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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我們迎來了２０２１年。時光如滴滴答答

的流水，現在像箭一樣飛逝，我們必須以過去為鏡，

不斷改進。一寸光陰一寸金，光陰一去不復返，「如

何將一寸光陰活出一寸金的價值」相信成為了大家

過去一年的一個重大課題。

去年，我們面對著「新型冠狀病毒病」的來襲，疫

情使香港社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衞生組

織更宣佈將這次疫情的爆發狀況定性為「全球大流

行」，為全球公共衞生危機響起了歷史性的警號。

在這段充滿挑戰的期間，總會和團員與香港各界同

心抗疫，協助進行不同的義務抗疫工作，為社會出

一分力。２０２０年轉眼過去，在這一年的抗疫路

上有否令你對「珍惜時間」與「感恩擁有」有更深

的體會 ?

未來，不管我們需要繼續面對多大的挑戰，總會始

終與你、與香港社會並肩同行。在此，我們謹代

表總會同仁祝願香港明天會更好！祖國繼續繁榮昌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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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封面封面
故事故事

放飛新夢想

小時候，爸爸曾經帶我去參觀駐港部隊軍營和登上祖國

的軍艦。每次看新聞報導，都能聽到激動人心的國歌、

看到很帥氣的解放軍叔叔升旗，從此我就希望能成為像

解放軍叔叔那樣的人。爸爸告訴我有一個制服團體「香

港青少年軍總會」很適合我，在我８歲生日的第二天，

爸爸幫我遞交了申請表，讓我成為了香港青少年軍的一

員。

經過總會幾個月來的訓練，我認識了很多教官和團員，

他們教會了我很多。我覺得自己有很大的改變，我不再

依賴父母，甚麼都想自己來做，明白了「自己的事自己

做」的道理。

總會有對祖國的專題介紹，讓我近距離了解祖國，我以

身為「中國人」而自豪。總會還有各種專題課程，讓我

學會了在學校學不到的技能。我還透過總會參加了「生

命熱線賣旗義工服務」和「愛心探訪義工服務」，讓我

有更多機會了解社會的弱勢群體，體會到「為人民服務」

的快樂，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　

新的一年快到了，我希望總會能舉辦更多課程和活動，

讓我學到更多知識和技能，希望能與解放軍叔叔有近距

離的接觸。希望香港的疫情儘快結束，大家都能健康快

樂地生活。祝願香港和祖國明天會更好！

羅淳心
初級隊員

點燃新希望 
總

會成
長

路



加入香港青少年軍，在每個星期與教官和團員的相處和

參與不同的課程中，不但令我學會了與人溝通的技巧，

也加深了我對祖國的認識，令我獲益良多。

未來一年，我為自己設立了目標和期望。在個人方面，

我希望在情緒控制上有所進步，亦希望能夠參與更多訓

練，認識更多新朋友，以及接觸更多不同界別的人士，

從而學會待人處事和正確態度。在未來發展方面，我希

望自己透過各種活動得到更全面的發展，希望我可以有

更堅毅的意志在人生路上繼續努力前進。

其實我還有一個小小心願，我想成為一位「網紅」，因

為我很想把我的正能量送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葉梓熹
初級隊員

香港於２０２０年經歷了很多事情，先是反修例風波，

接著是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對香港造成不少的影響。我

們應從過去吸取教訓，放眼望向未來。

新一年將會是一個新的出發點，我會為自己設定一些小

目標︰個人方面，學會時間管理，要把時間分配好；總

會方面，則是希望可儘快累積足夠的服務時數，以換取

訓練服；至於學業方面，希望能獲得獎學金。

最後，希望疫情快點過去，祝願全世界儘快渡過難關，

香港快點重新出發，有個新開始！

黃柏嘉
初級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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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快開始了，但在２０２０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

回憶都令我無法忘記。在２０２０年，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令很多人染病，並令我的小六學年匆匆結束，我最期待的畢業

營亦被迫取消。雖然在這一年有很多不開心的事情，但是也有

值得我開心的事情，就是參加香港青少年軍的訓練。

在暑假，疫情的關係令基礎訓練班延至１０月才可進行，雖然

我參加訓練的時間只有三個月，訓練的過程也十分艱苦，但是

卻令我有很多得著。總會教我要以身作則、自強、歡樂。在儀

仗隊員訓練班中，我學會了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要向著目標

前進，儘管前路有多少困難，也不能放棄。做人一定要有理想

和夢想，這樣才能化成動力，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新一年，我希望香港的疫情消失，市民可過上健康的生活！

錢健興
初級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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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無悔青春  無悔..

