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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比賽 

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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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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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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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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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比賽-小學組 

 

 

 
  
(公平原則, 團員個人資料將不公開)。我有著很豐富的業餘生活：安靜的圍棋,激 烈的跆拳道，辛苦的軍事體

驗，都是我的愛好。在這眾多的興趣愛好當中，我最喜歡的就 是參加軍事體驗。而所有的軍事體驗，都是我的

總會賦予我的。  

  

 我的總會坐落在茂盛九龍灣，它是全香港唯一教中式步操的制服團體。總會的活動 也很多：有體

驗式的射擊、花式步操、獨木舟等等，有必練式的軍體拳、岳家拳、步操等 等。我非常喜歡總會，因為總會里

的活動對於我來說十分的新奇，好玩兒，十分吸引我。  

  

 我最喜歡參加射擊、體能競賽和打軍體拳。射擊有很多要素：如何瞄準、如何控制 板機、如何握

持和呼吸控制。當我每次拿槍的時候，我都會覺得自己像一個小戰士。雖然 我第一次射擊的時候並沒有成功,經

過多次的嘗試,我最終還是成功的射上了靶子。體能競 賽有很多種類型：6分鐘耐力跑、50米賽跑、準繩

度...... 我也在技能競賽當中取得不錯 的成績，我覺得十分開心。軍體拳共有 16棟，它包含著多種高難度的

動作，我覺得它和跆 拳道的動作十分相似，所以我就把它像跆拳道一樣打出來。  

  

 我們總會參加過很多種類的服務。在前幾天，我參加了一個名叫「抗疫登山探獅 子」的活動。由

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爬山的人增多了，垃圾也變多了，所以 我們這次的服務是撿垃圾，雖然一路

上並沒有看到很多的垃圾，走的時候也很辛苦，但是 當我們爬上山頂的時候，覺得很舒服，整個香港的景色盡

收眼底。我覺得一切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我覺得這些服務很有意義，既能為香港出一分力，又能學到團隊合

作。希望可 以多參加這些服務，繼續為環保出一分力。  

  

 我喜歡總會，更喜歡總會教會我人生的道理。 
 

 

 

 

 

 

 

我從小就喜歡看八路軍打日本侵略者的電視劇。我也喜歡與小朋友玩槍戰遊戲，家里也有很多槍

類玩具。我喜歡軍人那種紀律性與穿起軍装的威武。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座落在九龍啓業邨，它是在一住

宅小區内，是休靜舒服可愛的地方。 

在二零一九年的冬天，我很幸運的被總會錄取了。往後，逢周末我都喜歡去那里學習與玩耍，在

那里學到了軍體拳和步操，也交了很多好朋友。曾經有一次，練習軍體拳的時候，我把手弄傷了，教官

馬上帶我到醫務室細心的消毒和包扎，我感到十分溫暖。總會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見證我成長的地方，

它教我懂得感恩和勇敢。我很喜歡總會這地方。 

總會五歲了，我想對總會說：「謝謝您！」並衷心希望愈來愈多的青少年朋友 

加入，成為我們戰友。 
 

 

 

團員姓名：李凌澤（菁英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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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姓名：黎智鋮（菁英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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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比賽-中學組 

 

 
 

 
總會！是壹個溫暖的家！是壹位陪伴我成長的慈母！是壹個諄諄教誨的恩師！總會對我而言是一個珍貴

的寶藏！ 

在過去的四年時光里，我參加了總會舉辦的大大小小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教會我樂於助人的義工

服務，有煅煉我吃苦耐勞的恆常訓練，也有培養我愛國愛港的四處觀光學習的交流活動；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訓練

和活動及交流中，我有各種各樣的體會，豐富了我的課余生活，也提高了我的個人素質，讓我建立了正確的世界

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我更懂得珍惜和諧和平的生活，并為之努力奮斗，期待他日成長後的自己，可以為祖國

為香港為人們做出貢獻。 

   在眾多的活動中，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每年參加的領袖訓練營。那時候在軍營裏面，我認識了幾位對我很

照顧的班長，班長們有壹個共同點，那就是在生活里很溫柔，在訓練中很嚴格。在他們的嚴格要求下，我逐漸成

長，逐漸改變自己，學會了吃苦耐勞也明白了持之以恆。總而言之，我每壹次參加完領袖訓練營，我都會有不同

的收獲，對自己的要求也會更高，對總會的愛也會隨之越深。 

    總會里，每個教官既是我的老師更是我的好朋友，好夥伴！當我參加訓練時生病或受傷，他們都會悉心

地照顧我，關心我，讓我感覺無比溫暖。而當我們每回參加訓練又恰逢生日的時候，教官、團員和班長都會陪伴

我們一起慶祝，唱生日歌，吃生日蛋糕，拍生日大合照，我們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總會！對我而言是壹個讓我永遠難以忘懷的地方，壹個我永遠崇敬向往的方向！總會！5歲生日快樂！我

