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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世界女童軍協會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女孩子及青年女性教育運動，代表著全球
一千萬名來自150個不同國家的女孩子與青年女性。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世界
女童軍協會改變了全球無數女孩子的生活，支援及賦權予她們發展潛能，讓她
們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

我們的工作
我們為女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去實踐勇氣、關懷和好奇心。透過提供創新
的非正規教育活動計劃、領導才發展、倡議行動及社區運動，賦權予女孩子和
青年女性發展所需技能和建立自信，為自己的生活、社區以至國家帶來正面的
改變。

我們的活動計劃於世協五個地區：非洲區、亞洲及太平洋區、歐洲區、西半球
區及阿拉伯區進行。另外，我們也會在五個女童軍世界中心舉辦不同的倡議及
領導才活動，包括：我們的小屋（瑞士）、三岩（印度）、百善樓（英國）、
我們的小屋（墨西哥）和 Kusafiri（非洲不同國家；非固定的一個世界中心）。
透過不同世協全球活動計劃，我們凝聚世界各地的女孩子一起學習新的技能、
分享國際經驗及建立能維繫一生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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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童軍協會與領導才

對於世界女童軍協會（WAGGGS）來說，領導才是一趟共同旅程，賦予我們力
量和信心去合力為自己、他人以至整個社會的生活帶來正面的改變。

一位好領袖會終身學習，有意識地加深自己對不同處境的了解、吸取各方智慧
與經驗，並運用所學習到的去與他人合作，為社會帶來改變。

在過去一百多年，世界女童軍運動賦予女性成為領袖的機會。由每個孩子承諾
「竭盡所能」的一刻起，她們就踏上了以價值為本的領導才發展旅程，培育及
肯定她們的身份，了解她們可以為世界帶來甚麼。

透過成為女童軍，女生們將開始一個學習旅程，從小建立領導基礎、自信心和
生活技能，塑造個人形象。她們能學習訂立個人目標，並以自己的腳步達成目
標；從中了解自我和所需發展的地方。

隨著女孩子成長，她們可應用女童軍經驗去主導自己的生活。同時，她們更可
以將自己擔任青年義工領袖、本地及國際領導崗位上所獲得的經歷及知識傳承
下去。

讓女孩子從年幼時開始於女童軍旅程上擔任領導角色，除了可培育她們成為未
來女童軍的榜樣，我們同時在裝備她們成為有自信和勇敢的女性。根據世協及
艾希特大學1最近的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發現46%的女性認為自己的性別會阻礙
自己成為領袖的機會，而只有37%的女性認為社會支持女性領袖。不過，88%
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在女童軍運動中積極地實踐領導才；80%認為女童軍所推行
的領導才能啟發她們為社會帶來改變。

女童軍運動賦予女孩子發揮個人潛能的機會。世界各地的女童軍會員機構為5歲
起的女孩子提供高質素的領導才訓練及體驗，世界女童軍協會自1932年起舉辦
國際領導才活動，更自2006年起訂制世協專屬的領導才發展計劃。

1 《年輕女性的領導才和機會》世界女童軍協會及艾希特大學調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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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現今的世界上，女孩子在發展潛能時所遇到的困難遠比該要遇到的多。
我們希望能幫助每位女孩子和青年女性做好更充足的準備，好讓她們能主導自
己的生命，並成為變革者，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世界女童軍協會為女童軍
建立了一套全新的領導模式，以創新的方式傳授予世界各地一千萬名女童軍。
我們的領導才發展計劃將能夠：

• 教育女孩子成為領袖、變革者、企業家及倡議者所需的價值觀、態
度、行為、技能及知識。

• 賦權予義工領袖成為啟發女孩子的榜樣，為女孩子創造安全的空間去
活出真我、主導自己的生活及培養自信和抗逆能力。

• 讓領袖們團結一致、茁壯成長及以女孩子為本，使她們能為女童軍會
員提供最實用、刺激和易於參與的領導才發展體驗。

• 支持女童軍運動的領袖在國際舞台上為女孩子和青年女性發聲，並捍
衛多樣化和可持續的女童軍運動。

世界女童軍協會領導模式
世界女童軍協會一百多年來持續發展女孩子與女性的潛能與領導才，對於
女性領導才發展之歷程有著一定的認知。我們以此為基礎，與艾希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合作設計出一套全新的領導模式。世界女童軍協會的
領導模式是參考Henry Mintzberg 和Jonathan Gosling 發表的「管理人員的五種
思維²」模式。這個國際認可和有效的領導模式3正切合世協的使命：「讓女孩
和青年女性發展潛能，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