總
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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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少年軍菁英縱隊一排三班的團

員陳唯瑛。還記得２０１９年９月，父親為我報名

參加香港青少年軍，我懷著興奮的心情由上水坐車

前往九龍灣面試。最終，有幸能夠成為香港青少年

軍的一員，並由此開始師從教官和結識團員。父母

希望我能從中學習獨立、分工分享、自強自信、獨

立思考等，我本人也非常熱衷於參加各種學習和活

動。

但２０２０年初，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許多活

動不得不取消，如鼓樂隊訓練。雖然訓練已經暫停

數月，但我仍有恆常在家自行練習。鼓樂訓練是非

常辛苦的，每次訓練都要站立３小時打鼓，但我仍

然覺得很快樂，在此感謝教官指導和父母的支持。

現在我每星期都會出席總會訓練，督促自己做個自

強自律、有恆心、有責任感的人。爭取在將來成為

一個有抱負和上進的人，為香港穩定和祖國繁榮盡

自己一分力。

陳唯瑛
初級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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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菁英縱隊一排一班的盧靜雅，不經不

覺，我已經加入了香港青少年軍一年了。還未加入

香港青少年軍時，我還是一個十分頑皮的女孩子，

自從加入了總會接受訓練後，令我的品格有正面的

轉變，使我能成為一個正面誠實的孩子。

在總會，我希望能加入總會儀仗隊，成為一名優秀

的旗手。我知道這條路還很長，我需要學習的事情

還很多，因為升旗儀式是十分莊重和嚴肅的，能代

表總會出席升旗任務是我的榮耀。

展望未來，我希望長大後，能運用我在總會接受訓

練時所學得的知識，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為國家

和社會作出貢獻。努力共同建設我們的國家，令人

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初級隊員

盧靜雅

大家好，我是菁英縱隊一排一班的盧丞捷，我和姊

姊加入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已經差不多一年時間了。

從前我還是一個沒有禮貌、非常任性的孩子，自從

加入了總會，我比以前更加自律了，對自己也開始

有所要求了。

我加入總會的目標很清晰，希望能繼續參與總會的

紀律訓練，成為一名能為國家和社會作出建設和貢

獻的人。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孩子，我更希望把這

份正能量感染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我愛香港，我

愛香港青少年軍！ 初級隊員
盧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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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認識
總會總會

教官資歷培訓班

寶劍鋒從磨礪出
梅花香自苦寒來

教官資歷教官資歷

教官資歷培訓班於２０１６年起定期舉

行，至今已舉辦共四期培訓課程，旨在

培育具潛質的教官，提升教官領導及管

理能力，讓其得到全面發展。教官資歷

培訓班是每一位教官必須經歷的過程，

更是一個漫長教官生涯的起點。

培訓班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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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認識
總會總會

總會鼓樂隊教官資歷培訓班

每期教官資歷培訓班課程為期三個多月，團

員需接受共１００小時的訓練，包括２次兩

日一夜的集宿訓練及１次夜行訓練。訓練由

專業導師教授，內容涵蓋總會行政、行動帶

領、領導才能及技能培訓等各方面的知識及

技巧。團員完成培訓課程，並通過考核及實

習，方能成為合格的教官。

２０２０年第四期教官資歷培訓班的團員，超過一半是

由菁英縱隊一步一步通過自己努力晉升至教導縱隊的，

可謂「紅褲仔出身」，亦能反映總會一直致力培育年青

團員的成果。今屆的教官資歷培訓班因疫情影響，以致

部分面授課堂改以線上形式進行，但亦無阻團員的學習

熱誠，因為他們明白作為總會的合格教官，勇於承擔的

精神尤其重要。

期望教官資歷培訓班的畢業團員能學以致用，積極裝備

自己，持續參與訓練，成為一名全面的香港青少年軍教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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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固定的訓練場所、專業且多元化的音樂設備及恆常系統化

