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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 
世界靜思日2017

2017年，世界女童軍協會希望拓展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邀請更多
世界各地的青年婦女，共同參與女童軍運動。2017年的「世界靜思
日挑戰」是一趟成長之旅，旨在支持女童軍隊伍向新成員推廣女童
軍運動。

世界靜思日2017的主題和活動集配合世界女童軍協會的發展策略：
聯繫、增長、共創未來(Connect, Grow, Impact)。2016年世界靜思
日，大家慶祝女童軍運動將世界各地女童軍連繫在一起。今年，該
是大家成長的時候了！

世界女童軍協會期望建設一個女孩子能夠安全成長 
的世界，讓女孩子體驗有趣、有相關性、無障礙 
和自主的學習。

「微小的種子能
       種出壯碩的樹幹。」

埃斯庫羅斯 (Aeschylus)

世界各地的女童軍和準女童軍將一起尋寶，尋找「改變的種
子」，完成2017年世界靜思日的挑戰。「改變的種子」象徵
大家為拓展女童軍運動而付出的努力，讓更多青年婦女有機
會充分發揮潛能。

你知道全球大約八億女性人口中，只有一千萬人是
女童軍嗎？這意味女童軍的人數僅僅超過全球女性
人口的百分之一。大家一起努力將百分之一變成百
分之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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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三個步驟，可獲得世界靜思日
2017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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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下途徑，你可增加與世界女童軍協會的聯繫！

 www.wagggs.org  |  www.worldthinkingday.org

 @wagggs_world

 wagggs

 wtd@wagggs.org

#WTD2017  #LetsGrow 

第一步 結交新朋友(第5-6頁)：在社區裏找出
未有機會接觸女童軍運動的社群，邀請他
們參加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一同展開精
彩的旅程，完成挑戰章。

第二步 分享快樂(第11-26頁)：藉著解開「改變
的種子」消失之謎，探討身為女童軍的意
義。展開尋寶之旅，完成「世界女童軍之
樹」各個部分的活動！

第三步 齊來種植(第27-29頁)：找到「改變的種子」
後，播下「種子」，展開一段新友誼，慶祝世
界靜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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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世界女童軍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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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與果實 代表深受世界女童軍協會重視的世
界各地女孩子和青年婦女，她們與協會攜手合
作，蛻變成有責任感的公民。當她們裝備好自
己的時候，就能成為「改變的種子」。

樹枝指女童軍透過參與世界女童軍運動而培
養出來的技能。採用女童軍的訓練方法，讓年
輕會員學習各種生活技能，以應付瞬息萬變的
社會。這些技能包括： 品格、承諾、協作、
創造力、溝通、公民意識。

樹幹：世界各地女童軍都擁有共同的樹
根，而樹幹則象徵女童軍運動必須發展發演
變，以切合全球146個國家和地區的女性的
需要。

女童軍運動的樹根指兩項連繫世界各地女童
軍的重要元素：分別是誓詞和規律中提及的
女童軍共同價值觀，以及獨特的女童軍訓練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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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虛線剪下世界女童軍之樹的四個部分，在尋寶之旅結束的時候
才展示給所有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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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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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交新朋友
活動開始前，給領袖的建議：

今年的世界靜思日活動資源套期望達到兩個目的：

• 活動資源套是慶祝世界女童軍運動和世界靜思日2017的參考資料；世界靜
思日是女童軍慶祝國際友誼的日子，同時為各個影響全球一千萬名女童軍
的項目而籌募資金。

•   這套教材適合女童軍隊伍全年使用，用作吸引新成員，拓展女童軍運動。

                                                   
•   邀請新朋友：每位女童軍帶一位新朋友參與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
•   學校：聯絡區內學校，商量能否安排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為課後活

動
•   青年社區中心：社區中心裏有沒有適合青年參與的活動？你能否邀

請中心的青年人參加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
•   服務青年人的慈善機構或非政府機構：聯絡這些機構，商討合作的

