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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二次 pesta的我，在是次交流營上除了，與兩年沒有見面的朋友再次相聚，

加深友誼外，更獲得與上屆不同的體驗和經歴。比較起香港和馬來西亞的活動模

式，確是有不同特別之處。如控制時間及人流方面，香港就以分營地進行活動以

便控制，pesta則將千多人集中同一個campsite,讓自己在控制方面容易出現混亂。

活動項目上，pesta卻勝香港一籌，因為他們有多個大型比賽，讓參加者都感到

熱血沸騰，而香港在籌備活動時則卻因為地方及資源問題，而受到限制。在溝通

上，pesta則明顯比香港的遜色，因為外國隊友初次來到就要協助大會去帶領一

個大組，但是什麼的簡介都沒有就有點不太好，相比之下，香港會左大會正式開

始之先會對導師進行簡介，讓整個過程變得順暢。另外，令我有最大的體會是馬

來西亞的隊員每當遇到導師的時候，都會立即向該導師敬禮，相反香港的隊員遇

見導師時，則沒有敬禮，甚至可以若無其事，問安一句都沒有。這一點就可以讓

我們好好反省，思考我們參加少年軍是為什麼，是玩嗎？ 

麥根瑋@ 12分隊 

 

我第二次去 pesta，馬來西亞無論是隊員或導師，他們都憑藉一顆熱誠的心去展

現他們熱愛少年軍，隊員們可以用他們課外的時間去練習舞蹈、步操，雖然是辛

苦，甚至要犧牲自己玩樂的時間，可見他們對少年軍的熱誠有多大。但相反，在

香港這個社㑹裏，只有一少部人願意犧牲自己的課餘時間，為少年軍服務。在某

一些訓練裏，我們可看到大部分的隊員（尤其是女性），他們做到某一個點，他

們就㑹大叫辛苦，然後就放棄。可見馬來西亞與香港的隊員分別有多大！ 

Pesta，是每個隊員都應要去的 camp，因為大家㑹因為這個 camp而學到更多！ 

黃佩儀＠12分隊 

 

今次係我第二次參加PESTA營,呢2次都好唔同,我記得上次的PESTA的時候,當地

環境真係好惡劣,沖涼沒水,沒冷氣,好多的設施都沒有,令到上次的PESTA好深刻. 

雖然今次的PESTA都係冇水,冇冷氣,但係住的設施比上次好好多,起碼有張地蓆,

加上呢次PESTA的飯菜好過上次. 

在呢個PESTA中,我的RANK係最低,只係下士,雖然我的RANK係低,但係同其他

的NCO相處之中,都有講有笑,都係以同輩的語氣去講野,唔會有種好大的壓力,大

家的相處,唔似係絕對服從佢的指令,而係經過理性的分析先去做. 

 

另外,在今次的PESTA中,令我明白到,要教人的話,身教係好重要,因為只有身教先

可以完全影響到人,同埋會獲得一份尊重,敬佩. 想要人地尊重,敬佩並唔係單單用

口,用罵,用硬的手法去糾正,這個分法雖然看上去可行,但很可惜根本是治標不治

本,如果只用罵的,他怎可能服呢,就算你講得有道理,但係並沒有實行出黎,叫人點

服呢. 但只有身教先可以令人服. 

余順康＠12分隊 

 

我最有感動的是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的熱情,我們一行十五人由香港及澳門遠道

而來,他們對我們十分歡迎,亦對我們很有興趣,拿取我們我聯絡方法.我對他們的

感覺就像個大家庭一樣,有一種兄弟子妹的情感.我希望可以再去pasta 

康恩＠55分隊 

 



「我為你感恩，因為天父賜你一位小天使與你同行！」- 一句在營會中最令我深

刻的話，一句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說話。不是一位，而是兩位。我為到天父賜我

這兩位小天使一直陪著我走事奉的道路而感恩外，我還要為天父讓我看到兩位小

天使在 PESTA營會中的成長而感恩。對於他們的責任心，他們積極的參與營會

中活動，我感到欣慰。至於他們對其他成員的照顧，以及默默的付出，確更令我

感到自豪。 I am very proud of you and I am so proud to say「哈利路亞，感謝主」。 

林艾婷＠55分隊 

 

在整個 pesta中，我體會和發現了不少馬來西亞與香港 BB的分別。當中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正是他們對音樂的熱誠，對事情的認真。馬來西亞的 BB無時無刻，