大部分傳統的領導模式和計劃都著眼於發展成為好領袖所「應該」具備的特定
技能、知識和能力。我們長久以來協助及見證女性發展領導才的經驗卻告訴我
們：能力雖然重要，但作為一位領袖的個人價值觀、觀點和行為更具影響力。
我們相信沒有一套全球通用的領導模式能讓人自動成為一位好領袖，因為領導
才會因應不同處境而有所不同。領導才是一種生活經驗、某時某地在一個群體
中的互動過程。

當然，要發展成為一位優秀的領袖，我們仍然需要某些特定的能力，以建立各
種所需的領導技巧去擔任不同角色與崗位。不過，如果缺乏領袖應有的核心態
度和行為，即使我們擁有這些能力，都難以成為領袖的榜樣。

2 哈佛商學院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opyright 2003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3 此模式被採用於各項課程逾20年，包括國際經理碩士課程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me for Managers) : 

https://im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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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領導才實踐方式？
我們所設計的全新領導模式是一套如何實踐領導才的模式。何謂實踐領導才？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的一些選擇能夠將我們的價值觀化為行動，並帶來正面
的改變，這就是實踐領導才。實踐領導才的方式，就是以「處世和思考世界的
方式」作為你成為領袖的基礎，而最佳的進行方法就是透過每天主動和有意識
地探索自己如何實踐領導才。

我們相信﹕

• 領導才實踐方式是一個全人發展過程。
• 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夠實踐領導才。
• 所有人，不論年齡、身份或處於任何情況，都能更自覺地實踐領導

才。
• 我們應該為每一個人提供「工具」令他們有信心成為領袖，並協助她

們反思自己的領導才實踐方式。
• 要成為一位更好的領袖，我們需付出時間和空間去實踐領導才。擁有

權力並不等於自動成為領袖。
• 女孩子在任何年齡都能發展領導才，成年人有責任去支持及為她們提

供實踐領導才的空間。
• 相比起所學的技能，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更能影響我們成為一個甚麼

樣的領袖。

「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領導思維令我更有信心成為領袖。透過運
用各種領導模式，我會了解到自己的領導方式所缺乏的元素，
並作出反思。當我遇到困難時，我可以利用領導思維去反思，
嘗試適應情況，並透過改變去創造更理想的結果。」

2018年Helen Storrow Seminar領導才研討會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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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領導
世界女童軍協會認為領導才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個共同旅程。每當我們嘗試
賦權以及啟發別人的時候，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們都能於箇中實踐領導
才。共同領導能幫助團隊成就更多：透過共同領導，每個人都會感到被重視；
更可聆聽各人不同的看法，從而得出創新的解決方案。同時，我們亦需要由自
己做起，加強自己的適應能力，並提醒自己應時刻首先考慮團隊的利益。領導
才不是指負責人或掌權人，而是指如何令大家共同地創造一個環境，讓每人都
能被重視及發揮所長。在團隊內不會只有一位領袖：必須要提供空間，讓每個
人都有機會實踐領導才。

多元與包容領導才
我們的領導模式融合多元與包容領導才的概念。多元與包容領導才針對不同地
方找出適合當地使用的領導才。全球領導模式旨在以宏觀和客觀角度去觀察世
界並找出共通之處；相反，多元與包容領導才追求深入了解當地處境，並因應
情況作適當的行動。

多元與包容領導才否決「一體適用」的領導方針，我們不應在不同地方使用同
一標準的領導才。同時，我們相信沒有一套特定且預先定義的方法去改善領導
才表現。多元與包容領導模式認為，領導才應隨著不同的處境而改變，並能透
過不同的觀點去發展。透過學習如何在多元而寬廣世界下調整自己的領導才，
我們定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好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擔任任何的角色時，都
能夠實踐領袖才，擁有領袖的風範。

