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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的話

「愛國」是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亦是每一個

公民應履行的義務。愛國之心來源於一個人的

樸素情感，從１９１９年的五四愛國運動至現

今社會，人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方式去體現「愛國」深義。

總會作為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成立之初已訂

立三大宗旨，「推動建設香港，放眼未來報效

祖國」為其中之一。總會一直致力透過向團員

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課程，例如：中式升旗

訓練班、國家知識講座、國內交流團等，培養

他們的國家情懷及世界視野，同時亦期望將承

傳百年的五四愛國與奮鬥精神繼續薪火相傳。

本期會刊我們特以「五四運動」為封面故事，

帶大家認識「五四運動」、「五四精神」及

「五四青年節」的由來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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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的      種
「五四運動」背景

民國時期，民國政府積弱，日本對華野心蓬

勃，向民國政府提出不平等條約《二十一

條》，其內容侵華，野心令人髮指。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國雖然作

為戰勝國參與其中，但在列強處理「山東問

題」時卻偏袒日本，將「山東條款」編入《凡

爾賽和約》，中國再次遭受不公平對待。

深 受 「 新 文 化 運 動 」 薰 陶 的 中 國 青 年 在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於北京發起學生運動，

「外爭主權，內除惡賊」、「誓死力爭，還我

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迅速在全國蔓

延，上海工人的罷工以及文學界的響應，喚醒

了全國各地人民保衛家國的決心。

「五四運動」不單是一場保家衛國的運動，更是一場思想文化革命運動，泛指

１９１５年起始的「新文化運動」及１９１９年的「五四愛國運動」。１９１５

年，中國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運動始於陳獨秀所創下的《青年雜誌》，由

李大釗、胡適、魯迅、蔡元培等一批曾出國留學的新青年所發起，他們受西方教

育影響，提倡「民主、科學、新道德、新文學」，推翻「專制、迷信、封建思

想、文言文」，為實現振興中華之理想而奮鬥。

「五四運動」緣起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右到左依次為李大釗、胡適、蔡元培、蔣夢麟

「巴黎和會」會場場景

1919 年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

1915 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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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意義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中國代表最終於６月

２８日拒簽《凡爾賽和約》，運動取得階段性的

成果，亦同時告一段落。「五四運動」是中國近

代史上，青年人喚醒和帶領國家進步的一場極具

民族意義的運動。不但促使當代中國青年發憤圖

強，紛紛留學歐洲等國家勤工儉學，學成歸來報

效國家。與此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下

了堅實的基礎。可見「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

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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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歷史進程

5資料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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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中國仍處於新生的狀態，人民開始出現革新

進步的思想。

中國青年開始到外國留學，接受新思想文化。

１月

「五四運動」喚醒了全國青年復興中華的決心，到海外留

學青年大增，為報效國家努力奮鬥。

五四運動

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部分條約。

《青年雜誌》出版；「新文化運動」正式開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居戰勝國之列。

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卻受不公平對待。

將「山東條款」編入《凡爾賽和約》。

「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

示威。全國人民和工人以罷課及罷工方式，響應北京學生

的示威。

因應全國人民對「巴黎和會」之反對，中國代表拒簽《凡

爾賽和約》。

５月４日

６月２８日

４月３０日

５月

９月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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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雖然「五四青年節」並沒有成為法定公眾

假期，但自１９９７年回歸起，政府及各界均會於

「五四青年節」當天舉辦相關紀念活動，「金紫荊

廣場五四升旗禮」活動則是其中一個比較標誌性的

項目。活動由２００６年起舉辦，每年，香港各個

青少年制服團體均會派出隊員組成儀仗及步操隊伍

參與儀式，並派出代表宣讀《五四宣言》。總會於

２０１５年起每年派出團員參與活動，期望藉活動

提升團員對國家及「五四運動」歷史的認識。

雖然去年及今年的「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活動

因疫情持續而取消，總會仍每年於「五四青年節」

在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大樓進行升旗禮及《五四宣

言》宣讀儀式，以紀念這個別具意義的日子。

今天的

「五四青年節」的由來

「五四運動」是喚起全中國青年愛國思想，力求民族革新進步的開始，當中為民族獨立和解放而

自強不息、堅持不懈的精神值得後世學習和傳承。因此，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務院正式宣布將５月４日訂為「五四青年節」，既紀念當年青年們和民族艱苦奮鬥的