一聽到音樂都㑹好興奮，情緒好高漲，亦㑹手舞足蹈，十分熱情，當響起的是詩

歌，他們㑹更加投入，盡䢁情。這些激情正是香港 BB十分需要學習的。除此之

外，馬來西亞的 BB的屬靈生活亦令我很難忘。他們每天 5時起床，認真圍在一

起，為當天的行程禱告，讀經，讚美神，但我們香港卻很少聚在一起靈修。總括

而言，這次 pesta不單讓我見識多了，亦反省更多。 

梁頌安＠55分隊 

 

 

 

 

 

 

 

 

以 BB的身份到馬來西亞交流，已經是第三次了. 雖然天氣和住宿環境， 都不

是那麼舒適，甚至比我們在香港的宿營還要差得多. 可是，Pesta卻有獨特的吸

引力，使我再次參加. 馬來西亞分隊成員的熱情，最好大家可以親自體驗一下，

我也不用在這裡再說. Pesta最吸引的節目, 莫如軍樂隊比賽和歌唱舞蹈比賽. 相

信參加過的 BB成員，都不會反對我的說法. 此外，有機會探望老朋友及向他們

借鏡 BB的方法，亦是此行目的之一.  

雷東持＠57分隊 

 

一連五天的營會結束，當中實在有太多的體會，其中一幕教我實在感動－－－－

因著送我往KL的團隊班車延誤，我便留在營地中四處閒聊，卻見主辦地方之分

隊隊員辛勤地清潔營地，我還讚賞及訪問那些隊員，他們全都滿帶笑臉禮貌地回

應：「這是我們的任務」，真的教我慚愧，我們不斷述說營會內容緊湊加上天氣

炎熱，體力透支實在很大，但這班隊員還堅負大會工作人員，當我們享受活動當

中時他們卻四處奔跑勞碌，他們何嘗不疲累呢！！看到他們那份服從及樂於付出

的精神，使我感恩同時亦帶點心痛，我們在香港的少年軍對於導師的指令，及平

常自己對神的旨意時，往往以先發問後服從的態度去處理，確實有負少年軍服從

的教導，這正正讓我在教導隊員及自我檢視上有好大的反省及提醒。 

鄭明慧@97分隊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與馬來西亞的 Pesta，但這次的感受和第一次參與的感受可說

是完全不同。 

這次營會最深刻的都應該是第三日的食物定向。這個新奇好玩又刺激的遊戲，在

短短的幾小時內，一千七百多人在商場中為自己的肚子爭取食物，是一件十分壯

觀。亦感謝大會讓我們可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品嚐不同的美食。 

最後，都十分感恩，在四天的活動中，各香港和澳門的隊員都能夠互相照顧，互

相支持、安慰、分享。同時亦願意享受在馬來西亞與其他地區的基督少年軍成員

交流。 

朱家俊＠218分隊 

 

在這幾天的camp內，與港澳的BB隊員及導師經歷過很多，最為深刻的就是wild 

wild south。從開始時，我們不太清楚活動的內容，到開始逐漸明白遊戲的規則。

過程中，我們一直投入努力。結果，我們卻得到了一個額外的金牌。這是個難忘

的經歷。這五天的營會過得很充實。令我難忘的是每早的敬拜。看見每個台下的

隊員與台上帶敬拜的笑容。令我會心微笑。因為令我知道在基督少年軍中有很多

人與我同行。當中是充滿喜樂的在烈日下活動實在百般滋味在心頭。但是可以跟

來自不同分隊不同國家的基督少年軍一起遊戲。真令我永生難忘。他們的熱情。

他們的可愛。是美好的光陰似箭。營會很快完結。這次美好的經驗。盼望未來有

更多人可以一起體驗！我最有感動的是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的熱情,我們一行十

五人由香港及澳門遠道而來,他們對我們十分歡迎,亦對我們很有興趣,拿取我們

我聯絡方法.我對他們的感覺就像個大家庭一樣,有一種兄弟子妹的情感.我希望

可以再去pasta. 