甚麼是領導思維？
世界女童軍協會領導模式使用六種思維，使每個人都可以自覺地實踐領導才。

每種思維都像一扇窗，引導我們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從而自覺地改變自己的
反應、反思、決定和行為。六種思維可幫助我們藉反思經驗而自省進步，讓我
們更注意領導才實踐，同時練習將自己的領導行為內在化，將之培養成習慣。

透過有意識地實踐這些領導思維，我們能習慣在任何情況下都從多個角度作出
考量，讓我們調整自己的決定和行動。我們在不同角色和情況下持續地利用六
種思維去實踐領導才，假以時日，我們的領導才會得以改進和更臻完善，成為
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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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如果每一位領袖都實踐領導思維，大家定能更輕鬆地達到女童軍運動
的目的。

領導思維是一個具彈性的系統，尤其適合世界女童軍協會多元化的運動，為領
袖們提供不同啟發，讓她們作出更具影響力的領導行為。每個人也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實踐領導才，更可思考如何能在不同年齡層、崗位及情況下靈活運用領
導思維。這套領導模式使用六種思維來幫助我們，藉反思經驗而自省進步、從
多角度看待事情，並將我們所學習到的化為負責任的行動。在不同情況下，我
們可彈性使用及調整不同思維，又可同時參考多個思維。練習和實踐有助我們
加深對領導思維的了解，讓領導思維變成我們的一部分。

如何實踐領導才？
發展領導才是終身學習的旅程，我們相信透過經驗和實踐而不是理論去發展領
導才。只要自覺地實踐領導思維，將六種思維內化成為自己的直覺想法和行
動，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優秀的領袖。我們深信熟習六種思維的領袖們可帶領我
們朝著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願景再走近一步：創造一個所有女孩子都被重視的世
界，並啟發她們作出行動去改變世界。

我們經常自覺地利用六種領導思維作出反思嗎？我們有善用這些思維去自省經
驗、改善行為、決定和行動嗎？要實踐領導模式的第一步，我們應找出一些簡
易的方法，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自覺地實踐領導才。

開始發展領導才實踐方式前，問問自己以下問題：
• 我應如何製造空間予自己反思每天所運用的領導思維？
•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哪些行為能協助我體現這些價值？
• 我能改變自己哪一種行為，以更有效地賦權他人？
• 哪一種行為可經常為我注入動力和正能量？
• 我現在如何做到易地而處，為他人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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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模式）幫助我明白領導才是一個全面的概念，而非單單
地是隊伍或訓練員層面的領導才。我在不同的領導思維中接觸到
更多不同的概念，當中我已擁有一些類似的想法，同時也讓我了
解自己需改善和尋求協助的領域，令我成為一位更有自信的領
袖。」

2018 Helen Storrow Seminar領導才研討會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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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model) “made me see leadership as a more holistic 
concept as opposed to simply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unit leadership 
or trainer leadership. They have made me feel more confident as a leader 
as I saw different concepts within the different mindsets that I do possess 
and have helped me identify specific areas that I can improve on and seek 
assistance to develop.”

Helen Storrow leadership seminar participant, 2018

關係領導
協作思維

創新領導
創意與批判性思維

影響領導
 責任與行動思維

賦權女性領導
性別平等思維

情境領導
多元與包容思維

六種領導思維

自我領導 
反思與自省思維

UNDERSTANDING WAGGGS’ LEADERSHIP MINDSETS了解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領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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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領導－ 反思與自省思維
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思考自己的行動和其影響。了解自我價值觀及如實反映
在領導才的實踐上。培養好奇心！保留空間持續學習及關心自己，明白及創造
個人成長所需的環境。

關係領導－ 協作思維
集合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在共同的願景上尋求共識。互相聆聽並學習，自由地
分享你的知識。共同創造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和態度，讓大家可發揮所長，
盡力為不同團隊或情況貢獻。

創新領導－ 創意與批判性思維
營造鼓勵創新和重視提問的環境。尋找資料、作出分析，並從資訊和證據中學
習。多留意一些假設並對這些假設作出提問和質疑。多鼓勵自己和身邊的人大
膽創新，尋找新的意念，並保持開放的態度，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