的訓練，未來，鼓樂隊將繼續向著多元化的方向邁步前行，致

力培育全方位團員，同時積極宣揚「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的青

春活力。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鼓樂隊（下稱：鼓

樂隊）成立於２０１６年，是總會首

支樂隊，旨在把團隊精神和軍事紀律

融合在音樂活動中。讓鼓樂隊成員透

過參與恆常訓練，提升對軍樂的認識

及紀律意識，促進他們的全能發展。
鼓樂隊於成立初期缺乏設備及場地資源，團員只能於一個小型

辦公室內進行基礎練習。第一任鼓樂隊成員憶述當初的訓練場

景：「當時我們不但沒有一個像樣的練習室，甚至練習打鼓的

動作都是利用鞋盒或自己腳上的運動鞋軟墊進行模擬練習。」

鼓樂隊訓練導師更提及：「首次正式表演前三天，我們的團員

才能使用正式的樂器進行綵排，這對於他們而言，是一項很大

的挑戰。」但亦正正因為這樣有限的條件，過程中更能磨礪團

員的意志及克服困難的精神。儘管資源貧乏，團員的熱情並未

有因此而減退。至今，鼓樂隊已順利完成數次大型演出項目。

原來是
鼓 聲鼓 聲

細聽 !

．．

「各位團員，只要你有音樂基礎，或有興趣與我們

一起學習和訓練，快加入鼓樂隊的大家庭吧！」

隨著總會大樓於２０１８年落成開幕並正式啟用，為鼓樂隊成員提供了

一個專業隔音的音樂室作為開展恆常訓練的場地。近年，總會亦為鼓樂

隊增設更多元化的樂器，如多音鼓、大鑔等，同時把既有的小鼓和大鼓

分拆為不同的音域進行訓練及表演，使整體演出效果更加完美。

認識認識
總會總會

總會鼓樂隊總會鼓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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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豐會長 -「論成功」人物人物
專訪專訪

撰文：

李曉嵐　見習士官

李幸樺　一級隊員

李　諄　一級隊員

想成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成功者學習。

總會會長戴德豐先生便是成功人士的代表，

戴會長於２２歲踏上創業之路，是香港最大

食品企業之一 - 「四洲集團」的創辦人，亦

是香港代理日本零食的第一人，人稱「零食

天王」。

論論︻
成
功
︼

︻
成
功
︼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會長 

戴德豐博士，大紫荊勳賢，GBS，SBS，JP

戴會長不僅事業成功，同時熱衷慈善及公益

事務，他曾任全國政協常委，現任廣東省政

協常委，同時亦出任多項社會公職，致力履

行社會責任。總會團員有幸邀請到戴會長接

受訪問，分享其成功之道，藉此鼓勵青年人

積極為未來訂下目標，向成功努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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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豐會長 -「論成功」人物人物
專訪專訪

「遇到困難時，應將焦點放於想辦法去解決」

「成功應由自己定義」

相信大家都希望透過這次專訪可以從戴會長身上

得到一道「成功方程式」，戴會長則在專訪開始

便坦言：「成功並沒有既定的方式，每人都有自

己一套成功的方法。」若要談成功的秘訣，他認

為「努力」、「誠信」、「創意」最為重要。第

一，「努力」指「努力做人」，除了要努力做好

每一件事，亦要以善待人，同時願意付出。第二，

要有「誠信」，答應別人的事情必須要做得到。

第三，要有「創意」，應經常思考，發揮最大的

創意力。

「成功三大秘訣 : 努力、誠信、創意」

通往成功的路上，我們必然會遇到不同的挑戰，

不知道應如何面對。戴會長則表示：「遇到問題

時不應視為困難，應保持冷靜，並將焦點放於想

辦法去解決問題。當想不到解決方法時，可嘗試

諮詢身邊好友的意見，因為不同人的經歷可為你

帶來新的思維方向。」他更向團員分享一個小秘

訣：「一定要經常保持笑容，因為笑容除了可給

予別人一個良好的印象，還可為你帶來運氣！」

他表示要對自己有信心，每天要保持積極開朗，

保持寬容的態度，才能勇於繼續向前進發。

戴會長成就卓著，他的成功亦受到多方的肯定，

先後榮獲多項殊榮，包括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

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及日本天王頒授旭日雙光章、日本政府授予農林

水產大臣獎和第三十屆日本食品產業功勞賞、

世界傑出華人獎、中國食品工業傑出貢獻獎、

２０１１南方華人十大慈善人物獎及傑出工業家

獎。當戴會長被問到「成功」是由自己還是外界

定義時，他馬上回應：「成功應由自己定義，外

界只會看到表面的你。」他認為最重要是盡忠職

守、勤奮、凡事盡力而為。「成功」應由自己創

造出來的，而不是由外界判定。因為一個人做事

盡力與否，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以下是戴會長榮獲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授予大紫荊勳章

