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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就很喜歡童話故事《綠野仙蹤》，小女孩尋找歸家之路，與同伴們展開冒險旅程。
 
猶如《忍者小靈精》的主題曲「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度過重重難關，經歷奇妙，一同
成長－沒有腦袋的稻草人獲取智慧；只有軀殼的鐵皮人擁有真心；懦弱的獅子得到勇氣；
小女孩終於安全回家。歷盡考驗，從無變有，蛻變後願望成真，煥然一新。
 
這亦是302的寫照，10年間我們一起走過的路，尋覓安穩身心之處，共同實現夢想之旅。
《10周年立願禮》的宣傳海報「journey to be continued…」（中譯：旅程仍會繼續…）
我確信，有主同在，未來定必更精彩！
 

Madam張（副隊牧 張蔓儀傳道）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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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周年紀念標誌
設計：李羨喬姊妹

構圖是一個窗戶，反映近年疫情下留家，多從屋內向外望。
 
同時間，傳遞一個重要訊息，雖經歷風浪，主是我們靈魂的錨，讓我們的心穩妥；
又給我們陽光，賜人溫暖和盼望。
 
正如302進入新里程的使命，是讓人真實經歷主耶穌的真光，照亮人心。
 
這是302的異象，繼續拓展的方向。



302分隊成立10周年，這10年間我們見證許多人成長，讓迷路的返回正途，為受傷的包紮傷
口，扶起跌倒的、建立信心不足的，為流淚者抹乾眼淚。
 
有時候導師日以繼夜地守護隊員，付出金錢、時間、青春，沒有薪金、沒有掌聲、沒有勳
章，卻見證一個又一個小生命茁壯成長…多少次為了守護在風雨中掙扎的孩子們，跟家長
深入探討每個孩子的個性、強點及弱點；有時充滿掛心，有時充滿盼望，在互動過程中有
歡笑，也有眼淚。
 
10年過去：精彩又刺激。
 
我們想10年光陰長嗎？對於老人而言：回望時，一晃就過去了。
 
對於少年人而言：10年正是生命打基礎的重要時機。
 
10年歲月：我們也可從中學習生命智慧！
 
曾經有許多末期癌症病人會向上天討價還價：上天若多給我三年生命，就會如何計劃活得
有意義。究竟這是無奈還是因盡頭而得知生命的寶貴呢？他們祈求三年生命並且會立志好
好運用。其實回望過去，上天已給了許多個三年，只是無聲地讓它流走。
 
302分隊10周年提醒我們，孩子長大得快，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幾年就等待我們為生命打
樁，讓孩子根基穩固、健康又安全地往上建造。10年告訴我們：正在與時間競賽，掌握每
個機遇闖入孩子生命中，以人類最高道德標準與真理建立基礎；又以健康、成熟的生命灌
入孩子生命中，使他們充滿自尊感、自信、熱誠、充滿動力及朝氣向前奔跑，學會尊重自
己、接納自己、體諒別人，勝不驕敗不餒。
 
讓我們迎向未來更多個10年，謹守崗位，讓彼此生命活得精彩，不會白佔地土！
 

沙田神召會堂主任 馬恩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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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支持

10載光陰不算長，

生命展翅天翱翔，

天空海闊任闖蕩，

扎根基督打硬仗，

手執真理牧群羊，

培育領袖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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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耀頌讚感恩都歸於至高的神！祂帥領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2分隊渡過了十年的服侍，回
望感嘆主恩豐富！
 
302分隊眾導師相信透過肯定、讚賞、勸勉、督責、同行，能建立起每個年輕人的生命；我
們聚焦於生命是獨特的，只要發揮個人所長，勿作無謂比較，讓年輕人生命藍圖裡建立重
要的根基。
 