機會
•   語言：你的國家有多少種通用語言呢？這些語言在隊伍中有足夠的

代表人數嗎？有沒有方法增加隊伍中使用不同語言的人?
•   新地點：你居住的地區或社區裏，哪些地方沒有女童軍隊伍？聯絡 

香港女童軍總會取得更多有關資訊
•   戶外慶祝：不妨在戶外舉辦世界靜思日活動，例如公園、遊樂場或

其他有可能吸引年輕人的地方

小貼士
不論你決定聯絡哪個團體，必須先了解是否需要調整世界靜思日
的活動，以符合目標團體的需要；與目標團體合作，為團體裏的
年青人提供有趣的活動。邀請女童軍隊員參與活動的籌劃工作，
引起隊員對慶祝活動的興致，認識更多社會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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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女童軍運動的方法:



邀請女童軍隊員參與討論有關聯絡社區青年團體的事宜。事先
做好資料搜集，討論各種方案。

與目標團體協議溝通的方法，保留相關的紀錄

確認會面日期，邀請所選的青年團體。女童軍隊伍可以發邀請
函給嘉賓。

事先研究活動資源套，了解所需的資源或物資，判斷是否調整
活動內容。與隊員一同籌劃活動。

圖片更勝千言萬語！利用隊伍的活動照片製作海報，展示女童
軍生活點滴，讓準女童軍認識女童軍運動。

向香港女童軍總會了解清楚新成員的註冊程序。準備有關隊伍
的傳單，內容可包含以下的資訊：領袖姓名、聯絡方式、網
頁、集會時間和地點。

準備簽到表，方便嘉賓到達時簽名。

活動開始時：先進行破冰活動或小遊戲(或參考第12頁的活動建
議)

活動結束後：用簽到表的聯絡資料聯絡參加者，感謝他們出席
活動，並附上當日的活動照片。提供下次集會的詳情給有興趣
再次參與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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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女童軍運動」檢查清單：



分享快樂：

                     尋找「改變的種子」！

世界女童軍協會首次設計尋寶活動，讓女童軍和準女童軍一同慶祝世界
靜思日。這個尋寶之旅非常適合在集會或世界靜思日活動中進行。

活動目標 探索更多有關世界女童軍協會和世界靜思日的
資訊

體驗身為一千萬名女童軍其中之一的感覺

培養21世紀必備的生活技能：溝通、協作、承
諾、創造力、品格、公民意識

玩得開心！

所需時間 大約1小時30分鐘，每個活動約5－15分鐘 
留意花朵標示的活動時間長度

必備物資 由領袖或較資深的青年隊員擔任活動負責人，
帶領尋寶活動

完成世界靜思日挑戰後種的種子(選擇種子時需
視乎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法例規定，並確保做好
相關資料搜集和諮詢專家意見)

提供地圖和線索給每個小隊

世界靜思日基金捐款箱

年齡組別 任何年紀，除非活動另有註明

小組人數 2人以上或組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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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遊戲：

1 選擇 世界女童軍之樹各個部分的活動(建議與女童軍隊員一同決定)：

•  樹根 (第19－20頁)：選擇一項活動
•  樹幹 (第19－20頁)：隊員有沒有任何希望在世界靜思日做的遊戲、手工 
    藝品或者是想唱的歌曲？這是一個絕好時機，讓隊員和新成員一起玩樂， 
    與世界各地的人分享！
•  樹枝 (第21－26頁)：選擇一項活動

如有充足時間，建議進行更多活動！

2 決定 進行活動的方式：每個挑戰站有一個活動，每個小隊輪流進行；或者
同時進行同一個遊戲。

3 分組 將參加者分成幾個小隊，盡可能每個小隊的女童軍參加者和非女童軍
參加者人數比例相同。如果參加人數較少，則分成兩個小隊比賽，或者讓所
有參加者一同合作進行活動。

4 隱藏種子(即「改變的種子」)在進行尋寶活動的範圍、房間或建築物裏。

5 製作 藏匿種子的地圖和線索。以下是地圖的範例：

•   手繪一張活動範圍或房間的地圖，在種子藏匿處畫上「X」符號
•   若尋寶地點在戶外，使用尋寶範圍的實際地圖
•   拍下種子藏匿處的照片，將照片列印出來
•   寫出種子藏匿處的提示字眼(例如：櫥櫃)，或者用摩斯密碼表達提示字眼 
     (適用於年紀較大的青年參加者)
•   使用Google地圖或其他網上地圖應用程式
•   自由發揮！