吳浩儀＠263分隊 

 

 

 



我最有感動的是馬來西亞基督少年軍的熱情,我們一行十五人由香港及澳門遠道

而來,他們對我們十分歡迎,亦對我們很有興趣,拿取我們我聯絡方法.我對他們的

感覺就像個大家庭一樣,有一種兄弟子妹的情感.我希望可以再去pasta 

劉琪琪＠263分隊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join Pesta. In the very first place, I am definitely curious what 

will be happen in those five days. Although most of us don’t know what has been 

going on in each of the activity, we try our best to participate. I experience the 

lifestyle of every counties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fter I go to Pesta, I believe that the 

life and standard in Macau and Hong Kong one wonderful, awesome and fantastic. As 

we all know, Macau is just a small don’t locate in the map, which means that it is very 

small. When I have leis me fine, I have hard times to spend on what means. Besides, I 

restaurants are so expensive that I prefer to cook by myself. However, after I join 

Pesta, I experience under developed countries really need our intonation help. This 

place, the food, the staff that we use and eat are way more wonderful than we use and 

eat are way more wonderful than what we expect. I will treasure every moment of life 

in my hometown. 

冼汶婷@澳門 2分隊  

 



六月的馬來西亞國際營會一晃眼便過去了。 這次能夠和三位隊員一起代表澳門

參與這個 國際營會，實在非常榮幸。實話說，對於這 次的營會，我的感想跟隊

員們是一致的──肉 體很疲憊、很辛苦，但心靈卻是滿足的、喜 樂的。我很感

恩這次同行的隊員們都是挺順 服的孩子，儘管被我責罰，仍能虛心受教， 更沒

想到當中會有人在事後來向我道謝和道 歉，這當中除了滿滿的感恩，還有深深

的感 動。能夠和隊員們一起經歷營會中的一切， 實在是很棒的體驗，除了能看

到自己的不 足，亦能見證隊們的成長。希望未來能夠像 一位隊員對我鼓勵時所

說的，可以保持心中 的那份熱情，繼續和隊員們一起走下去。  

胡海珊＠澳門4分隊 

 

去完這個pesta之後，它令我的生命比以前燃燒得更旺盛。 

於這個camp裏，我曾經哭過、笑過、煩惱過，但是這一切都無阻我繼續前進，

真是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體驗。一開始，我並沒有放太大期望於這個camp裏，

不過從當中的人和事之間慢慢建立出一種歸屬感，漸漸地溶入當中。期間令我最

深刻的是於最後一天被罰的，中間的經過就下能盡䤸。 

最後，即使大家分開，回到各自的工作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甚麼時候才能相遇。

但是我非常慶幸我有參與這個營會，令我人生向前邁進一步。無論如何，希望大

家都能記得這一星期內的喜與悲。 

劉洋威＠澳門 4分隊 

 

這是我第一次跟少年軍衝出中國。 

這次旅程該由BB Asia在澳門的分享會說起。那天，Sir Francis Chiong在澳門分享

了一些BB Asia的狀況，最後還提及了這個營會PESTA。就從那刻開始，我決定

要闖出去。闖出去的原因，無他，見識呀！又因為自己一直都很享受旅遊，很想

踏足不同的國家，又未曾去過星馬。於是，立即向導師招手。 

「你們不能在那邊登機呀！」就讓我們有了一個戲劇性的開始。先是海，沒有預

期中的方便，後是空，沒有想像中的寬敞… …。這是怎麼一回事！經過十二個

半小時的海陸空交通，終於從我家抵達營地。 

五天五夜的營會當中，除了見識，我重新燃起心中的那團火，那團「BB火」。 

營會的第一個晚上，我重新記起要穿起這套制服的原因，重新思考對這套制服應

有的態度。第二個晚上，見識到別的國家的軍樂表演，何其壯觀！更重要的是，

他們的投入參與、認真的態度實在令人敬佩。第三天，我們竟在活動中取得了

MVP Team這殊榮！願我們都能夠在這條BB路上突破自己，成為實至名歸的

MVP。而在第四天的City Tour中，我從他們的安排汲取了不少經驗，相信對日

後計劃活動有不少提醒。最後的晚上，真正交流的一個晚上，切切實實感受到他

們的熱情和… …對攝影的熱誠！旅程中所經歷的不能一一寫下來，但所領悟到

的絕對比旅遊多。真希望各隊員都能夠衝出香港、澳門，到外面闖闖，見識不同

地方的少年軍，讓自己感受一些未曾經歷的事。 

在此亦感謝來自香港的導師及隊員一路上的照應。 

鄭凱欣＠澳門 4分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