感恩十年「生命的工程」中能夠見證毛蟲變蝴蝶，這確實使服侍者們興奮的事。
 
近年，已有第一、第二、第三梯隊，由過往的隊員，成了今日的導師隊工，全因他們經歷
神和人的愛，生命受激勵而起來承接牧養的職份，傳承302分隊在基督裡領受的精神。
 
故此這十年確確實實地看見神施恩使用，是精彩且滿足的。
 
願將榮耀歸給302分隊的元帥，主耶穌基督！
 

302隊牧 張春嫻牧師

感謝主！轉眼間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2分隊成立10周年！10年間出席302分隊的立願禮和頒
章禮，一年一年的見證著隊員們的成長及進步，真的十分感動！特別是近年，有份擔任頒
章的執事，看到當中的培育和鼓勵，我深深感受到導師們以基督為中心的教導和愛。分隊
的隊員更開始成為小隊長及導師，有份帶領及籌備活動，看到了栽培與承傳，更期待未來
繼續的薪火相傳。
 
在此，為著302分隊導師們堅守使命去服事和幫助下一代而感恩！這幾年香港社會事件及疫
情的影響下，分隊的牧養都可說是困難重重，但導師們仍專注主的事工，把挑戰轉化為機
遇，在這缺口中，堅持以聖經教導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幫助下一代建立品格，在成長路
上找到正確的方向。困難雖多，但主的恩典更加大！
 
302分隊10周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未來，祝願302分隊堅守信仰、繼續前行，服事更多
兒童、青少年，讓他們認識神，並在教會成長！
 

沙田神召會執事會主席 張琦雅執事

教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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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年11月8日   第一次試辦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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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年1月15日  成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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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10年很快便過去，回顧10年在302作為導師，生命能和一班導師和隊員們交流，
是一個非常值得、美好、回味的時間。願我們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日子，亦願各
人在任何環境、挑戰、試探中，都能緊握主的手，像小孩子拖著爸爸媽媽過馬
路一樣，以神的同在、大能、話語走我們前面的路。在此向各位隊員立下挑
戰：未來成為導師，因為生命在主內才能找到方向和意義，大家一同學習，加
油！

梁Sir（副隊長 梁子建）

十年了，多謝302給我一個家，一個
導師的身份，對於沒有所屬團契的
我，這歸屬感很重要。

 

Madam王（副隊長 王美恩）

感謝分隊在這十年之中，讓我和
隊員們有一起成長的時間，見證
了隊員和自己一同成長。

 

林Sir（副隊長 林德淳）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這節金句，是我作導師的力量，無論有多疲累，看著神安排給我的小羊，便會
再次力上加力。出身大家庭的我，自少便與3個家姐打打鬧鬧中成長，屋企從未
寧靜，有心事更加第一時間同家姐、父母分享。環顧現在大部份的小家庭，父
母都可能為口奔馳，小朋友更需要一班同齡小朋友，一班哥哥姐姐，同他們
玩，聽他們講心事，亦可以一同分享人身閱歷。

每一個星期見證你們（隊員們）的成長，可以為神默默陪伴、守護你們，是我
作導師最開心的時刻。或者，到你們長大過後，生活、家庭、學業、健康、事
業等都會遇到人生大大小小的風浪，願基督少年軍的教導會成你一生的錨，不
偏離神的道。
                                             Madam蔡（副隊長 蔡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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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加入302是因著天父的帶領，
至今仍在302事奉乃自己的還願；
祂給予我安穩的工作，同時提供
機會讓我回應主的恩典與供應。

願神賜福302，並大大使用在其中
的我們，讓孩子及年青人能透過
我們認識主耶穌、得著最大最美
好的禮物！

Madam馮（副隊長 馮嘉儀）

十年前感覺還年青，憑著一股衝勁及滿滿信心，跟住一班戰友們摸石過河戰戰兢兢
咁一起成立302分隊！當中…最初一齊去學習一起面對困難遇到幾番失落，總有好
戰友好拍擋互相補位支持！

但講到最期望最高興見到，當然係…隊員們轉變啦…由怕醜仔變得講話大聲跟你有
互動，由無乜責任感到有交帶…導師其實能夠做的確實很小，但只有祈禱求天父每
天保守拖帶著隊員成長…能讓基督的愛跟福音進入每位隊員家中！

我期望…我還能夠陪伴一班咁可愛的隊員們多走幾里路！

何Sir（副隊長 何俊傑）

不知不覺之間，302分隊就已經十周年
喇！感恩有幸成為302分隊的一份子，能
夠見證著分隊由數十名隊員，到現在有
近百名隊員。分隊不斷往前行。過程裡
除了身為導師的我陪伴隊員們成長，他
們亦成為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同路人。