的嘉許語：

戴先生長期熱心參與社會服

務，表現卓越，尤其致力推

動社區建設和青年發展，提

升青年人的毅力、紀律和領

導技巧，貢獻良多。戴先生

為一位深受敬重，長袖善舞

的商界翹楚及慈善家，在社

會及食品界，成就卓著，殊

堪表揚，現頒授大紫荊勳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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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豐會長 -「論成功」人物人物
專訪專訪

很多人認為要「贏在起跑線」，擁有優越的家庭環境已成功了一半。戴會

長則認為：「成功是靠自己！」他舉例現時不少成功的商人，他們以往家

庭環境並不富裕，但亦正因為他們身處窮困的環境，更加會發奮上進，努

力拼搏，取得成功及傑出成就。 

「成功並不取決於家庭環境」

戴會長表示財富除了代表「金錢」，「知識」、「健康」及「年齡」亦是我們

的人生財富，他笑指自己其實不及團員富有：「年輕是無價的，你們有的就是

年輕的本錢，將來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機會。」他鼓勵團員應在年輕時就好好

把握時間及機會。他亦強調：「健康是我們最重要的財富，沒有健康，多成功

都變得沒有意義。」戴會長向團員分享了自己健康有規律的生活習慣︰每天早

上５時起床，５時４５分跑步，跑步約半小時以後便會吃早餐準備上班。成功

需苦幹，但亦不可以忽略自己的健康，在忙碌中亦要抽出時間鍛鍊體魄，保持

良好的生活作息。

「【年輕】是青少年的本錢，【健康】是最重要的財富」

在專訪過程中，戴會長不時翻起手中一本紅

色筆記本，並與團員分享當中的一字一句，

他說：「我仍在不斷學習，這書是用來記下

一些具啟發性的句子，一年一本，到現在仍

時刻閱讀，提醒自己。」戴會長已為如此成

功之人士，仍時刻不忘學習，永不停步，我

們又怎能放慢腳步？透過與戴會長的對話，

讓我們明白「成功」並沒有捷徑，我們必須

要把握每一個機會，不斷努力和奮鬥，即使

路上遇到不同的挑戰，仍要堅信自己的目標，

奮力大步向前邁進！希望大家都可以打造一

條屬於自己的「成功方程式」。



HKACA NEWSLETTER  第二期 （2021 年 01 月）
14

團員分享

團員
軍階晉升

C00288
大家好，我是侯世忠，非常榮幸可以晉升為三級隊員。我以往一直覺得「三柴」很遙遠。兩年前，我

看到總會的師兄晉升「一柴」的時候，我就在想︰「我何時才可以成為總會的領袖，去帶領我們的團

員？」想不到，這麼快就晉升為「三柴」。這也要感謝總會對我的栽培，我才可以勝任總會領袖的角色。

我於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加入總會，至今已經有１５８２天。還記得剛剛進入當時位於觀塘的舊辦

公室時，我非常緊張，怕沒有朋友、怕做錯事被教官責罰……但是現在我已經由當時膽小怕事的「四

眼仔」，蛻變成為現在獨當一面的領袖。在這一千五百多天裏，我學到了甚麼是領導才，甚麼是團隊

精神，甚麼是承擔責任。我對領袖的理解是一個可以自信地帶領團隊，讓他們學懂守紀律和團隊精神

的重要角色。當我理解到領袖是甚麼的時候，總會便晉升我為「一柴」，讓我嘗試帶領我們的團員。

雖然一路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是非常感謝總會眾位教官對我的包容和支持，讓我可以慢慢去適應

這個角色，再逐漸晉升為更高階級的領袖。至於新晉升的領袖們：「希望你們可以早日適應這新身份，

未來領袖的角色就靠你們去接替。」

侯世忠

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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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分享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C00403

大家好！我是三級隊員鄧華倫。時光飛逝，轉眼我已加入總會三年，由當初一蹦一跳的無知小孩，

蛻變成為現在的小領袖。從初級隊員到一級隊員，從一級隊員到二級隊員，再從二級隊員到三級隊

員……每一個階段，每一段經歷，都穫益良多。我不但學會了領導才能和溝通技巧，也培養了團隊

合作精神。最重要的是總會給了我很多開闊眼界的機會，例如升旗任務、交流團和人群管理服務等，

使我接觸的層面更加廣泛，學了不少課本沒有的知識。我相信，沒有總會對我的培育，我一定難以

收穫如此豐盛的經驗。

當小領袖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擔任一級隊員的初期，我不太習慣肩負起更重的責任，常以為可

