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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er　Philip TSANG Kwok-leung
　　I started my Scouting life as an adult and my leader training in 2003. I was an 
Assistant Scout Leader and left for some reasons after. One day, a young man said 
hello to me and I didn�t recognize him. He said that he was one of the Scouts in the 
group I was with. I was shocked that he remembered m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was 
invited to his wedding. He is now a proud father of two and has a job that we are 
proud of. I feel my time and effort in Scouting have been valued as we have one 
good citizen.

　　The Association had joined a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another uniform group 
and I was asked to help in one. It was a short programme and I coached one of the 
teams. On the last day of the programme, the group gave me a thank you card. It 
was heartwarming and the fuel to keep me continuing my training path.

　　Besides, in an opportunity given to me in a Scout Advanced Course in 2017, 
i was greatful to be the tutor. Even the course has finished few years, the patrol 
continues to have gathering till today. We become friends and have regular dinners 
and events together. I believe training and tutoring are not just about the course 
but also the ongoing after. Training is not just within Scouting but can be a lifetime 
experience. experience. 

專科訓練員 ( 領袖訓練主任 )　譚超雄
　　疫情期間，線上學習變成訓練工作的新常態和未來的
發展。雖然有一定的限制，但只要運用得宜便可以達到預
期的訓練效果，讓我們多添選擇。訓練人員要掌握不斷轉
變的學習需要，認識不斷發展的技能與知識，不斷學習對
應「無盡的深、無止的闊、無限可能」的訓練挑戰。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霍振聲
　　2003 年，為配合新領袖招募活動，機緣巧合下我參與了領
袖訓練的工作。當時我對領袖訓練一竅不通，幸得多位前輩指
導，「從做中學習」，慢慢領略如何運用獨特的童軍方法進行訓
練。2017 年，我有幸到尼泊爾參與助理領袖訓練主任訓練班，
認識不同國家推行木章訓練的方法，發展中國家在資源有限下，
運用最原始的方法教授，使我明白到回歸自然是領袖訓練的法運用最原始的方法教授，使我明白到回歸自然是領袖訓練的法
則。現時疫情嚴峻，對領袖訓練工作是一大挑戰，我正努力學則。現時疫情嚴峻，對領袖訓練工作是一大挑戰，我正努力學
習新的教授模式，在「訓練新常態」下延續領袖訓練工作。習新的教授模式，在「訓練新常態」下延續領袖訓練工作。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葉志成
　　回想在香港訓練隊的經歷，除了恆常的訓練工作外，我曾經負責
不同的大型活動及分享會。2011 年，我負責籌備非一般的「香港基
維爾聯誼會⸺ 百年童聚」。這是總會百周年活動中首個跳出香港移
師澳門舉行之紀念活動，由兩地童軍會一同舉辦。船公司贊助往返港
澳來回船票及不同項目，去程更以包船形式讓領袖「童」聚一起。訓
練人員除了在訓練班中傳授知識外，更需從大型活動中實踐所學到的
組織及管理能力。

　　此外，在疫情反覆下，不少領袖和成員可能於家庭、工作及學業
各方面面對不同的考驗和挑戰，在心理上需要協助和支援。我負責舉
辦了兩次「童•理•心」心理健康網上分享會，透過專業人士及富經
驗的領袖講解及分享，配以真實個案，讓領袖更深入地認識心理健康
的重要性及學懂如何處理。是次分享會只用了 30 多天籌備，有過百
位領袖及成員報名，動員訓練署的同工、童軍知友社專業社工及不同
專業的講者分享。當大家一心一意為前線出力時，童軍訓練從來沒有
難成的事。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黃文輝
　　我最初獲委任為領袖訓練員，萬分榮幸受前副香港總監黃楊子潔邀請，成為第一屆小童軍木章　　我最初獲委任為領袖訓練員，萬分榮幸受前副香港總監黃楊子潔邀請，成為第一屆小童軍木章
高級訓練班的導師。有幸跟隨楊總監及一眾班職員學習，令我大開眼界，得益匪淺。楊總監要求所高級訓練班的導師。有幸跟隨楊總監及一眾班職員學習，令我大開眼界，得益匪淺。楊總監要求所
有班職員出席全期訓練班，班助理在開始課節前，均需與班職員就已完成的課節計劃分享，說明各有班職員出席全期訓練班，班助理在開始課節前，均需與班職員就已完成的課節計劃分享，說明各
方能如何配合。進行課節時，班領導人會請所有導師與參加者一起上課，加強與參加者互動，是非方能如何配合。進行課節時，班領導人會請所有導師與參加者一起上課，加強與參加者互動，是非
常有效的施訓策略。借鑑此楷模，我在日後協助或主理的過百個訓練班中盡力實踐，惟仍如東施效
顰，相差太遠。需向楊總監學習的地方太多，拙筆未能一一盡錄，僅此向楊總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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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訓練人員分享了在疫情下，適應全新教學以確保教學質素十分重要。
今期繼續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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