今年其中一件最令我感動的事，是能夠
看著當初我成為導師時所牧養的隊員，
今天都已經成為身邊的隊工了。能夠看
著他們由昔日被眾導師教導，到今天能
成長起來教導比他們年幼的，心中滿有
一種傳承的喜悅。

祝福302分隊未來能夠繼續承載更多生
命，永不止息地傳揚主的愛，一起打這
場最美好的仗！

Danial Sir（副隊長 梁炳燊）

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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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眼間已加入302分隊接近5年，執筆一刻回想起不少深刻難忘畫面。
一個剛大學畢業的職場新鮮人對制服團隊毫無概念，能夠成為制服團
隊的導師在普通人面前看似笑話，在神面前卻是沒有不可能。靠著神
的恩典，我能夠完成導師訓練課程和步操訓練，亦能開始掌握少年軍
的運作和理念。

起初每逢星期六都要集隊，又要抽出工餘時間來上堂，亦要面對有時
會頑皮百厭的隊員，對我來說確實是會有點兒吃力。然而，學習投入
在少年軍中，我慢慢感受到愛和溫暖。與大家一起玩生日會的遊戲，
去戲院睇反斗奇兵，去長洲的營會，參與聖誕聯歡的廣播劇，出席小
隊長的畢業典禮等等，都令我留下難忘的回憶。每一次有隊員熱情地
跟我打招呼，給我溫暖的微笑，我能夠與他們打成一片，見到隊員歡
喜滿足的樣子，心裏總會感到甜甜的。那刻我知道，這些只能在302中
才會找到的。

疫情期間，很多原本的計畫和活動都受到影響，甚至乎有一段長時間
不能夠集隊。幸好我有一班很好的戰友，大家互相配合和補位，分隊
才能捱過這段艱難的時刻。我很想藉著今次的機會感謝你們的付出和
努力，有大家一起並肩作戰，我感到無比的榮幸。

好高興可以與大家一齊在302中成長，一齊學習，一齊作出突破。我期
待與大家在未來的日子，一齊去締造屬於302的美好回憶，一齊去更多
的經歷神。相信再不久的將來，有更多的隊員會成為導師，去將302分
隊的精神繼續承傳下去。

Donald Sir（副隊長 黃偉暘）

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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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先賢們一早已明白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將
教育，比作植樹。教育與植樹一樣不但需要時間，更需要數不盡的心思、資
源來讓人成長。如果將培育生命成長比喻為植樹的話，302就是個溫馨的小森
林。各種不同的植物在一起，分享養分，一同成長。

我與302一同走過10年的時間，我最想說的，是「多謝」。

多謝分隊的一眾導師，用心力和時間陪伴我成長。回望整個隊員生涯，充滿
了許多與導師相處的片段。有導師審慎處事，我明白了按計劃行事的重要。
有導師樂觀開朗，我在他身上學會用正面態度處理困難。有導師溫柔體恤，
我學懂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導師的榜樣，讓我成長。導師的包容，讓我
有改善空間。所以我想對你們說聲多謝！

多謝分隊的一眾隊員，願意委身在分隊中成長。在分隊中的訓練內容要求隊
員有忍耐力、解難能力和合作技巧等等，目的是讓隊員在不同方面都可以成
長。我看見每個隊員雖然各有不同之處，但是每一個都努力在分隊中學習、
磨練，以各自的步伐進步。多謝隊員們的努力和付出，這不但讓導師們欣
慰，更讓你們可以享受自己的努力成果！

最要多謝的，便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主耶穌帶領一眾導師隊員來到302，
讓每一個人在這裡經歷獨特的生命故事。因有耶穌基督，我們能彼此相愛。
因有耶穌基督，我們能將真理和盼望帶給不同的生命與家庭。因有耶穌基
督，我們能活得不再一樣，有豐盛的生命！

願主耶穌繼續使用302分隊，祝福不同的生命！

杰Sir（副隊長 梁炫杰）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2分隊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如果要我給分隊的說話就是「多謝」。