歲月，也寄望將「五四運動」的精神傳承至每一代青年。

「五四青年節」是國內的法定節日假期，根據規定，年齡介乎１４-２８周歲的青年均可享半天假

期。每逢「五四青年節」，全國各地均會舉辦紀念性活動，讓公眾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

「五四青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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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距今已百餘年歷史，經歷一代接

一代的拼博奮鬥，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繼續承傳

著五四精神，用一顆愛國的心、堅定理想的信

念及力求進步的精神，發揮青年人的力量，推

動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以行動去「保護民

族、保衛國家」。

在「２０１９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全國上

下相信科學，一致戴上口罩，團結互助，無數

「９０後」、「００後」參與前線抗疫工作，

他們無懼犧牲拯救人民。當年「愛國、進步、

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火種至今仍如

烈炎一般熾熱燃燒。

時至今日的五四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紀念五四運動１００周年大會）

「中國青年是有遠大理想抱負的青年！中國青年

是有深厚家國情懷的青年！中國青年是有偉大創

造力的青年！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青

年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量！」

【五四宣言】

毛筆書法作品
教導縱隊

文冠皓　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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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成為了近年本港城中熱話，不論是

在電視、報章、互聯網、社交平台，

相信大家都會經常看到有關大灣區

的新聞及資訊。政府以及社會各界

亦相繼推出不同的政策及計劃鼓勵

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城市學習、工作

及發展未來事業。

大灣區是國家重要發展策略，未來

將會為香港及香港年輕人帶來無限

的機遇。年輕人在大灣區發展項目

中擔當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知道

大家對大灣區又有多少的認識？

我們有幸邀請到總會總監黃永光先

生接受本期會刊的專訪，黃總監為

現任「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

金」的主席，期望透過這一次的專

訪，加深大家對大灣區的認識，解

答大家心目中的疑問。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總監
黃永光先生，JP

黃永光總監專訪 - 大灣區發展機遇專題專題
訪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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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光總監專訪 - 大灣區發展機遇專題專題
訪問訪問

提到青年發展，近年大灣區發展是其

中一個廣受熱議的項目。作為「大灣

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的主席，

是甚麼契機／念頭促使您成立基金？

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很多都是有抱負、有創意、

有潛力的，只要有合適的平台和機會，必定可

以成就無限可能。「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

基金」於２０１９年成立，本著這樣的初衷，

抱著「助青年 創明天」的願景，抓緊大灣區的

新時代、新機遇，促進大灣區青年交流，為香

港青年發展提供更多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您曾表示到大灣區發展是香港青年實

現夢想的好機會，您認為大灣區可為

香港青年帶來甚麼發展機遇／新出

路？

大灣區將會是繼紐約大都會區、三藩市灣區及

東京灣區之後第４個世界級灣區都會圈，面積、

人口、港口及機場客貨運量規模都有過之而無

不及。

有「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高科技行業蓬勃

發展，連續１６年位居中國科技專利申請量榜

首，它是中國最年輕、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之一，平均年齡僅３２. １歲。在大灣區，香港

將發揮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結合深圳科技

創新的優勢，金融結合科創實力無出其右。科

技創新是環球未來發展大方向，而內地已有一

批創新科技企業達至世界級水平，當中不少正

正是在大灣區內起步發展。

我們「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的合作

夥伴中，港人錢國棟（Gordon）就是個好例子。

出身玩具世家的 Gordon 覺得動畫與家族玩具生

意行銷策略相得益彰，同時看準動畫市場的龐

大商業潛力，於２００５年在深圳成立工作室，

出品不少大熱原創動畫，包括「超智能足球」、

「甜心格格」和「正義紅師」，在大灣區以及

海外市場都極受歡迎，推動銷售同時助 Gordon

開拓新業務。工作室通過發行代理香港姊妹公

司出口高品質動畫作品，從規模只有兩個人的

工作室發展到如今超過１００人的公司。

青年發展事務需要投入大量心力及資

源，亦是一個長遠且需要持續發展的

項目，什麼原因促使您一直致力推動

青年發展工作？

因為年輕人的未來就是香港的未來。要創造香

港更美好的明天，協助香港培育優秀人才及領

袖，給他們學習及發揮、學以致用的機會，尤

其重要。一直以來我希望可以為青少年發展盡

一分力，令我們的新一代，縱使面對逆境，仍

能繼續發揮所長，成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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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光總監專訪 - 大灣區發展機遇專題專題
訪問訪問