影響領導－ 責任與行動思維
關注需要改變或保護的事情，並動員將觀念轉化為實際行動。透過實踐領導
才，創造一個重視所有女孩子的世界，讓她們發展潛能，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
公民。

賦權女性領導－ 性別平等思維
當實踐領導才時，應多考慮性別的議題，並敢於挑戰性別定型。了解性別障礙
所帶來的影響，讓自己和他人有能力去辨識並克服這些性別阻礙。維護由女性
主導的運動之價值。

情境領導－ 多元與包容思維
懂得易地而處，嘗試深入明白別人的需要和顧慮。多觀察、多發問，並加深認
識周遭的情況和觀點。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繫，在互相包容中共同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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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自省思維－ 自我領導
實踐良好領導才的第一步，應由自我意識和情緒智商做起，學習以批判但不作
評斷的方式檢視自己。以沒有偏見的態度了解別人的反應和感受，可加強同理
心，讓我們更懂得體諒別人，同時學會如何在領導時應付複雜和不明確的情
況。

反思不只是內省，更能反觀我們如何面對周遭的事物。反思有助我們從經驗中
學習，更有自我意識地將所學的運用在未來的經歷上，讓我們建立正面的學習
循環，幫助我們從實踐中更實在地發展自己的領導才。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模式，我們可以：
• 更留意自己和別人的言行和感受。
• 探索和拓展自己的價值觀。
• 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
• 了解不同處境如何影響我們的經歷和看法。
• 反思自己的行為和領導行動為女童軍運動、日常生活及社會所帶來的

影響。
• 確保我們不斷從經驗中學習，並持續調整自己的觀點。
• 分析我們的錯誤，賞識我們的成功。
• 培養關愛自己的正面習慣。
• 透過實踐反思建立自己的適應力和抗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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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反思與自省思維」小提示：
• 嘗試不同的方法去平靜和集中個人思緒（例如：瑜伽、冥想、正向思

想練習、學習區反思等），並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法。每天用五分鐘
實踐該方法，直至在任何情況下，你都可以用該方法迅速地專注起
來。

• 撰寫學習紀錄本，每天以一小段文字記下當天遇到的情境、學到的東
西及如何實踐到領導思維。

• 在學習紀錄本中加入「情緒追縱表」，記錄每天的情緒。你可採用你
喜歡的方法將情感記下：文字、評分、繪畫、顏色、歌詞或表情符號
等，同時也可寫下你的感覺、想法、需要和願望等。

• 在不同情況下實踐「5Ws」思考：與誰有關（Who）？發生甚麼事
（What）？在哪裏發生（Where）？何時發生（When）？為甚麼發生
（Why）？

• 保持好奇心！不要害怕向身邊的人發問。

「領導思維模式突顯了女童軍重要的價值觀，有助會員機構和委
員會成員在行動前以宏觀的角度出發，並反思所作的決定。領導
思維模式為我們的行動和行為提供多方面的引導。多實踐領導思
維可加強我們對核心價值的理解，使我們能在現代的環境下向外
界傳遞我們的價值觀。」
 

許家愷，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活動及訓練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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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包容思維－ 情境領導
要實踐多元與包容的領導，首先我們需要反思。只有當我們明白到不同情境和
處境會為我們帶來不同的經歷，我們才能意識到我們不能以同一套的方式去領
導。

在不同處境下領導並不容易——我們需要觀察入微、分析所見，並提出適當的
問題。我們也要注意和挑戰自己的成見。多元與包容思維模式幫助我們與不同
的人聯繫（如：不同年齡、崗位和文化等），同時在複雜、多元背景的環境
下，作為我們的領導工具。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我們可以：
• 了解他人的世界，更深入地明白他們的需要和顧慮。
• 培養並展現同理心。
• 明白如何在不同環境和期望下調節自己的行為和價值觀。
• 因應不同的處境去創造及調整自己的思維。
• 配合當地狀況而調整領導才。
• 找出潛在的偏見，避免以偏概全和定型。
• 避免採用「一體適用」的方式。
• 持續捍衛多元與包容。
• 學會如何在單一運動中處理複雜、多元的情境。
• 評估在本地與全球環境下的領導行動，並將本地的成果與世界女童軍

協會的全球使命作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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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多元與包容思維」小提示：
• 嘗試向身邊的人甚至陌生人，提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與他人初次見