多謝302豐富了我的小學生活，豐富了我的中學生涯，改變了我的一生。如果我人生當中
沒有了302分隊的話，我就不能看到隊員的成長，我就不能有一班一起成長的朋友。所以
給302分隊的說話就只是好簡單的多謝，因為302分隊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部份了。

希Sir（副隊長 王進希）

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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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十年前，剛開辦302分隊，一切由零開始，我在這裡成長、磨練、被
造、更在這裡建立信仰根基，認識主，這地方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塊。

這十年有恩典，有淚水，有歡樂，在這裡學習真理叫我在這亂世不致跌倒，亦
有幸成為302導師一員，往後日子定不平凡，有更多挑戰，更多艱難時刻，但
相信神昔日怎與人同在也必與我們同在。

期待迎接下個十年。
                                            Madam玲（副隊長 陳秋玲）

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加入BB302十年了，我的角色
亦由隊員變為導師。

回望過去，作為隊員時，在導師的鼓勵和支持下成
長，與同伴一起經歷、互勵互勉；現在，成為導師，
期望能夠作隊員的好榜樣，傳揚基督的愛，讓隊員在
不同階段都能倚靠神，經歷主愛。

感謝神一直帶領分隊，雖然近年受到疫情影響，但並
沒有分隔導師和隊員之間的關係。即使面對疫症的挑
戰，隊員們仍然積極參與網上集隊，願意互相分享、
互相守望。不論是網上或實體集隊，每次與隊員交
流、分享的點滴，都是彼此成長及難忘的經歷。

祝願未來有更多人透過302感受神的恩典，在基督的
愛中茁壯成長。

Madam蕭（副隊長 蕭泳盈）

302分隊是一個屬神的軍隊，同時也是充滿愛
的大家庭。它見證了一代一代人的成長過程，
給予隊員、導師很多學習機會。

感謝神讓我有份參與在302分隊當中。

輝Sir（副隊長 陳鵬輝）

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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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我覺得，自己好多事情都做
唔到，也唔會有朋友在身邊一起
走，直到我在302找回自己為何要繼
續走落去的原因。

302可以話係改變了我自己好多的行
為或者是性格、為人等。我自己細
個的時候原本係完全無自信，不過
就在302裏面集隊，專章、營會、出
海之類的活動，開始慢慢搵返自
信，覺得自己其實都做到。雖然與
平時一樣，都係返去俾阿Sir、
Madam鬧啊，但係我覺得導師俾了我
信心，導師唔會用言語去踩人。雖
然會被鬧，但係我每星期六返去係
好開心。

這段我細個小學的時間，係302陪我
行過去，我現在一想到，我都感動
和感恩，因為曾經的我覺得自己已
經無必要再繼續堅持。

梅Sir（輔助導師 梅以樂）

每個人在有生命的時候，一直在編寫著屬於自己的「故事」。

有時候我們會面對順境，但有時候我們會面對逆境。雖然逆境的確會為
我們帶來難題和煩腦，但是也不要忽略在面對逆境後給予我們的經驗。
因為逆境會逼使我們思考，激發鬥志，從而鍛鍊意志力去應付和解決困
難。因此，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上任何因難時，應該積極面對難關，
累積經驗，才能為自己的「故事」增添色彩。

文Sir（輔助導師 文駿軒）

好多謝302的大家陪伴了我咁耐，由我
2013年入隊已經過了9年。宜家分隊亦
迎來10周年，所以有一些話想於此表
達：多謝陪伴我咁耐的梁Sir、Madam
張、Madam王、何Sir、Danial Sir、
Donald Sir、林Sir、Madam蔡等，仲有
一班陪著我由初級組升到中級組的好朋
友。我在302不但認識許多朋友，仲學
會了許多的知識。不只是聖經知識、教
導，亦有許多不同的技藝和經歷，如整
手辦、飛行探知、宿營等，學會如何與
人相處，令我在成長中得到庇蔭。透過
302這大家庭令我深深感受到那份從神
而來的愛和祝福，所以我希望可以以愛
還愛。

最後在此再次祝賀分隊10周年生日，同
時希望下年我能成為一位更好的導師。

Ben Sir（輔助導師 連凱）

導師團隊《給302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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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的快樂回憶