您認為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有什麼優勢／競

爭力？

港人通曉世界語言，具備國際視野，與世界接軌，這些都

是我們接通大灣區蓬勃發展，以至推動進軍國際其他市場

的優勢。年青一代充滿熱誠和創意，他們應該乘著發展大

局的機遇，發掘自己的無限可能。多年來兩地在經貿、文

化、旅遊、青年交流等範疇建立了互惠共贏的緊密關係。

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將可以優勢互補、互相學習、共

同進步，一起推進大灣區發展。

不少香港青年對大灣區發展充滿顧慮，如：兩

地文化差異、不熟悉內地體制、缺乏人際網絡、

需跨境工作等。您認為可以如何鼓勵青年人突

破心理關口，提升他們到大灣區發展的意欲？

我們可以放眼其他國際大都會，如紐約、倫敦和東京。這

些國際大都會和香港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有天然地利、

有多元文化、種族、通曉國際語言等。他們在發展過程中

結合實際情況，帶動周邊地區一起發展，成為大都會圈。

都會圈連結不同地區的經濟協同發展，人口亦隨之而增

加。隨著集體運輸發展成熟，市民為追求更舒適的空間、

更優質的生活，會遷至城郊，帶動周邊地區發展，「超級

通勤族」（Super Commuter）亦隨之出現。這種現象不是

香港獨有的，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經歷程。

紐約都會區的超級通勤族超過６０萬。東京首都圈每天

超過２９０萬人來往東京通勤。而倫敦市中心（City of 

London）的常駐人口據２０１６統計只有不足１萬人，但

是每天有３０萬人每天來往倫敦市中心工作。

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順利開通，大灣區建設不

斷推進，以及中央持續推出便利港人於內地發展的政策，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具備更多有利條件，發展空間愈

來愈大。大灣區的建設，能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發展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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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光總監專訪 - 大灣區發展機遇專題專題
訪問訪問

基金成立至今不但舉辦了各類培訓及

交流活動，亦就超過５０個項目進行

撥款，可否與我們分享一個令您印象

深刻的活動／撥款項目？

為了表揚及鼓勵才學兼優，以及熱心服務社會

的本地大學生，並於疫情下為他們提供適時幫

助，「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的年度

計劃「創明天獎學金」，獲得近３００名來自

十三間院校的學生申請，反應踴躍。由於最後

入圍的１５位學生在多方面都表現卓越，經評

審團審核後，「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

決定把獎學金名額由原定１０名增至１５名。

每位得獎者獲頒五萬元獎學金，資助他們學業

及日後發展需要。

我十分高興有機會與１５位「創明天獎學金」

獲獎者暢談，這些年輕人多才多藝，各方面均

表現出色，讓大家看到香港的青年是充滿希望

的一代，令人鼓舞。盼望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

才華、創意、朝氣和社會責任感回饋社會，為

香港共創更好的明天。

基金至今已支援了不少青年人及青年

服務機構，您們未來有甚麼計劃？對

未來有甚麼寄望？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２０２０年

主辦及已審批資助項目５１個，超過５, ７００

個青年及１１３家機構受惠。我們計劃當香港

與內地恢復正常往返後，將舉辦更多交流活動，

讓香港青年加深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發展。

未來我們亦將會進一步推出「點創計劃」、「築

夢空間」、「大灣區青年卡」等項目，希望鼓

勵青年人在多方面的事業發展，及為企業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聘用香港大學生帶來推動作用。

香港不少青年人抱有理想，可否給予

他們一些鼓勵／建議？

我希望趁此機會，寄語年輕一代，完善自身，

放眼世界，抓住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機遇，在更

大的舞台上發揮自己，同時，多了解基層家庭

的需要，致力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多一點

關懷、多一分支持，彼此攜手，疫境同行，走

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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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日，由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親

自按下了電鈕升起第一面中國國旗。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０時０分０秒，中國人民解放軍