面時，避免只談及如天氣一類流於表面的話題，嘗試從較深入的對話
中了解對方。

• 當你與他人對話時，學習當一位主動聆聽者。主動聆聽者不一定要回
答問題，多留意對方所說的內容，而不是你接下來應怎樣回應。另
外，我們也應注意別人說話時的方式，如用字、語氣和身體語言等。

• 嘗試從每一個遇見的人身上找出你們的共同話題，包括一些你認為較
難建立聯繫的人。

• 當你處於在一個新環境（國家、社區、你不認識的人等），可用眼睛
和開放的思想去探索。人們怎樣交談和相處？與你認識的有何不同？

• 如果你將要前往一個你從未踏足的地方，應事先搜集資料，了解當地
文化、歷史和傳統，讓你更能易地而處。

• 不要輕易作出假設。即使你已經在某情境中觀察和學習，我們也不能
完全了解他人的經歷。

「要成為一位好的引導員，你需要示範使用各種思維模式，並協
助他人學習運用。你應在不同情境上，展現不同的思維模式。」

布隆迪女童軍總會，領導才工作坊參加者



16

協作思維－ 關係領導
成為一位懂得協同合作的領袖，我們應視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包括自己，作
為團隊的重要資產和資源。這意味著團隊內不應有「話事人」；相反，不論他
們的年齡、角色或崗位，每一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為團隊作出貢獻。不同
人和想法走在一起時，往往會擦出無法預期的火花，所以我們要保持靈活變通
才能協作。

協作也代表我們要積極地嘗試與持有不同觀點和擁有不同技能的人合作（包括
不同年齡、文化、角色、利益等）。他們能使我們作嶄新的嘗試，找出創新
的解決方案，透過建立富有意義及建設性的人際關係，我們將合作夥伴變為盟
友。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我們可以：
• 成為團隊的一份子，發放正能量和鼓勵他人。
• 匯集不同的背景與觀點。
• 利用各人的差異作為團隊的資產：大家都可以為團隊貢獻！
• 共同建立架構、條件及態度以邁向成功。
• 創造一個安全及正面的環境，讓大家樂於主動發表意見及帶頭行動。
• 製造可行的、包容的合作機會。
• 留意潛在的衝突，並嘗試在發生衝突前先行解決。
• 不再害怕尋求協助。你願意幫助他人，別人也願意幫助你。
• 培養女孩子領導才，促進跨代合作。
• 建立寬廣的人際網絡和關係，以強化女童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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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協作思維」小提示：
• 細心留意團隊中的每位成員，確保沒有人壟斷討論。習慣邀請每人發

表意見，鼓勵和協助文靜和被動的成員發言。
• 抽空與團隊分享感想：了解各人在團隊中的感受，研究團體動力及互

動，並尋找方法讓每人都感到被重視。
• 積極舉辦團隊建立活動，令大家的關係更緊密。
• 利用科技使你更輕易與團隊成員協作。
• 挑戰自己，嘗試與自己生命中不同領域的人合作：保持開放的態度，

讓他們給你帶來驚喜！例如，你可邀請一位與你甚少交談的人合作，
或與一位較年長的親人共同準備一份家庭禮物。

• 讓年青人能真正投入參與，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各階層的決策。主動
與他們交流，從而學習真正欣賞他們的潛能。

• 整理你的人際網絡，找出一些可與你更緊密合作或換個形式協作的個
人和團體，助你達成目標。

• 鼓勵團隊了解彼此的長處，並運用機制使團隊更能留意到各人的優
點。

「領導模式不只適用於某地方或某些人，其實任何人和所有崗
位都可運用這個領導模式。」

在蘇丹舉行的阿拉伯區領導才工作坊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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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批判性思維－ 創新領導
為自己和別人建立創意與批判性思考的空間，是在良好領導中不可或缺的，特
別在決策和解決問題時尤其重要。批判性思考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和評估不同
的狀況，創意思維則讓我們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法。

