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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分隊實習報告  
學員姓名    ：       (第 分隊) 

會員編號    ：             

課程名稱    ： 藍徽小領袖訓練課程(年份：     ) 

實習分隊    ：             (所屬分隊) 

          (非所屬分隊) 

實習期      ： 由           至            

諮詢導師姓名：             

呈交報告日期：             

 

 

實習期望 

總部專用 

收報告日期：_________________    負責同工：_____________  

資料紀錄日期︰_______________    資料紀錄員：____________ 

建立日期﹕23/05/2014 

更新日期﹕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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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隊實習 (所屬分隊：第_______分隊)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負責項目 集隊時間 負責項目內容 組別 隊員反應 
表現等級 

隊長/導師評語 簽署 
優 良 常 可 

1.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2.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3.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4.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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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隊實習 (所屬分隊：第_______分隊)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負責項目 集隊時間 負責項目內容 組別 隊員反應 
表現等級 

隊長/導師評語 簽署 
優 良 常 可 

5.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6.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7.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8.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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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隊實習 (非所屬分隊：第_______分隊)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負責項目 集隊時間 負責項目內容 組別 隊員反應 
表現等級 

隊長/導師評語 簽署 
優 良 常 可 

1.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2.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3.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4.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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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隊實習 (非所屬分隊：第_______分隊)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負責項目 集隊時間 負責項目內容 組別 隊員反應 
表現等級 

隊長/導師評語 簽署 
優 良 常 可 

5.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6.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7.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8.   

 

 

 

 

*週會/靈修/ 

帶領步操/其他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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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隊概況及特色 (所屬及非所屬分隊) 

 

I. 分隊簡介：（如隸屬機構的名稱、背景、分隊人數、組別、歷史等） 

                                                                      

                                                                      

                                                                      

                                                                      

                                                                      

                                                                      

                                                                      

                                                                      

                                                                      

                                                                      

                                                                      

                                                                      

 

II. 集隊程序： 

                                                                      

                                                                      

                                                                      

                                                                      

                                                                      

                                                                      

                                                                      

                                                                      



6 

 

(A) 分隊評估 (所屬及非所屬分隊) 

 

I. 分隊的優點： 

                                                                      

                                                                      

                                                                      

                                                                      

                                                                      

                                                                      

 

II. 分隊的限制及有待改善之處：(人手安排、集隊安排等…) 

                                                                      

                                                                      

                                                                      

                                                                      

                                                                      

                                                                      

 

III. 建議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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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隊實習-自我估評 (所屬及非所屬分隊) 

I. 技能方面 

                                                                      

                                                                      

                                                                      

                                                                      

                                                                      

                                                                      

                                                                      

                                                                      

                                                                      

                                                                      

                                                                      

                                                                      

 

II. 與隊員、導師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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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屬及非所屬分隊實習感受：（200 字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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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心行動      服務對象姓名    ：      (第  分隊)   年齡及組別：       (       組) 

＊ A. 甲. 必須完成項目：  *請刪去不適用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負責項目 負責項目內容 隊員反應及跟進事項 隊長/導師簽署 

1.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2.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3.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4.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5.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6.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7.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8.  

 

 

*祈禱/靈修/ 

唸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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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可選擇之項目： 

由隊員填寫 由分隊隊長/導師填寫 

次數 日期 範疇 負責項目內容 隊員反應及跟進事項 隊長/導師簽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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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可選擇之項目： 

I. 服務項目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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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心行動-自我估評 

I. 優點和限制 

                  

                  

                  

                  

                  

                  

                  

                  

                  

                  

II.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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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心行動-隊員評估 

I. 優點和限制 

                  

                  

                  

                  

                  

                  

                  

                  

II. 建議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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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關心行動-實習感受：（200 字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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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與總部活動 (1) 

活動名稱  ：                                                              

活動日期  ：                                                  

參與之角色：                                                  

活動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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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與總部活動 (2) 

活動名稱  ：                                                  

活動日期  ：                                                  

參與之角色：                                                  

活動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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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參與訓練及獎章活動/協助籌辦大型活動 

活動名稱  ：                                                  

活動日期  ：                                                  

參與之角色：                                                  

活動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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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閱讀書籍 / 電影欣賞（約 200 字） 

 

書籍/電影名稱  ：                                                  

書籍/電影種類  ： 事奉 / 戀愛 / 見證 / 信仰反思                    

書籍/電影簡介： 

                  

                  

                  

                  

讀/觀看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