以敷衍了事、蒙混過關。後來，責任越來越大、越來越重的時候，我發現這種「省力」的辦法是行

不通的，即使事情顯得微不足道，我們也應該把它做到最好。古語有云：「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

國家為？」，意思就是如果一件小事也管理不好，將來怎麼做更大的事、負起更大的責任，為國家

服務呢？

當總會有越來越多新團員加入和晉升的時候，我們將負起更重的責任。因此，我們更應該盡力做好

自己的本份，認真、自信地看待每一件事，一起為總會的成長出一分力！

鄧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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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團員分享

C01152
C00941
我是來自一排一班的二級隊員葉熙進，今年１４歲，加入總會兩年多了。記得剛加入總會時，我還是

一名不太懂事的小學生。完成基礎訓練班後，我才明白甚麼是承擔，甚麼是團隊合作，甚麼是領導能

力。從那一刻起，我就認真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也是從那一刻起，我長大了！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晉升為二級隊員。相比一年前的自己，現在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了。同時明

白到作為領袖肩上的那條「柴」不僅是總會賦予自己權力和責任，更是能力、信任和成長的象徵。因此，

我會繼續努力裝備自己，積極參與總會各項訓練及活動，將所學技能實踐，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大家好，我是朱珈葆，我加入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已經兩年，現在是總會的二級隊員。這兩年間，我一

直積極參與總會的不同訓練與活動，包括儀仗隊訓練班、領袖訓練營等等。透過這些訓練增值自己、

擴闊視野。

「多一條柴多一份責任」，這句話是教官常常提醒我們的。我們不單止要做好自己，還要樹立榜樣給

其他團員。如果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則，就不可能鼓勵到其他團員突破自我、做最好的自己。曾經以為

晉升軍階後的我們只要「惡」就可以令團員做得更好，但其實鼓勵和關心更加重要。遇到不明白的事

情時，我會主動請教教官或向其他團員虛心學習，期望未來可以做得更好。總會六大培訓目標也是我

一直用來提高自己標準的格言。

我希望以後凡事能做得更加好，學習怎樣帶領團員，令總會變得更好。亦祝願剛晉升的團員能早日適

應新身份，做到「步出自信，領導未來。」最後祝香港青少年軍總會：「人才輩出，揚帆起航。」

葉熙進

團員
軍階晉升

朱珈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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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團員分享

C00962

C00954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已經加入總會兩年多了。還記得剛加入總會時稚嫩的我，到現在晉升為一級隊

員，成為小領袖，兩年間我收穫了巨大的成長。在這兩年間，我參與了許多總會舉辦的活動，包括

獨木舟訓練、義工服務、交流活動等，讓我得以實現全面發展。除了增長學識和眼界，我認為更寶

貴的收穫是學會處事的態度和方法。透過一系列的訓練，例如隊列步操、升旗等，讓我在生活中變

得更自律、自信和堅忍。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晉升為一級隊員，希望籍此再一次感謝教官們對我的教導。我認為這不單是一份

責任和使命，也是對我的肯定。我承諾盡力適應由小團員到領導者這身份的轉變，並擔當起其角色

責任，盡己所能幫助其他團員，不辜負教官對我的信任。我希望在未來的路上，可以一直保持初心

前行，與總會一起進步、一起成長，將來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我從２０１８年起加入香港青少年軍，藉著團隊的帶領下，通過參加各項紀律和體能訓練，學習軍

事知識及領袖才能，參與社會服務等等。我從「白板」晉升至「一柴」，身心逐漸成長，學會冷靜

思考及獨立處事，這些經歷讓我在學業路途上有著更正面的態度和精神，向上奮進。最難忘的是參

與了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日金紫荊廣場升旗典禮。為了順利完成儀仗任務，總會特意安排我們向駐

港部隊學習更專業的隊列知識。部隊教官的訓練規格比香港青少年軍要求更高，不但培養了我堅忍

不拔的意志，學習「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更加令我深深體會結隊向前行的團隊意識。