們一起成長吧！ 

 

 

 

 
我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十分活潑愛玩，打架被罰都是家常便飯。那時候見到加入紀律部隊的朋友彬彬有

禮，他們穿著整整齊齊的制服，感到他們十分有紀律。中一的時候，我就加入了香港青少年軍紀律團體，想多些

瞭解和學習紀律。記得那時候每逢星期二訓練 1小時 30分鐘，初初總是想著早點結束回家。不過我知道，喜歡

訓練的人就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不喜歡喜歡的人呢，就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每次我就想著忍一忍，訓練多一陣

就完了。 

初初不懂站姿和步操，回憶起那時候教官說：“要進行‘站姿’訓練，我先做一個示範，你們跟著做。”

聽到這句話大家就知道，接下來要很辛苦了。有些同學臉上已經浮現出痛苦的表情，以前聽說，“站姿”就是站

立 30分鐘或 60分鐘，必須要仰首挺胸，如感到不舒服，便可以自行坐下，而這正是教官囑咐我們的。 

讓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教官說：“大家做的好，就早放休息，做不好繼續做一直做到做好為止。”初初也

常常聽錯指令做錯動作，被教官懲罰。後來我就開始很認真的學習每一個動作，仔細的觀察怎樣做才能像教官一

樣的標準。每當做不對的時候教官都會指出什麼地方有問題，要該怎麼做才正確。我也慢慢的琢磨著怎麼做，想

不通也常常向教官請教一些問題，教官一次又一次的教導，我也慢慢的學會了不少。 

    每當做的好，教官就可以讓我們早點休息。教官叫到我的名字，我就知道可以休息了，自己就會感到很有成

就感，可以開心的去玩。慢慢我就知道要約束自己，因為我知道做完就可以休息了。在訓練的時候，我就慢慢的

回憶，把每一個動作做好，逐漸的我就明白了自律給我快樂。 

    自律，是一種極其美妙的體驗，開始很難，但是一直咬牙堅持著，時間長了也不覺得有多痛苦，反而自己變

得更好了。每次開始訓練，就會想今天訓練什麼呢？當完成了訓練就有一種很舒服的成就感。不會像無法約束自

己的人一樣，他們常常打遊戲懶惰的作息形成了惡性循環。成長不意味著放肆，而是有條理地玩學，面對苦難時

團員姓名：黃泓力（菁英縱隊） 

團員編號：C00263 

團員姓名：施驊恩（地區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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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輕易擊敗，而是迎面對抗。 

 
 

 

短文寫作比賽-大專組或以上 

 

 
 

 

 

如果要我剪一段時光，讓他緩淌，那一定是在總會的青葱年華。 當歲月悄然轉動不息，當太陽

的熱情點燃火焰，當鳳凰樹開出艷麗花朵。五年了，時間彈 指而過，時日如飛，歲月留痕，總會經歷

過多少風風雨雨才走到今天。每當夜深人靜時， 閉上雙眼的時候，總會的人和事都會浮現於腦海裏。

這一切是那麼可親可敬，這一切又顯 得飄渺朦朧。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我想起在您的懷抱中尋找快樂成長的每一個平凡的瞬間。  

總會讓我在茫茫大海中尋找到港口，覓得最感動的瞬間。依稀記得那個稱之輕 狂的年紀，我背

著許多人的反對執意加入了總會。那時候的我，有著天馬行空的夢想；那 時候的我，有著我行我素的

性格；那時候的我，有著反叛固執的思想。開初加入總會的那 段時間，是我青少年階段最失意的時

候，受盡師長的責備，以及家人的不理解。但很慶幸 在總會遇上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戰友以及良師，令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雖然面對挫敗，但是總 有你們在我身邊給予我多番的勉勵。立足於孩子與成人之間

的我，也在為了做出個完美的 轉折而努力着，「如今的我，懷有抱負，立身處世，行事有方」──我，

依然懷有夢想， 一種脚踏實地的夢想，就如那單純清澈的雙眸，瞪大的雙眼寫滿了不屈與堅強。 

  