製作好地圖後，將地圖剪成與挑戰站數目相同的拼圖 
碎片作為尋寶線索。參加者完成一個任務，就可以獲 
得一塊的地圖拼圖碎片。確保預備足夠的地圖給所有 
小隊。例如：假設一共有三個挑戰站，有兩個小隊參 
與尋寶，就需要準備兩份地圖，每份地圖剪成三塊拼 
圖碎片(線索)。

6 請隊員和新朋友帶一個硬幣，以開展籌募世界靜思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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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尋寶活動負責人的指示：

• 開始尋寶活動：
負責人介紹尋寶活動的流程，向參加者唸出以下的文字(不妨加入演技！)

• 尋寶活動的尾聲
參加者完成世界女童軍之樹三個部分(樹根、樹幹、樹枝)的活動，就能得到「改
變的種子」藏匿地點的線索。視乎參加者的年齡和人數，可鼓勵所有參加者一
起合作找出種子，或讓小隊互相競爭。

參加者找到「改變的種子」後，負責人念唸出以下結語：

魔法「改變的種子」不見了。我非常需要各位幫忙找到「改變的
種子」，讓「種子」茁壯成長。每個小隊必須合力完成三項挑

戰。每完成一項挑戰，將獲得一個線索。這些線索能引領大家找
到「改變的種子」。 

「尋寶之旅」只有一個規則：
團結合作，玩得開心！

恭喜各位找到「改變的種子」！
你能夠猜出女童軍運動中，誰代表「改變的種子」嗎？

[請閱讀第4頁有關世界女童軍之樹的介紹，由根部開始讀起。]
我希望所有參加者都能夠成為「改變的種子」，

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詞彙解釋： 
新朋友 你邀請前來參加活動的非女童軍成員

女童軍 / 隊員 女童軍運動的成員

參加者 所有人
小隊 由青年參加者分成的小組，一同進行世界

靜思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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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得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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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項活動
以下活動能幫助你了解更多有關世界女童軍協
會、世界中心、世界靜思日的歷史。
小隊完成這個部分的任何一項活動，就可以得到
一個線索。線索能引領小隊找到「改變的種子」
的藏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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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聯繫

破冰活動與介紹女童軍運動

準備工作: 請所有人圍圈而坐，女童軍與新朋友「梅花間竹」坐好。給每個參加
者一張紙。

女童軍: 毋需與其他參加者交談，在紙上畫一個簡單圖像，表達女童軍運動對自
己的意義。
新朋友：毋需與其他參加者交談，在紙上畫出自己閒暇時最喜歡做的事。

參加者將手上的紙向右傳給下一個人。

參加者看完手上的圖像，將紙張對摺一半，在紙上寫下對該圖像的描述。
然後再將紙張向右傳。

參加者閱讀紙上的描述，將紙張對摺，隱藏文字，依照描述畫出圖像。

重複這個動作，直到每張紙回到原作者手中為止。這個時候，一個隊員和一個
新朋友互相分享紙張上面的描述和圖像。

注意每次交換都只能顯示前一回的文字或圖案。亦可使用多張紙張傳遞，但是
所有紙張得一起往右傳下去。

訪問參加者: 你能否從圖案中找到相同的地方？

鼓勵女童軍和新朋友分享活動後感，告訴大家哪個部分最有趣，以及活動與女
童軍運動的關聯。

自選活動：
示範傳統歌曲，唱出以下歌曲：
“Make new friends, but keep the old, one is silver and the other s g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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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墨西哥「我們的小屋」
「我們的小屋」位於墨西哥的庫埃納瓦卡

瀏覽：www.ourcabana.org，了解更多有關「我們的小屋」的資訊

將所有參加者分成三人一組，然後一位參加者擔任「領袖」。每組需要有兩
個人面對面手牽手，形成一個小屋；第三個人進入小屋中，扮演「客人」。

遊戲開始，「領袖」念出以下任何一個指令：小屋、客人、火山。
 
• 如果「領袖」大聲喊「小屋」：所有「小屋」在不散開的情況下，找新的

「客人」；「客人」不能移動。

• 如果「領袖」大聲喊「客人」：「客人」必須離開所屬的「小屋」，到另
一個「小屋」裏；「小屋」不能移動。

• 如果「領袖」大聲喊「火山」：「小屋」就會倒塌，「客人」必須逃脫，
參加者組成新的隊伍。 

「領袖」大聲喊完指令，必須趁著其他人移動的時侯進入其中一個小房間，
使另外一人掉隊，這個人就得跳以下舞蹈。

「我是個沙槌，cha cha cha呀，
我是個沙槌，cha cha cha！」

 (旋律：茶壺歌) 
(動作：雙手模仿搖動沙槌，一邊扭動臀部)