晉升「一柴」，我覺得顯示的不是個人榮譽，也不是權力，而是我要面對比過往更強訓練的開始。

我們要做好榜樣，訂立正確目標，因為我們的一言一行是影響新團員的，所以我不怕比他們辛苦十

倍，這樣才讓我更堅毅更強壯。接下來就是迎接更多的挑戰和嘗試，請相信自己的付出，將來必有

成果。在此我希望向每一位和我一起晉升的團員說聲：「加油！」

再次衷心感謝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各位教官無私的分享、悉心指導和栽培。我定會繼續努力，一步一

腳印，勇敢向前，莫負年華。

應思維

郭子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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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國慶活動回顧

我們一起走過的國慶佳節

本會獲地區縱隊 - 大澳佛教筏可紀念

中學的邀請，派出教官負責教授該校

團員中式升旗禮儀，並於國慶當日協

助大澳鄉事委員會主持為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一週年舉行之升旗

儀式。當天，大澳鄉紳、居民及受邀

嘉賓一同出席升旗禮，擔任旗手的六

名團員亦不負眾望，順利完成了莊嚴

的升旗任務。

大澳鄉事委員會國慶升旗禮

適逢國慶及中秋節日，總會團員亦為響應各區發起的慶祝國

慶留影活動，積極到訪香港各區，包括大澳、西貢東霸、萬

宜水庫、破邊洲等，以「快閃」方式展示國旗及唱歌留影，

一同慶祝國家成立七十一週年。沿途有市民手持印有國旗圖

案的心形貼紙送給我們的團員，對他們作出鼓勵及支持。團

員更表示：「我們唱響國歌，就是要讓世界知道香港市民對

祖國的熱愛。」

慶祝國慶留影活動

２０２０年是難忘的一年，

我們共同經歷和跨過了無數的難

關。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是國慶

中秋相逢的大日子，「中秋節代表

小家的團圓，國慶節代表大家的力

量」，為慶祝這個具特殊意義的大

日子，總會獲社會各界邀請派員參

與慶祝國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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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國慶活動回顧

香港理工大學國慶升旗禮

本會獲香港理工大學邀請，派

出一名指揮員及九名旗手主持

該校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七十一週年舉行之升旗儀式。

約三百位嘉賓及師生出席升旗

儀式，祝願國家繁榮昌盛，香

港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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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觀星傷健營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無懼疫風，感受星空無懼疫風，感受星空
「盲人觀星傷健營」於２０１０年首辦，是一個大型傷健共融戶外活動，由本港多家工商機

構、非牟利團體、學校及多個政府部門的義工隊聯合成立的籌委會所舉辦。希望透過一系列

的觀星、觀日出活動，凝聚傷殘及健全人士，向社會各界推廣共融理念。總會於２０１５年

加入籌委會，履行社會責任，同時鼓勵團員關愛社會，促進傷健共融。

２０２０年，「盲人觀星傷健營」已踏入第十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是屆「盲人觀星傷健

營」主題改為「無懼疫風，感受星空」，並改以

網上直播形式舉行。參加者雖然無法像往年一樣

到郊外露營及參與實體觀星團，但大會特意安排

「網上星空導賞」，引用太空館舉行的網上雙子

座流星雨星空直播，加上由口述影像協會提供的

專業影像描述，使傷健人士安坐家中亦能欣賞流

星雨，以及學習更多天文知識。

除此以外，大會亦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供一眾參加

者參與，當中包括：「真人圖書館」邀請視障人士

現身分享精彩生命故事；「快活路德樂隊」為參加

者帶來精彩的音樂表演；「導盲犬體驗」由導盲犬

帶領蒙著眼睛的參加者體驗盲人的生活，讓大家更

加了解導盲犬的工作。期望透過活動讓大家學習天

文知識，亦鼓勵健全人士走進傷殘人士的世界，體

會他們的生活。

「傷健人士的勵志故事分享鼓舞了我，令我留下了十分

深刻的印象，更懂得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原來這次盲人觀星活動有很多有趣的天文知識，令我

對天文學產生了興趣，如果總會日後再舉辦相關的活動，

我一定會參與。」

 「這個活動有很多傷健人士以及少數族裔人士參加，令

我可以放下不同文化背景，與參與者一同共享星空。」

「團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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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洗碌柚」 「年三十，貼揮春」

「年初一，拜年逗利是」

「年初七，人人生日」

中國傳統節日：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節日，其寓意不單是新一年新開始，古時更是慶