總會讓我情深如許，感恩生命中有「您」。當我在回憶妳的諄諄教誨時，我發現， 一種濃濃的感

動早已溢於筆尖，積蓄已久的情感如一扇打開的閘門，從心底噴湧而出。請 原諒這個不懂表達的我，

從來沒有親口和妳道過一聲感謝。就是在那個叛逆的時候，在總 會遇上了我的恩師，她令我還沒有歷

盡辛酸，但卻嘗遍甜蜜。那時候的我，既叛逆又倔 强，做事情從來不想後果，待人處事就如一顆長滿

刺的仙人掌，是您一次又一次地教導我 正確的價值觀；是您在我自己都想要放棄的時候不放棄我；是

您讓我知道「教官」這兩個 字是何等的親切而又崇高。然而，隨着歲月的流逝，也許您的臉上增添了

皺紋，髮捲里多 了幾根銀絲，但在我的腦海里，依然浮現着您那關切的眼神以及耐心批評教誨時那嚴

厲的 目光。就如春蠶一生沒說過自詡的話，但那吐出的銀絲就是丈量生命價值的尺子。我的恩 師，您

從未在別人面前炫耀過，但我知道那盛開的桃李，就是對您最高的評價。  

 

總會是我成長的驛站，這裏也是我展翅的天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人才的 道路，五年

是短暫的。相信總會依然會邁著矯健的步伐，譜寫著更璀璨輝煌的未來。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我想繼續在您的懷抱中尋找快樂成長的每一個平凡的瞬間。  

團員姓名：黃嘉儀（教導縱隊） 

團員編號：C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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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比賽-大專組或以上 

 

 
 

 

自小出生在啟業邨，每天過著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我，在遇見這群自稱「香港青少年 軍」的有趣

人物時，已經 34歲了。  

  

本來，我日復一日、朝六晚八地工作。每年都會結識一批稚氣的新面孔，同時又有一 批仍然稚

氣的熟悉身影離我而去。正當我以為這就是我的命運時，摩伊賴卻與我開了 一個巨大的玩笑。  

  

依稀記得當時是 2011年，早上 6時，我如常地期待著那群「豆丁」出現，然而直到 7時 仍然不

見他們，不但是他們，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起初我不以為然，因為這種情況在 一年中某些日子偶然會

發生(雖然通常都不至於連大門亦無人打開)。然而，自那天開 始我便再沒有見過他們，一股空蕩蕩的

感覺充斥著我的身體，一點也不好受。好些陌 生路人甚至在我門前張網捕雀......難道我的餘生就只

能作為現代成語故事而存在？！ 這般想道，一股怪風突然刮過，抖落了好幾片枯葉，看得我心生畏

懼。   

孤獨的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漸漸地開始有各式各樣的人們進出我眼前對著我指指點 點，然後

開始對我動手動腳，我很擔憂自己會英年早逝－－幸好並不是。他們為我配 置各種簇新的設備，髹上

帥氣的新裝，最後在面對馬路的高牆上嵌進八隻大字和一個 徽章，老遠就能望見，好不威風。只不

過，「香港青少年軍總會」......這是什麼東 西？  

  

上天似乎聽見我的疑問，派了一號身穿筆挺唐裝氣宇不凡身長六呎從容儒雅面目慈祥 舉手投足

之間略顯帝王之氣的人物來為我指點迷津。他在視察的時候頻頻點頭稱好， 口中說道：「以往總會欠缺

固定訓練場地，需要租用場地辦活動，苦處自己知。經過 兩年，今日能夠親眼看到如此漂亮、設備完

善的新會址，我實在感到自豪和欣慰。」 「現在團員總算能夠有個棲身之所，以後這裡就是我們的總

會，總會就是我們的家！ 團員每次回來總會訓練，漸漸可以對總會建立歸屬感。通過參與青少年軍，

希望年輕 人們可以從訓練中培養堅強意志，學習自律自省、團結和刻苦精神......」  

  

就這樣，在 2017年總會為我的生命揭開了全新的一頁，或者說，總會賦予了我全新的 生命。如

今，我仍然可以見到不少「豆丁」，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青春少艾、方剛少 年、初生之犢、幹練長官、

退休前輩......這群有趣、可愛、充滿活力的人們可能來自 不同背景，但他們所有人都同樣有一顆熱

愛總會的心，在回來總會時臉上都會帶有同 樣的笑容，在總會訓練時眼神都有同樣的堅定。沒有想

過，我會由一個朝六晚八的打 工仔轉職成一個全年無休的冒險家，每天都有多姿多采的經歷在等著

我。記得某次， 深夜 12時竟然還有笨拙的團員在埋頭燙平制服，如此青春光景是我以前絕對沒機會目 

睹的。  

  

自小出身在啟業邨的我，很感恩能夠成為「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的一員，肩負起這份 畢生的使

命。能夠看著一個個年輕人藉此有所成長，為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指引未 來的方向，一切都令我感

到莫大的喜悅。  

 

總會讓我有所轉變，希望我也能夠讓你們有所轉變。 

團員姓名：吳靜晴（教導縱隊） 

團員編號：C0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