駐香港部隊（駐港部隊）３名升旗手在香港將國旗升

起，標誌著飽經滄桑的香港徹底結束了１５０多年的

屈辱歷史。

「護衛國旗，重於生命」這不僅僅是一句口

號，亦是一種精神信仰。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

標誌，亦代表著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每個公民

和組織都應該尊重和愛護國旗。從過去到現

在，都有中國人甘願奉獻自己的一切，用生命

守護著國旗的尊嚴。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

星紅旗。中國國旗旗面為紅色，長方形，長和

高的比例為３：２，左上方有五顆黃色星星，

一顆較大，四顆較小，而每顆小星都有一個角

指向大星中心，象徵全國人民大團結。

認識認識
總會總會

認識中式升旗
撰文 :

袁靖旻　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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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日，總會首次於金紫荊廣場

主持升旗儀式，並以中式升旗的方式將國旗升

起，為總會寫下歷史性的一頁。總會升旗隊隊員

們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表示：「為確保這次升旗

儀式萬無一失，我們用了近一年時間準備、近三

個月時間進行密集式的隊列及升旗訓練。大家甘

願付出自己休息時間出席訓練，克服難以想像的

艱苦，為的就是能夠在香港這個極具歷史意義的

地方，用中式升旗的方式升起國旗。當看見國旗

升起的一刻，所有汗水、努力都是值得的！」

13

中式升旗主要透過一名「持旗手」掌握國旗，兩

名「護旗手」護衛國旗，三人相互合作，將旗幟

升至旗桿頂端，使旗幟高高飄揚在中國領土。持

旗手主要負責保持國旗在行進過程中的穩定，以

及將旗幟升起時，把旗完全揚開，以展示國家主

權。在進行升旗儀式的時候，持旗手會把國旗固

定在持旗杆上，然後將國旗扛在肩上，意味著肩

負祖國賦予的責任。一號護旗手負責將國旗緊緊

扣在旗杆繩上，並固定旗杆繩以確保國旗不掉

落。二號護旗手則負責拉動旗繩，嚴格按照國歌

節奏，確保國歌結束時，旗幟剛好準確升至旗杆

頂端。

認識中式升旗

在中國，聲譽響遍全球的升旗儀式，一定要數北

京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解放軍儀仗隊國旗護

衛隊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每日都會在第一線 

晨光直射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將國旗升起。而在香

港，相信不少香港人和遊客對金紫荊廣場的升旗

儀式並不陌生。升旗儀式一般由香港警務人員負

責，並採用獨有的金紫荊廣場模式升旗，與天安

門廣場升旗儀式採用的中式升旗方法並不相同。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

認識認識
總會總會

認識中式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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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升旗導師訓練班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向國旗敬禮！」這句口令，每天早上都

會在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中響起。升旗儀式

除了是宣示國家主權，更是提醒人們將國家及

國家的經歷牢記在心。

總會作為香港首個以中式步操為訓練基礎的青

少年制服團體，由創會至今，一直透過向團員

教授中式升旗，讓他們認識國家，並期望將國

旗及國歌的意義傳承給每一位香港青少年。

「要如何把中式升旗一直傳承？」
當然是需要我們的教官團隊去薪火相傳，因此，

培訓中式升旗導師的工作尤其重要。要得到教授

中式升旗的資歷，首先要修畢「中式升旗訓練

班」，完成後再修讀「中式升旗導師訓練班」，

並且在兩個訓練課程中通過考核取得合格成績，

才能代表總會教授中式升旗。

新一期「中式升旗導師訓練班」在農曆新年前

完成，共有五位教官順利通過考核。課程的考

核科目包括：個人技巧評核、教學技巧評核、

升旗知識考核及應變處理技巧等，當中如有其

中一個項目不合格，便不能取得導師資格。因

此要成為一名合資格的中式升旗導師，確實是

殊不容易！總會教授的中式升旗知識及技巧，

師承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由總會創會

起一直傳承至今。

總會對升旗導師評核要求之所以如此嚴格，就

是為了確保中式升旗的傳承具「品質保證」。

期望各位新晉升旗教官謹記課程所學，將一絲

不苟的升旗態度，以及每一個動作要令和細

節，一脈相傳給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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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公園遊 
九龍寨城公園的原址是九龍寨城，在晚清時期是防衛要