祝豐收的意思。說到農曆新年，大家第一時間會想到什麼？是收「利是」？還是

放假？即將迎來農曆新年，你又知道多少關於新年的傳統習俗呢？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農曆新年

由於廣東人認為「財不入污門」，須將家中打掃乾

淨，才會發財，「二八」取諧音為「易發」，因此

便說「年廿八洗邋遢」。大掃除時，我們會為家中

除塵，「塵」與陳舊的「陳」同音，取其除舊迎新

之意。

碌柚葉被認為有驅邪及驅噩運的功效，因此我們會

在年廿九以碌柚葉沐浴，寓意將身上的「衰氣」沖

走，希望在新的一年能有好運到來。

「利是」源自「利市」，

據《易經》及元代《俗

諺考》中記載，「利市」

帶有本少利多及好運的

意思，「利是」取其「大

吉大利，好運到來」之

意。早於清朝，人們以

寓意吉祥的紅紙裁成小

方塊，然後把銅錢包在

紅紙裏，封成利是。後來派利是逐漸成為現時新

年的傳統習俗。每逢新年，小朋友向長輩說一些

吉利的賀年說話，長輩均會報以「利是」一封，

以表示對小孩子的祝福和一份心意。

撰文：

陳逸峰　見習士官

相傳有一種叫「年」的怪獸，每年除夕都會到處

作惡。後來人們發現「年」獸懼怕紅色，便開始

在自家大門貼滿紅紙驅趕。後來人們便習慣將每

一年的願望寫在紅紙上，慢慢演變成「年三十貼

揮春」的習俗。

傳說女媧創造蒼生，順序造出了雞狗豬羊牛馬等動

物，並於第七天造出了人。晉朝董勛《答問禮俗說》

亦記載：「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

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故

此，初七又稱作「人日」 - 「人類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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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

「北斗」為全球所有地殼山脈

地點精準定位。當地殼移動、山

脈變化時，「北斗」也能立刻感應到

微毫的移動及變化，讓專家能透過這些數

據預測天災，提早為防災做好準備。

預測天災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自主研發的衛星導航系統。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北斗三號」成功發射，代

表著中國「北斗」正式為全球服務。新時代「北斗」

的定位能準確知道我們自身的位置，並且為

我們調節更精準的時間。中國目前已發射

５９顆衛星，包括３０顆在軌衛星，

面積範圍覆蓋全球，為世界提供

低誤差、高效率的服務。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楊長風先生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總設計師）

作為創新無止境，我們的夢想也無止境，我們

的「北斗」也是無止境。到了２０３５年，我

們還將建設一個更加廣泛存在、更加融合、更

加智能的國家綜合時空體系，這就是我們的目

標。

「北斗」是助力實現交通運輸

資訊化和現代化的重要項目 ,

對於建立暢通、高效、安全、

綠色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北斗」

提高路面導航的精準度，我們

在等待公共交通工具時，也可

以更準確地預計到達時間。

交通 訊息

手機、可穿戴設備等成為近年

來「北斗」應用的新亮點。在

手機應用上，「北斗」導航系

統可為用戶帶來更準確的定位

及導航。另外，「北斗」獨有

的短報文功能，令我們即使到

了荒郊野外，也能與外界取得

聯繫。令旅遊更安全，更安心。

「北斗」衛星科技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撰文：撰文：

吳煒莉　中級士官吳煒莉　中級士官

中國北斗、世界北斗中國北斗、世界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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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你又知多少？

認識《港區國安法》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駐港國安公署」

《港區國安法》，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正式被加入《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附件

三，並於當日晚上１１時起在香港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公署」（下稱：「駐港國安公署」）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港區國安委」）亦隨

之設立，負責監督及指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是為

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其內容主要為了懲治極少

數從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不影響香港市民依法享有

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 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人民解放軍

駐港部隊後，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的第

四個正式單位。

• 駐港國安公署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

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

• 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形勢作分析並提供意見。

• 監督、指導、協調及支持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的職責。

• 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訊息。

• 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主要職責：

《港區國安法》



HKACA NEWSLETTER  第二期 （2021 年 01 月）
24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認識《港區國安法》

「港區國安委」

《港區國安法》四類罪行 《港區國安法》執法及審訊權

•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和接受中央

人民政府的監督及問責。

• 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現任

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等。

• 分析研判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

作及制定政策。

• 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建設。

• 協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1. 分裂國家罪

2. 顛覆國家政權罪

3. 恐怖活動罪

4.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

1. 由香港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

負責執法。

2. 由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部門

負責檢控。

3. 由行政長官委任指定法官負責處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主要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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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
立法過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國務院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情況