升旗禮

父親節步操表演

聖誕聯歡

堂慶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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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的快樂回憶

「勇敢走出去」升中成長營

海灘訓練

道風山行山樂

Super BBQ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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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的快樂回憶
1周年立願禮 中A組起步禮

生日會

小六畢業生聚餐導師繩藝班

導師退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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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的快樂回憶
中大科學園親子旅行

參觀飛行服務隊 連島沙洲探索之旅

奪金之旅

「天路歷奇」
成長訓練營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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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的快樂回憶
2周年立願禮 小隊長訓練結業禮

2周年慶祝晚會

迪士尼同樂日

出埃及記

家長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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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的快樂回憶
總部步行籌款方舟體驗日

馬鞍山行山樂 海灘訓練

「果然係正」成長訓練營

技能訓練營

導師退修營

露營章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2 0 1 5的快樂回憶
3周年立願禮 中B組起步禮

第一屆小隊長晉升禮

初級組步操比賽

科學實驗

3周年慶祝才藝晚會

「美麗人生」聖誕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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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的快樂回憶

教會退修營

小六畢業生聚餐 奪金之旅

「八福奇兵」成長訓練營 中級組迎新訓練營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生日會

自然章

海灘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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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的快樂回憶
4周年立願禮 中C組起步禮

中C組成立慶祝

小六畢業生聚餐

中級組步操比賽

「我都做得到」聖誕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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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的快樂回憶
「愛加．愛家」親子營 302暑期大電影「海底奇兵2」

「天路奇兵」成長訓練營

海灘訓練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奪金之旅

朝陽計劃1

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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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的快樂回憶

5周年立願禮

5周年
慶祝旅行

中D組起步禮

5周年檢閱禮

小隊長訓練
結業禮

創辦人紀念日

聖誕BBQ聯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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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的快樂回憶

技能訓練營

朝陽計劃2

海灘訓練

奪金之旅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英雄出少年」
成長訓練營

302暑期大電影「Emoji大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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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的快樂回憶
6周年立願禮 6周年慶祝才藝晚會

中E組起步禮

小隊長訓練結業禮第一屆中A組隊員畢業禮

中級組閃避球日 方舟體驗日

生日會

聖誕聯歡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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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的快樂回憶

302暑期大電影「超人特工隊2」 「請勿有『稚』」成長訓練營

中B組
生活營

「智慧之旅」
成長訓練營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海灘訓練

奪金之旅

導師退修營

自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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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的快樂回憶
7周年立願禮

7周年慶祝「珍愛地球」漂書會

總部60周年運動會

小隊長訓練結業禮

自然章

保齡球布章

攀爬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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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的快樂回憶
302暑期大電影「反斗奇兵4」

出埃及記

初級組迎新訓練營

「守『誡』者聯盟」成長訓練營

「我是約書亞」
領袖訓練營 

「耶穌恩光」聖誕佈道會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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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網上Facebook直播「302重開禮」

疫情下的溫暖

網上Zoom直播「302開學禮」

網上Zoom直播
「302聖誕報佳音」 網上直播頒發

「會長章」

珍惜相聚

2 0 2 0的快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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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的快樂回憶
9周年立願禮

網上Zoom直播
「302新春開年禮」

立願禮
彩排

恢復實體

製作母親節禮物

302運動會

導師
退修日

奪金之旅

「擁抱，最重要的⋯」聖誕佈道會

小隊長訓練結業禮302三國殺爭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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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的快樂回憶

頒章禮

母親節崇拜獻唱

DSE畢業旅行 奪金之旅

302暑期大電影

「哆啦A夢：大雄的宇宙小戰爭」

導師退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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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to be continued

302的快樂旅程仍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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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姓名：王梓霖
畫中訊息：太陽就如天父的
臨在，就算沒有畫到太陽，
祂還是照耀著每個角落。