點，二次大戰後成為「三不管」地帶。如今，公園還保

留了原為寨城官府衙門的建築，以及兩尊清朝古炮。

２０２１年２月，總會特意組織參觀見學活動供團員參

與，活動期間除了向團員介紹九龍寨城公園以及解說有關

九龍寨城的歷史外，總會還組織了一次園內定向活動，讓

團員走訪園區內不同地點及遺跡，親身了解這個具歷史價

值的地方。在活動的過程中，團員們還巧遇公園的義務導

賞員，有幸能從他口中得知當年的故事，以及九龍寨城居

民的生活狀況。

九龍寨城公園遊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清拆前的九龍寨城

清拆前的九龍寨城

重建後的九龍寨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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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無煙Teens計劃２０２０－２０２１」由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主辦，教育局協辦，目的是培育青少年

成為社會未來領袖及推動無煙文化。計劃於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１年３月期間舉行，內容包括「無

煙學堂」、「無煙行動」及「無煙大本營」，需要參

加者運用所學習的無煙知識，策劃並舉辦活動，推廣

無煙信息，並完成行動報告。

本次計劃，總會派出兩隊共八名團員參與，團員不但

完成於線上舉辦的「無煙學堂」和「無煙大本營」，

更積極籌辦「無煙行動」，例如：無煙小講堂、無煙

簽名大行動、無煙知識問答比賽、無煙小課堂、無煙

問卷和無煙主題創作比賽等，為總會帶來了多姿多彩

的活動同時，也展現了青少年的活力與創新。在本次

計劃中，總會其中一隊參賽隊伍更是榮獲「優異無煙

Teens團隊」獎。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兩隊代表對

本次計劃的感受吧！

「無煙Teens計劃」令我認識到了無煙文化。

在「無煙行動」的籌備過程中，我認真分析

了青少年吸煙的問題，發現原來吸煙是可由很

多不同的原因導致，令我獲益良多。另外，我

在「無煙大本營」中亦增進了不少有關煙害及

控煙的知識。在大本營的各種遊戲中，不但令

我對無煙知識更加深刻，領導才能也獲得了提

升。這令我在「無煙行動」的講座中將知識學

以致用，也幫助了我和組員成功舉辦「無煙行

動」。在此，我非常感謝我的組員，我們以後

會繼續積極推廣無煙信息，讓更多人認識吸煙

的禍害，投入無煙生活。

龍咏荷　三級隊員

在完成「無煙Teens計劃」之後，我感到

獲益良多。在計劃中，我們要學習與香煙

有關的知識，還學習了有技巧地勸喻他人

戒煙。此外，我們需運用課堂所學，籌辦

「無煙行動」。在籌備過程中，我們需要

考慮如何讓參與者真正學習到有關無煙的

知識。在「無煙行動」完結之後，透過與

教官進行活動檢討，我們明白到自己的不

足之處，希望下次參與其他計劃時可作出

改善。

魏卉瑩　二級隊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第一隊）

榮獲「優異無煙Teens團隊」獎

無煙 Teens 計劃

龍咏荷　三級隊員

魏卉瑩　二級隊員

應思維　一級隊員

魏靜璇　初級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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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無煙Teens計劃」中，我第一次與隊

員親手完成籌辦整個「無煙行動」。從構思、籌

備、實行再到總結，每一個階段都面臨不少挑戰

和煩惱。但在一次次的挑戰中，有賴隊友的互相

幫助與教官的指導，讓我們一次次突破難關，更

從中學習到了很多在書本裏面學習不到的東西。

由於疫情的原因，我們的「無煙行動」也需要在

線上進行。在籌備的過程當中，發現原來曾經以

為很方便的網上會議，實踐起來卻遠比真實會議

還要複雜，衍生出的問題亦為我們的計劃帶來了

不少挑戰。但正因為這些挑戰，讓我們有了不一

樣的經驗和無法媲美的過程與回憶。

陳耀明　三級隊員

資料來源：「無煙 Teens 計劃」官方網站 17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黎慧賢女士
頒發「優異無煙 Teens 團隊」獎予得獎隊伍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第二隊）