作為有創意的領袖，我們應想出富想像力的概念和解決方案，接納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探索如何精益求精，而不被慣用的方法所局限，並勇於
冒險採用嶄新的想法。作批判性思考時，我們要提出適當的問題，了解問題的
根源，既要有宏觀的角度，也要作深入的分析以了解情況。這樣我們才能了解
甚麼事情需要急切處理，並評估各意見持分者的角色和權力。此外，我們更能
夠客觀地檢視我們現在所做的決定會引致的影響，並在未來作出調整。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我們可以：
• 了解人們的出發點、他們的假設和他們所運用的資訊。
• 探索複雜的情境並做出決定。
• 主動去分析與了解資料數據，並從中學習。
• 為自己獨立思考，不跟隨主流思想。
• 尋找自己思維中的邏輯。
• 學習按事情的先後緩急，安排優先順序。
• 接納「擴散性思考」，從不同的觀點中學習、改變自己的想法。
• 鼓勵自己創新並承擔已知的風險。
• 對自己與他人的領導行動負責，並評估其成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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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創意與批判性思維」小提示：
• 有系統地質問自己已有的知識。我從哪裏學到這些知識？在不同的情

境／國家／年代下，其他人是否獲得同樣的資訊？
• 在了解一個議題時，盡量深入探究。試用「5Ws」或其他方法推動自

己多作思考，並辨識問題的根源。
• 清楚自己在說甚麼：在假定內容正確之前，應查究和覆核自己手上的

資料來源。
• 將概念和過程以圖像表示：繪畫草圖、表格或圖表等。當你要解決問

題時，可製作概念圖去協助分析不同事情的連繫，以及處理問題的程
序和緩急輕重。

• 使用領導才紀錄本，記錄自己的想法。問問自己：我最大的夢想是甚
麼？我心目中的完美世界是怎樣的？我怎麼能達成心願？訓練腦袋自
由思考，忘記一切障礙和限制，令思想更具創意。

• 發問一些啟發思考的問題，例如：「假如... 」和「為何不可？」。
• 與朋友及家人討論自己的想法。通常我們在遇到質疑時，思考會變得

更有創意。
• 練習專注集中的技巧以整理自己的思維，並製造空間進行批判與創意

思考。
• 了解最適合自己的思考模式：獨自一人、與人合作；有音樂或完全安

靜的環境；在早上或晚上？為自己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與條件，發揮
你最大的能力，並培養定期發揮創意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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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思維－ 賦權女性領導
世界女童軍運動的創立，是因為女孩子爭取擁有與男孩子同等的機會。這正正
是一個實踐性別平等思維的具體例子，為女孩子帶來成長及發揮潛能的機會。

要完全實踐賦權領導，我們需發展更多性別平等的知識並加以了解。在世界上
的每一個國家，男女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存在。透過反思和深入調查所在環
境中有關這個問題的現況，我們定能克服那些阻礙我們發揮領導能力的性別不
平等現象，為自己和身邊其他青年女性及女孩子創造賦權的空間。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我們可以：
• 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考慮到性別問題。
• 研究及學習更多有關性別平等的議題。
• 反思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到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 意識到因性別障礙而影響領導效能的機制。
• 調整我們的領導才實踐方式，將性別列入考慮因素。
• 守護在女童軍運動中以女孩子為主導的價值。
• 協助其他女孩子和青年女性自強，賦權及幫助她們意識到性別障礙並

嘗試克服。
• 挑戰針對女性的負面性別定型。
• 主動爭取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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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平等思維」小提示：
• 反思一些小事情，自己可能在不自覺中潛移默化地接受了社會中的性

別規範。你有試過使用一些與性別相關的字詞或句子嗎？（如：「男
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男仔頭」、「女孩子要斯文一點」等）
你曾否只因一個女孩子的外表而判斷她的人品嗎？你曾否因為看到某
些女士或男士的活動、喜好或討厭的東西不是典型的「女性化」或「
男性化」而感到驚訝？

• 表揚在你的生命中具啟發性的女性（可以是你所認識的，也可以是你
不認識的！）。記錄一份名單，列出她們的名字、能啟發你的原因。
在你的紀錄本中，記下有權威的女性的典故和經典語句，嘗試每月發
掘一位具啟發性的女性（維權人士、藝術家、運動員等），她們曾否
公開發表在自己所身處的工作界別上，遇到與性別相關的挑戰？