隊員姓名：徐騦暘
畫中訊息：上帝各種的恩典
臨到302隊員的生命裡，就
像貝殼遍佈沙灘上一樣。

隊員姓名：徐御珩
畫中訊息：燦爛的陽光照耀
每一個302隊員，在往後的
日子繼續發光發亮，榮耀主
的愛。

隊員姓名：梁傲珈
畫中訊息：陽光中有盼望，
盼望之中有愛。

隊員姓名：魏以述
畫中訊息（右）：畫中天空的鳥兒和海裡的魚代表神
的創造，花代表神的恩典，上面的 是泡泡，因為泡
泡沒有固定的顏色和形狀，靠著周圍的影射變色，代
表神創造泡泡（世界），並靠著我們改變周圍的人
（顏色），擴展基督的國度。

1 0周年標誌填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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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周年標誌填色創作

隊員姓名：廖悅兒
畫中訊息：我想將我喜愛的
卡通人物分享給大家！帶玉
桂狗參加302十周年派對！

隊員姓名：陳康逸
畫中訊息：藍色代表一望
無際的海洋，代表大自
然，這也是我最喜愛的顏
色。我希望我們302分隊可
以盡情享受大自然的一切
美好。

隊員姓名：陳康逸家長
畫中訊息：302分隊的活
動多姿多彩，充實又精
彩，大家都享受其中，
樂在其中。

隊員姓名：黃愛懿
畫中訊息：五顏六色太陽花玻璃窗。



隊員領袖《我在302的日子》

資深小隊長 陳詩晴

302分隊就好像我第二個家，我在

小四的時候就已經返基督少年軍，

現在我已經中六了。每個星期六都

有恆常的集隊，我每一個星期都很

期待星期六的集隊，可以與我的同

伴一起去學習專章和去認識更加多

聖經的真理。

在上年的十月，我參加了新東北區

小隊長課程的資深小隊長訓練，我

與其他分隊的隊員要一同學習如何

成為僕人領袖。雖然在這個訓練當

中面對很多的困難和挑戰，但我們

一眾小隊長沒有因為困難而放棄，

努力去完成導師給我們的每一個任

務，最後我也能成為一個資深小隊

長。資深小隊長的名字帶給我有能

力去帶領隊員完成更多的挑戰，讓

我可以成為一個更出色的領袖。

302分隊的導師每一個也很愛我

們，教導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

當，有開心的事齊齊分享，做錯事

齊齊擔當。因為302是一個整體，

大家要一同去面對開心、承受責

備，所以我在302分隊的生活過得

好開心。302帶給我無窮無盡的愛

和包容，我們常常也會掛念對方。

302是一個存在快樂和愛的家。

資深小隊長 賴鍵豪

時光飛逝，302陪伴我的日子已有十

年之久。現在回望過去，真的發生了

很多事。記憶深刻的大事小事，更是

數都數不清，就不一一數算了。

在302渡過的每一段時光都是快樂的

―大家一起步操、考章、宿營、出

海，在這個家的我總是笑著的， 302

這個家真的很溫暖！

所以我希望正在看這本特刊的你，也

能在302收獲很多難忘的回憶！302十

周年快樂！

35

基本小隊長 譚駿傑

 

我在302的日子，是快樂的。

說真的，我在分隊到現在，我只知

道，在這裡我可以得到朋友，我可以

學到知識，我可以得到快樂，我可以

學到做人的道理，我可以認識耶穌。

在302的日子，我覺得是輕鬆的，學

到平時在學校學不到的知識。

302 小
隊 長



隊員領袖《我在302的日子》

基本小隊長 譚瑋晴

 

想一想，這已經是我第三年在302

集隊了。在這裏，我經歷了很多在

學校、家以外能夠體驗和領悟的東

西。在302，我認識到很多朋友、

導師，與他們建立深厚的友誼。我

們一起在集隊中成長、歷練、學

習，收穫到的是不能計量的多。加

入分隊之前，我從沒想過我的成長

會有這麼大的轉變。每星期六到教

會集隊，步操、考專章、崇拜親近

神。無論是心態上，還是性格上，

我都變得更加積極、主動。考專章

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到更多知識，

我還學會怎樣與隊友們合作，一同

完成考試，也從而增進了大家的默

契和友情。在302的這幾年，最讓

我體會深刻的就是小隊長訓練，在

其中我學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每一件

事情。從沒有接受過這麼嚴肅訓練

的我，在那幾天都感到十分緊張，

可是我有同伴與我一起共同進退、

互相扶持，最後也一同順利完成訓

練，真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在

集隊以外，302更舉辦了不同有趣

的活動，例如去看電影、船河，這

些快樂的回憶都是得來不易的。我

想我們當中能經歷的，也是因為神

一直守護著我們，使我們不會害

怕，勇往直前，找到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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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小隊長  馬正清