在「無煙Teens計劃」中，我真的獲益良多，不

但學了許多有關禁煙和戒煙的知識，對煙草的害

處及煙的種類亦有更多的了解。另外，當我們一

起籌備「無煙行動」時，我亦學懂了許多課本上

學不到的知識，例如：團體合作精神、如何寫一

份通告、如何籌備活動等。這都令我明白到平日

教官們籌辦活動是相當的不容易。最後，我要謝

謝總會讓我有機會參加這個計劃，謝謝教官們對

我們的支持，謝謝你們！

夏洁瑩　二級隊員

吳易書   中級士官

陳耀明　三級隊員

朱珈葆　二級隊員

夏洁瑩　二級隊員

總會總會
點滴點滴

無煙 Teens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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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世界最長跨海大橋
港珠澳大橋

中國交通
走向世界
中國交通
走向世界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中國交通網絡發展

提到中國交通網絡發展，

你第一時間會想起甚麼？

港珠澳大橋？高鐵？滴滴

打車，還是淘寶集運？的

確，交通跟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它不僅是運送人們

往返各地的方法，更能展

現一個地方的實力，也對

全球可持續發展有一定影

響力。
橋樑建築

近年中國交通網絡建立了不少「世界之最」，當中亦包括為人熟悉的香港著名地標。早在１９９７

年５月，主跨長１,３７７米的香港青馬大橋正式開通，至今仍為全球跨度最長的行車鐵路兩用懸

索吊橋。２０１８年啟用的港珠澳大橋則為中國保持另外一項世界紀錄︰它是全世界最長的沉管隧

道以及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是中國地標性建築之一，更被稱為「現代世界七大奇景」。

港珠澳大橋啟用後，實現了「一小時生活圈」，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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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度最長的行車鐵路兩用懸索吊橋
青馬大橋

撰文 :

李呈昕　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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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

除了橋樑建築以外，中國亦擁有世界首條高寒

地區高鐵 - 哈大高鐵。中國高速鐵路，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１９９９年夏

季，中國第一條客運專線秦沈客運專線動工，

並於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建成通車；京津

城際高鐵於２００８年通車後，中國正式邁入

時速３００公里以上的高鐵應用時代。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中國高鐵營運里程達３.７９萬

公里，其中營運時速可達３００公里的路線總

距離超過１萬公里。

中國交通網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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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條高寒地區高鐵
哈大高鐵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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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發展

中國民用航空發展也是非常迅速，前

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先生曾在

２０１２年表示，在過去的３０年中，

中國民航業平均增速為１７.６%，超過

中國GDP年均增速的１０%。

20

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中國交通網絡發展

截止２０２０年，中國已擁有超過２４０個公共航空運輸

民航機場。當中包括２０１９年年底啟用的北京大興國際

機場，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機場，耗資人民幣８００多億元

興建，被譽為中國「新國門」。機場擁有佔地面積為７０

萬平方米的航站樓，地面交通中心擴大到了８萬平方米，

現時設有４條跑道，未來將增至７條跑道，可滿足年旅客

吞吐量達１億人次、飛機年起降量８８萬架次，以及貨郵

吞吐量４００萬噸的需求。

目前全球最大機場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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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交通運輸秉持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

理念，以建設人民滿意交通為目標，自立志強，艱苦奮斗，取得

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各

國的前途命運從未像現在這樣緊密相連，交通對於加強互聯互通、

促進民心相通日益重要。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認真落實聯合國

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積極參與全球交通治理，加強國際交

流與合作，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

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智能交通發展

在交通基建之上，中國的智能交通發展亦

不容忽視。大數據支持下的車聯網成為普

遍市民大眾的出行形式。截至２０１９

年，「滴滴出行」用戶人數超過５.５億

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出行服務平台。此

外，中國亦積極發展城市智能交通，項目

包括智能公交、電子警察、交通視頻監

控、交通訊息採集與發佈，大大提升了中

國交通的效率及安全。

著重可持續發展性

中國近年大力發展交通網絡的同時，亦考

慮到其可持續發展性。在２０２０年，國

務院新聞辦發佈了《中國交通的可持續發

展》白皮書，全方位展示了交通運輸工作

及成就，更深入詮釋了中國交通可持續發

展的理念和實踐，充分展現了中國在交通

發展上的目標及遠見，及對於可持續發展

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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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情繫
家國家國

