗，幸好有訓練隊前輩的教導及經驗分享，以及現今科技的支援，
才可以發揮薪火相傳精神，克服一切難題。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吳和來
  訓練隊中三個「不做訓練的訓練人員」分別是「吾」訓練、
「零」訓練及「憎」訓練，但他們卻是中堅份子，當有三人一起
出現，必為大家帶來歡愉及進度性的訓練。可惜，自「零」訓
練離開後，只剩下「吾」及「憎」訓練，變成「喜歡做訓練的訓
練人員」……

  我於 2018 年《承先啟後》新書發佈會上首次認識前香港
總監馬基年代的副香港總監陳溥志 ( 溥叔 )，我多了一份使命
感為新界地域訓練隊的歷史尋根。後來有機會與溥叔於網上、
茶聚及在他家中了解更多有關新界地域及訓練隊的歷史。某
資深「何」訓練人員笑稱，在同輩中我已是盡得溥叔的真傳，
了解新界地域早期有概括的歷史資訊，固稱我為溥叔最後的
入室弟子。

領袖訓練員 梁頌榮
  我自小加入童軍，學習各種技能，長大後順理成
章成為領袖，把自己所學傳授給成員。我在偶然的
機會下，協助領袖工作坊，第一次面對成年領袖，和
以往面對青少年成員截然不同，幸好順利完成。自始
發現，除了青少年培訓，成年領袖的培訓也很重要。
訓練一位好領袖便可好好培育下一代，引導他們成為
良好公民。這也是秉承傳統和薪火相傳的一種方式。
加入訓練隊後，我能與各位前輩和兄弟一起訓練及交
流，在教授技巧和知識等方面不斷進步。希望在未來
繼續努力，為訓練隊寫下光輝新一頁！

領袖訓練員 陳晶
  「人生有幾多個 10 年 ?」何況是 70 周年呢！很榮幸
見證香港訓練隊成立 70 周年。我的領袖訓練生涯不長也
不短，最難忘的是各位隊員敬業樂業的精神。訓練班中，
無分階級，大家克盡己任，當中只會聽到彼此幫助的慰
問，而不會彼此埋怨，充分體驗到「童軍相處如手足」的
精神。期望這些優良的風氣能一代一代延續。

  另外，協助各訓練班是我另類的加油站，不但給予我
各種正能量，如參加者的肯定或其他隊員的讚賞等，帶領
及參與不同的活動時，我能放下平常的包袱，歡愉地投入
活動，減了不少壓力！期望有更多領袖能加入訓練隊這個
大家庭，為推動童軍運動出一分力。

領袖訓練員 林曉義
  本人於 2011 年加入新界東地域訓練隊，訓練隊就像大
家庭，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單位，各兄弟姊妹有不同專長和
技能，但舉辦訓練班時，參加者能感受到默契和專業。地
域的學長計劃，令我得到學長和前輩的寶貴指導，改善不
足，迅速成長，新舊隊員的合作更可互補長短。最後藉著
香港訓練隊成立70周年，祝各位隊員心想事成，天天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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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員 黃家豪
  「薪火相傳」是童軍運動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及傳統，自小加入童軍的我早已深受影響。小時
候很多基本的訓練環節都是由隊長負責，而領袖則會教授隊長們進階的技能，周而復始，直到
我成為領袖，完成木章訓練。原本以為完成木章就是終點，但在高級訓練班時，與小隊導師聊
天才意識到只是一個開始。他介紹了訓練隊的情況，讓我擴闊了思維，知道領袖團隊需要訓練
隊去「薪火相傳」。後來我有幸加入訓練隊，成為領袖訓練員，十分享受能夠與其他領袖分享我
的知識，當中我發現學到的比自身分享的更多。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相信只要大
家抱著無私的心及終身學習的態度，童軍運動必定可以繼續發揚光大，惠澤更多青少年！

領袖訓練員 吳樹楓
  年輕時，有機會參與各項領袖訓練課程，深受前輩對訓練工作的熱忱所感動。獲
取木章後，一直渴望可以加入訓練隊，希望能如前輩一樣，培育新晉領袖。最初加入時，
或曾有所迷失，但隨著年紀漸長，在協助訓練班時有機會聆聽同儕分享，心態上都有
所改變。及後參與領袖訓練員訓練班，我就像進入鏡房中，從多角度自我檢討，反思
成年人於童軍運動的角色，明白培育領袖，協助他們提升質素是為了提供更佳的童軍
活動給年青人。成為領袖訓練員後，有機會擔任不同的訓練工作，最津津樂道的是成
為導修員，協助新晉領袖完成相關訓練，聆聽各領袖對於不同訓練的需要，從而協助
他們尋找正確的訓練方向。

  我不是精英，但很榮幸可以與訓練隊內各精英合作，為領袖訓練作出貢獻，最終
惠及成員。

領袖訓練員 黃澍斌
  回想當年參加領袖訓練班，班領導人介紹訓練人員時，
好像擔任青少年成員的領袖一樣，提供支援、輔導及意見，
與他們一同成長。感恩過去有多名前輩對我悉心栽培，提
供不少有用的意見，指引我進步，助我成長。加入訓練隊
後，體會到訓練人員一絲不苟，大至課節計劃、教材簡報
及場地布置，小至通告上的行文，旨在讓參加者清楚明白
重點。參加者對訓練人員正面的評價往往是推動訓練的最
大獎勵，感恩有多名同伴相助，互相合作，盡力完成每一
個訓練班及活動。適逢訓練隊 70 周年，藉此向各位訓練人
員致敬，冀望訓練隊繼續精益求精，讓童軍運動持續發展。