的報告》，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擬訂《全國人大涉港

決定（草案）》。

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涉港決定》。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１６日

２０２０年
５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
５月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
６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
６月３０日

(上午 )

２０２０年
６月３０日

(下午 )

２０２０年
６月３０日
(晚上 11時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下稱《全國人大涉港決定》）納入全國

人大常委會２０２０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此法律草案貫徹落

實已於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有關《全國人大涉港決定》的精神和

要求的重要立法專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港區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將《港區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港區國安法》於香港刊憲公佈並正式生效。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認識《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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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香江
我家我家

以往的學生年代，「學生哥」都喜歡放學後到

文具店流連，店內貨類繁雜，卻井井有條地陳

列著林林種種的日用文具、玩具及禮品，學生

們必定駐足「尋寶」，把心儀的文具買下來，

此情此景已成為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隨著時代的發展及文化的變遷，市民的消費模

式亦漸漸傾向於追求時尚潮流及美觀，昔日的

傳統文具店逐漸式微，甚至一間間地結業，取

而代之的便是新興的大型連鎖文具店。而身處

撰文：

李幸妮 中級士官

傳承 - 將生命注入歷史傳承 - 將生命注入歷史

於電子科技發達的年代，大人甚至小孩都已習

慣「機不離手」，一部智能電話已經代替文具

作書寫紀錄。傳統的文具店及其文化似乎以我

們意想不到的速度漸漸成為歷史。

一位本地收藏家鍾燕齊 (Joel) 開設了香港目前

唯一一間文具博物館 - 「銀の文房具」，不論

是貨品種類還是陳設方式，都真實的還原舊式

文具店的面貌，只為保留香港文具店歷史文化

及港人集體回憶。

收藏歷史的價值收藏歷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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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旺角上海街的「銀の文房具」，是一間特別的文具店。它不是以一買一賣的方式

經營，而是以展覽的模式將不同年代的文具呈現出來。場內超過１０萬件的文具展品均

由本地收藏家鍾燕齊 (Joel) 花費多年蒐集，記錄了香港文具店的演變。以不銷售的營運

模式經營，目的是純粹地分享，希望通過小小的展覽空間推廣「文具教育」，吸引人們

對其的重視。

Joel 多次提及「延續」，他認為辦一個

展覽不難，收集上萬件的展品也不難，

難的是要令展覽中的物件得以延續及傳

承。Joel 解釋：「歷史博物館的功能性

是要『活』的，才可以將其內容和想表

達的意思傳遞給別人。歷史是由人去建

立的，當中更是有很多情懷在其中。」

現在Joel做的，不僅透過「銀の文房具」

讓參觀者能了解不同文具的故事，將內

容傳達出去，亦是將已結業的文具店剩

下的存貨轉贈給有需要的家庭，就是將

物件變「活」的意義。

Joel 認為每件文具都有其設計意義和用

途。「文具教育」是指人在不同的年齡

段應該用甚麽樣的文具，以及如何正確

選擇及使用文具，例如用顏料的種類、

紙張的材質及厚度、鉛筆的形狀及型號

等。Joel 解釋：「寫字的姿勢、執筆的

角度、以至工具的選擇……這些細微的

事物，卻影響著人的成長。」選擇了不

合適的筆，小朋友的專注力便會集中在

手腕上，坐姿便容易出錯。這樣不僅會

令到學習專注力降低，甚至會影響到身

體的健康。「文具教育」讓我們建立對

正確使用文具的認知，認識設計背後的

考量和原理，從而選擇適合自己的文具，

同時亦令我們更懂得欣賞、珍惜及明白

文具的價值。

鉛筆小知識

Joel 不建議學童使用 HB 鉛筆，HB

鉛筆筆色較淺，學童就需要很用力

才能將字寫得深色，習慣了錯誤的

書寫手勢，繼而就可能影響到他們

的坐姿、甚至視力和健康。而 B 或

２B 鉛筆則較適合學童使用，因為

B 或２B 鉛筆的筆芯較柔軟，顏色

亦較深，只需輕力便可書寫，特別

適合學童用作練字，因此選擇合適

的文具尤其重要！

經營目的和理念

甚麼是「文具教育」

鑑古至今，創造未來

香江香江
我家我家

收藏歷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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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謹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