• 策劃一個給自己或與朋友一起參加的挑戰：在一個月內，只看由女作
家撰寫的書、只聽由女歌手唱作的歌曲，或只觀看由女演員出演的電
影。挑戰後作出反思：挑戰過程困難或令人洩氣嗎？你認為這能反映
女性在公眾社會中的地位嗎？

• 嘗試挑戰性別定型，但同時謹記性別不平等是一個不容易解決和沉重
的議題。當你在過程中感到情緒低落，應給予空間自我照顧，不要害
怕退後一步，並引導身邊的人尋找其他資訊來源。

• 與身邊的男士及男孩子探索性別平等議題：與他們討論你因身為女孩
子／女性而曾面對過的問題（如：性騷擾、月經、暴力、有傷害的性
別定型、在流行文化中的負面形象、因性別問題而被阻礙發展某項興
趣、性別營銷等），並查詢他們作為男孩子／男性曾否想到這些問
題。如果你是男孩子／男士，主動向家中的女性成員提出以上議題，
了解她們因這些問題所受到的影響，以及你可如何幫助她們。

• 與你的會員機構中其他女孩子及女性交流：在她們的經歷中，如何被
自己的性別影響呢？嘗試發掘一些小事去互相支持和賦權，創造讓自
己發聲的空間，並共同實踐領導才。在與女孩子一起活動時，你如何
為她們製造更多機會，以提升她們的自信心，讓她們勇於發聲並願意
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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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與行動思維－ 影響領導
實踐責任與行動思維是指不論我們在做甚麼，都要嘗試為自己、為身邊的人、
為社會大眾帶來有建設性的改變。我們將自己的價值觀轉化為實際行動，同時
感染其他人採取相同行動。責任與行動思維推動我們去想像：我們希望世界上
出現甚麼改變？繼而發展一套可帶來改變的願景，達至我們希望見到的理想世
界。這代表我們先要構思一個宏觀藍圖，想想如何將我們的目標放進去，再仔
細想出該透過甚麼行動去達到各個目標。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我們有時需要
與團隊合作，去改變一些事物及保護他人。

透過實踐這種思維，我們可以：
• 在世界女童軍協會的宗旨和價值觀的指導下，為女童軍運動和更廣泛

的社區帶來益處。
• 發動能量以創造改變，有時則是保護其持續性。
• 了解如何促進改變，如何影響他人並創造樂於改革的環境。
• 培養勇氣去改變一些從未變改的事物。
• 學習如何倡議對我們重要的事情。
• 成為負責任公民的模範，啟發並驅動他人。
• 了解大家的行為所引起的漣漪效應，以及漣漪效應為自己、團隊、社

區、女童軍運動及社會帶來的影響。
• 了解我們的行動的道德標準、可持續發展性和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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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責任與行動思維」小提示
• 經常提醒自己作出某行動的目的：你的行動是否切合背後的大目標？

這個目標現時還合適嗎？有甚麼需要被保護嗎？
• 為了維護可持續發展，你或許也需要作出改變！你可能要決定改變一

下現時的做事方式，以繼續朝向目標進發。
• 挑戰自己和他人的習慣：你一直在沿用的方法，不代表是最好的方

法。
• 加深對不同社會議題的認識和了解。你可利用「可持續發展全球目

標」（SDGs）及世界女童軍協會的平台（www.thegoals.org）去發
掘更多這世界正面對的主要議題，並反思自己的行動對這些議題的影
響。

• 調查哪些行動會危害社會及環境。嘗試挑戰自己，放棄一些慣用而非
必要，然而會損害環境的事物。（根據個人不同情況而論，例如：不
駕駛私家車而改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停止使用單次即棄塑膠品如膠
袋或塑膠飲管、減少進食肉類等。）

• 謹記女童軍的誓詞，嘗試每天作出一個正面的小改變。
• 熟悉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願景及使命，利用它們去幫助你反思自己在領

導實踐方式。你如何將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願景及使命放在心中，更常
運用它去領導？

「你需要切身運用六種領導思維，並將它們灌注在生活中。你
會了解自己以往做得好的事情，再用來比較今天的表現。六種
思維讓你明白到自己能夠不斷改進，你可利用這些思維來自我
檢討與改進，隨時隨地靈活運用它們。」

布隆迪女童軍總會，領導才工作坊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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