訓練助務員 黃文靜
  幾年前第一次協助的領袖木章訓練班，是我最難
忘和最吃力的童軍領袖高級訓練班。當時，我完成童
軍支部木章三年，開始接觸其他範疇的服務，機緣巧
合下答應成為該班的設備管理員。班職員看似容易卻
困難重重，準備工作不單繁複更要做得細膩。單是畢業
晚餐活動，除了參加者要配合主題裝扮，班職員也要
出奇制勝，擔任聚餐「侍應」，準備晚餐，整晚穿梭廚
房及會場，上菜、收盤及傳菜，忙個不停，雖然辛苦
但也是好經驗。領袖訓練的路還有很長，相信將來有
更多的挑戰等待著我們！

訓練助務員 蔡晉賢
  參加訓練隊讓我感覺時光倒流，現在以班職員的身
份看著當年青澀的我，在年輕時由前輩領導及教育，成就
今天的我。作為青少年成員時，我完成了三個最高支部
獎章，隨後成為領袖，有感領袖需提升教授技巧及行政
管理經驗，便參加木章訓練課程。童軍運動的範疇廣泛，
基於其獨特性，充滿著大量的隱藏知識，未能單靠文字或
圖片傳承，必需依靠領袖薪火相傳。我作為領袖的一員，
有責任將累積的經驗和知識，繼續傳承，迎接未來的發展
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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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助務員 何珈誼
  成為領袖後，我參與了不同的訓練班，得到各位訓練員的支持、教導及指引，協助我完
成木章訓練。

  加入訓練人員行列，我以不同身份參與
了各種訓練班。除了從旁聆聽訓練員的經驗
分享及技能教授，更有機會學習有關圖像、
文件處理及財務處理等技能。其中一次訓練
班，我擔任班務行政員，因為白天的工作繁
忙，導致處理文書時遇上不同的挑戰及困
難，幸得到其他訓練員的支持及鼓勵，我終
能完成工作。另外得到參加者的感謝亦令我
十分滿足。希望未來能從經驗中學習，讓自
己成為負責任的訓練助務員。

訓練助務員 吳昭鵬
  成為訓練助務員是邁進訓練人員生涯的第一步！加入新界地域訓練隊不經不
覺已兩年，回想當初獲邀加入讓我找到另一個目標。新的體驗讓我體會到訓練助
務員須不斷自我挑戰和學習。我發現隊員的道行均博大精深，不少前輩富有經驗
或獨當一面，值得我們學習。前輩們讓我學會了不同技能、經驗、組織及計劃、
正確觀念和態度、不同施教方法和技巧及不同層面的反思。曾有前輩與我分享他
面對家庭和訓練班的經驗，表示義工是一門「專業」，首要安排好家庭事務，再安
心處理訓練工作。面對成人領袖參加者時，不可能一瞬間改變他們的行為和思想，
我們可以在過程中以不同的施教方法、技巧、經驗及解說讓參加者學習。這番分
享令我有所得著，懂得如何分配時間。

  在訓練班講授課節最大感觸是參加者能夠在訓練班學到知識和技能後，帶回
自己所屬童軍旅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應用，這就是訓練人員的期望。協助訓練班
的過程中，令我認識訓練助務員的角色和功能。每參與和合作一次，便學會不同
工作經驗和技巧，不斷增值我的訓練生涯。我曾參與許多工作崗位，有不同的新
挑戰和啟發，為我的訓練生涯增添色彩，願所有訓練助務員在訓練路程上繼續發
光發熱，承傳這份熱誠。

訓練助務員 陳君儀
  參與童軍運動及青少年訓練已超過廿載，但參與領袖訓練還只是新丁。今年我
正式加入訓練人員行列，成為訓練助務員，非常高興得到不少機會，既興奮又緊張。
我參與了一連多個不同類型的訓練班，在前輩的指導下獲益良多。我明白團隊合作
非常重要，青少年和領袖訓練的技巧各有特色。在領袖訓練路上，慶幸有你們一起
同行，我還要不斷學習、參與及嘗試，謹記「童軍勇敢不怕難」，應對挑戰，迎接
未來。

訓練助務員 楊永康
  不同領袖在童軍道路上引領著我成長，尤記得參與木章訓練班時
有前輩分享領袖的自身理念及心態絕對影響整個童軍運動發展，童軍
技能可以不停操練，但理念及心態則要靠自身成長和身邊的良師好友
加持。感恩一直以來遇到許多良師好友，成為領袖後更經常跟不同前
輩合作，從他們的分享中我確信領袖訓練十分重要。感恩去年加入訓
練人員行列讓我有機會參與領袖訓練工作。

  童軍運動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如何配合現今世代的需要確實不易。
期盼能在學習中得到啟發，利用自身「尚算年輕」的特質，創造出更多
創新的領袖訓練方法及模式，吸引完成青少年訓練的成員加入領袖行
列，傳承創新並行，推動童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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