中國交通網絡發展

《中國交通的可持續發展》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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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交通的可持續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政府網



美荷樓參觀見學

展館的第一層為歷史專題

展覽，長型的走廊展示了

興建石硤尾徙置區起源和

歷史背景，及當時居民的

生活點滴，還以等比縮小

的模型展現整棟「H」型

徙置大廈的外觀，並真實

還原了大廈內部居民生活

狀況。

22

香江香江
我家我家

美荷樓參觀見學

50 年代建成的美荷樓

2013 年翻新的美荷樓

美荷樓是香港最早期及唯一保留至今的「H」型徙置大

廈。源於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石硤尾大火」，大火

摧毀了石硤尾山邊寮屋區，使五萬多人痛失家園。當時政府

為了安置災民，解決其住屋問題，便於原址興建了首批８座

６層高的徙置大廈，美荷樓為其中一座。美荷樓於２０１０

年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物」。２００８

年被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列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將其活化為美荷樓青年旅舍及美荷樓生活館，於

２０１３年落成並開放予公眾參觀。

美荷樓青年旅舍保留原有公屋單位的空間佈局，改裝成旅舍

房間，讓公眾及旅客親身體驗本地文化；而美荷樓生活館是

以５０-７０年代香港公共房屋歷史及當時市民生活狀況作

為主題，展示了數十個真實口述歷史個案、陳列的舊照片、

傢俬等物品，合共展出逾１,２００件從舊居民搜集得來的

展覽品。展覽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歷史專題展覽、昔日

屋邨生活場景呈現及香港公共房屋的演變。

美荷樓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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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組織了一次美荷樓參觀見學活動，讓團員們穿過時光隧道，回到昔日的香港，親身了解公共房

屋的面貌及發展歷史，感受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環境、習慣，以及整個社會民生的變化，體會其中

的苦與樂，使團員能反思過去及認清現在，吸取更多知識，為自己的未來打拼，貢獻社會。

「展館簡介了５０至７０年代時的居民的

生活用品及照片，讓我對美荷樓和香港最

早期公共房屋及徙置大廈的歷史有了初步

的認識，更了解到那時的生活條件和衛生

環境並不理想，例如很多家庭都沒有獨立

的廚房和廁所，讓我學會珍惜現在豐衣足

食的生活，珍惜現在擁有的，明白現有的

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 

劉禹萱　初級隊員

「以前的公屋是沒有升降機的，連洗手間和浴室都是共用的，相比之下，感覺我們非常幸福。」

「以往的鄰居之間就像親朋好友，現在我們甚

至不知道鄰居的面孔，社會發展及科技令我們

的社會進步，但同時也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

得更遙遠，沒有了舊時的那種熱情和親切。」

馮堯正　一級隊員

陳逸峰　 中級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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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參觀見學香江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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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展區展示了５間原裝間隔住宅單位

樣版、廚房走廊、公共廁所、公共浴室及

糧油鋪等，再收集了舊居民捐贈的物件，

還原了昔日公屋的生活場景。早期的「H」

型徙置大廈樓高５-７層，沒有升降機，當

時的單位只有１０-２０平方米，每戶必

須至少容納５人，單位內沒有電力供應，

居民需要共用廁所、浴室及廚房。到了

１９７０年代，美荷樓進行重建，每戶都

具有基本的獨立空間及衛浴，居民的生活

環境亦得到重大的改善。

展館的最後一部分總結了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由５０年代到現今的演變及各個發展計劃的簡介。歷史

保留著歷代人的集體回憶，認識歷史更是代表著傳承，而現代社會的青少年則肩負著傳承歷史責

任。美荷樓標誌著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開端，深具意義。

「這次的參觀讓我更懂得珍惜現在
寶貴的生活，以及了解到公共屋邨
的格局變化和香港的房屋發展歷
史，讓我不僅學會保育古蹟的意
識，還能了解和傳承香港的歷史。
我會推薦總會再次舉辦同類型的參
觀活動。」

趙鎂清　一級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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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青年旅舍協會網、香港旅遊發展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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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只是生長在香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角