 

自我在小六加入302之後，分隊一

直提供不同的機會去培養我的服

從、紀律等品格，同時增加信仰方

面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分隊內小隊

長的崗位，讓我提升團體合作的領

導能力。另外，參與各種活動的籌

備工作，也給了我不少特別的經

歷。分隊並不像學校一樣會「分

班」，這使我能與分隊內很多隊員

都建立一段長時間的良好友誼。同

一組內的隊員之間更會不時分享近

況、代禱事項等，我認為這是十分

難得的。能夠與一班年齡相近的朋

友一起經歷不同的活動內容，我很

珍惜和享受在分隊內的時間，甚至

會想若是早點加入分隊就更好了。

基本小隊長 陳恩祈

我於升小六時加入302這個大家庭，

其中的日子總是愉快，充滿笑聲的！

獎章課程令我學習很多新知識，崇拜

環節令我更親近神，還認識了一班好

朋友呢！本身我比較害羞，在少年軍

有機會嘗試做旗隊、司琴、檢查制

服，甚至於主日崇拜宣傳10周年立願

禮。我想若不是少年軍，我不會有勇

氣/機會嘗試，我亦不會有進步、突

破、成長。最後，面對新挑戰，難免

會感到擔心，慶幸302有很好的導師

和隊員，大家互相關心和陪伴，一起

走過，一同分擔喜與悲。我希望未來

能和302一起走過更多的年月，10周

年快樂！



隊員領袖《我在302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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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小隊長  麥佑嘉

 

今年已經是我在302的第7年了，回

想起當初參加時的我只是四年級，

到現在已經升中五，302一直陪伴

著我的成長，讓我更認識和經歷

神，培育我成為一個更愛神愛人的

人。

在上年8月，我參加了新東北區基

本小隊長課程，我們與其他分隊的

隊員一同學習做一個僕人領袖，學

像耶穌謙卑地服務、愛身邊的人。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困難，

但感恩我們互相扶持，最終順利畢

業。成為小隊長後，我在分隊參與

了更多崗位，讓我有機會與人合

作、溝通、互相配合，培養了我的

自信、責任感、勇於嘗試的態度，

令我成為一個更好的領袖。

302和教會是我第二個家，給了我

很多快樂的回憶。雖然也有被責備

的時候，不過302的教導―有福同

享、有難同當，令我感受到我不是

獨自面對困難，我們是一起經歷。

我的組員都是我的好朋友，即使有

些隊員不是常常能見面，我們仍然

保持聯絡，記掛著他們。

302的愛，令我們無論相隔多遠，

也能聯繫在一起。

基本小隊長  魏弘正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我已

加入302分隊七年了。透過分隊導師

的悉心栽培和不計辛勞的付出，我

得以經歷銳變，從一個無知的孩

子，成為一個愛主的基督徒。

記得初進分隊時，我不懂得管理自

己的言語，有意無意地用話語傷害

他人。分隊導師的嚴厲教導當年令

我非常不快，現在回想，真是忠言

逆耳。感謝導師不斷地給予不同隊

員金玉良言，讓我們得以改變陋

習，從而成長。

302對我的意義遠遠超於一個課外活

動。對我來說，分隊是一個家，包

容我的過失，並不斷去栽培我。我

在302分隊參加過無數次的營會、課

堂，不但令我擴闊視野，吸取令我

終身受用的知識，更讓我學會感

恩，明白沒有一件事是必然的，讓

我更謙虛，更沉穩。

我即將踏入在302中第八個年頭，這

段時間裏，302讓我認識到一些肝膽

相照的朋友，我們互相傾訴，互相

幫助，互相學習。如果沒有302，我

難以想像自己現在是個怎樣的人。

302分隊創立十年，我衷心希望分隊

能繼續秉持優秀的傳統，繼續培育

更多年輕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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