落，世界各地亦未發現與「我」相同的植物品

種。幸得一名法國傳教士於１８８０年發現，並將

「我」以插枝方式移植於薄扶林一帶的修道院。直

至１９０８年被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的監督鄧恩

先生正式辨定「我」為羊蹄甲屬的新品種，並以

香港第１２任(１９８９-１９０３年)港督卜力爵士

（Sir Henry Arthur Blake）的姓氏，將「我」命名

為Bauhinia x blakeana (洋紫荊)。

大 家 好 ， 猜 猜 「 我 」 是 誰 ？

「我」是香港的區花 - 洋紫荊，

因長的像蘭花而有個別名叫「香

港蘭」。無論在香港的鬧市中、

公園或者路旁的花圃都能找到

「我」的身影，但對於「我」的

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不如就讓

「我」來自我介紹吧！

洋紫荊的話

洋紫荊的歷史

紅花洋蹄甲(Bauhinia purpurea)

宮粉洋蹄甲(Bauhinia variegate)

２００５年，研究證實「我」並非獨立品種，而

是由紅花洋蹄甲(Bauhinia purpurea)和宮粉洋蹄甲

(Bauhinia variegate)的混交栽種的新品種，是羊蹄甲

家族「混血兒」。由於「我」不能自行繁殖，必須

透過人工繁殖方法來繁殖後代，包括壓條法、嫁接

法及插枝法等。因此，今天大家在社區中看到的洋

紫荊，很可能是當年傳教士移植首株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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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幸妮　少尉　香江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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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香港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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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兩種不同羊蹄甲屬植物混

種而成，是香港獨有及土生土長的植

物，適應著這裡的氣候和土壤，這些特

徵正正反映著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融地

方，尤其珍貴且獨一無二。１９６５年

「我」正式被選為香港區花，因應香港

主權即將回歸祖國，香港於１９９３年

始將新發行貨幣上的英女皇頭像更改為

區花洋紫荊。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於同年

成立並採用洋紫荊作為機構標誌。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主權正式回歸

祖國，洋紫荊正式被採用作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區旗及區徽的主要標誌，是香港

的法定代表花卉。

區旗上的紅旗代表著祖國，洋紫荊代表

著香港，區旗上的洋紫荊圖案有著五片

白色的花瓣，每片花瓣有著一顆紅色的

五角星和一根花蕊，寓意香港與祖國關

係密不可分，而紅白二色體現了「一國

兩制」的精神。回歸當天，香港多個政

府部門、紀律部隊及機構的徽章亦由象

徵英國皇室的皇冠改為洋紫荊標誌。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金紫荊廣場，

矗立著一座由中央人民政府贈予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金色洋紫荊雕塑，以紀

念１９９７年香港回歸。

洋紫荊的象徵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1993年成立並
採用洋紫荊作為機構標誌

1993年前發行的貨幣
英女皇標誌

1993年始發行的貨幣
洋紫荊標誌

香江香江
我家我家

認識香港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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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知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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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紫荊 Bauhinia x blakeana

產地

科

屬

植物種類

外貌特徵

香港

蘇木科中型常綠喬木

羊蹄甲屬

樹身高８ - １０米；

花朵大如手掌，呈傘狀花序；

花瓣５片 , 呈紫紅色；

頂端花瓣有深紫色條紋；

沒有果實。

產地

科

屬

植物種類

外貌特徵

中國內地

豆科

豆科

紫荊屬

叢生或單生灌木

紫荊花 Cercis chinensis Bunge

樹身一般比較矮小 , 不會超

過６米；

花朵小如小蝴蝶 ;

通常簇生於老枝和主幹上；

花瓣數目不定，呈粉紅色；

有果實。

很多人會把洋紫荊誤稱為紫荊花，其實這是兩種不同的植物。

香江香江
我家我家

認識香港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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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香港政策研究所網、香港發展局網



總會軍階

菁英縱隊

地區縱隊

軍階
初級隊員

中尉少尉

少校

三級隊員二級隊員一級隊員

見習士官

上尉

中級士官初級士官 高級士官

中校 上校

少將 中將 上將

教導縱隊

軍階



新青年、心繫家國
獻青春、服務人民
知榮辱、遵紀守法
樹新風、揚榮棄恥
共奮進、團結互助
愛祖國、努力向上
構和諧、民族共融
當自強、振興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