跳完舞，掉隊的人就成為新的「領袖」，接著大聲喊出其中一個指令。每一
輪遊戲會有一人掉隊，這個人就得跳舞。

遊戲進行期間，「領袖」可以改變小組人數，使更多人掉隊。例如，
每組四個人的時候，就會有兩個「客人」和兩個組成「小屋」的人。
「領袖」可以隨意擴大小組的人數。

你知道許多年前，「我們的小屋」只有幾個房間嗎？後來有了世界各地
女童軍的幫助，「我們的小屋」得以發展成今天的規模。每年「我們的
小屋」不斷發展，四周有美麗花園和宏偉火山景觀，訪客能在這個迷人
的地方實現夢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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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足跡
Kusafiri選址在非洲不同國家

瀏覽：www.wagggs.org/kusafiri，了解更多有關Kusafiri的資訊

準備工作: 準備一張很大的紙張和水彩。在紙上畫出非洲大陸的輪廓。邀請每個
小隊中的一人把腳板塗滿顏料，在地圖上曾經舉行Kusafiri世界中心體驗的非洲
國家的位置印上腳印。你亦可以用顏色筆勾勒參加者的腳印。如果有三個或以
上的小隊進行這個活動，建議每個小隊都有一張地圖。

Kusafiri世界中心運用非洲現有設施，提供世界中心體驗。2015年10月，第五個
世界中心正式命名為「Kusafiri」。「Kusafiri」在斯華西里語中代表「旅程」。
到目前為止，Kusafiri的活動曾在加納、南非、盧旺達、肯雅、尼日利亞、貝寧
舉行。下一站是馬達加斯加！

小隊推薦一位成員，將腳印印在曾經舉行世界中心體驗的非洲國家的位置。
這位成員在其他成員的幫助下，在限定時間內猜出這些國家的位置(建議較年輕
的小隊在3－5分鐘內完成，較年長的小隊在1-2分鐘內完成)。參加者需盡可能
準確找到國家的位置，答對最多國家的小隊獲勝！

3

貝寧

盧旺達

加納

肯雅

尼日利亞

南非

 馬達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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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體與 
世界女童軍協會 
分享你的非洲地圖

 @wagggs_world

 wagggs | kusafiri

 wtd@wagggs.org

#WTD2017  #LetsGrow 
任何 
年紀

10
分鐘



 拓展舞技
三岩位於印度的浦那

瀏覽：www.sangamworldcentre.org，了解更多有關三岩的資訊

準備工作: 準備可上網的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用相機或智能手機記錄活動內
容。

2016年，三岩舉辦一個名為Arts4Change的活動。活動參加者與三岩的社區
夥伴合作，透過戲劇、舞蹈、攝影、視覺藝術的方式舉行社區行動計劃，並
由梅林達．卡羅爾(Melinda Caroll)統籌音樂項目(www.mcm4g.com)。活動
參加者創作並錄製一首名為《When We Shine》的歌曲。瀏覽http://bit.ly/
whenweshine， 聆聽和欣賞這首歌曲。

參加者需要運用《When We Shine》這首歌曲，製作音樂短片，與世界分享
女童軍經歷。發揮創意，設計特別的舞步，到城市不同地方拍攝，或者像「
快閃黨」一樣邀請很多人參與拍攝！

4

如果在2017年3月22日前完成影片，不妨提交影片到
When We Shine 小組。

參加者將有機會獲得資助，參加由馬達加斯加Kusafiri和印度三岩舉辦
的Arts4Change活動。提交影片後可以免費下載專輯。

詳情瀏覽：www.whenwesh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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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體與世界女童軍協會分享
你的影片

 @wagggs_world | @Sangamwc

 wagggs | sangamworldcentre

 wtd@wagggs.org

#WTD2017  #LetsGrow 

任何 
年紀

15-60
分鐘



 拓展挑戰項目
「我們的小屋」位於瑞士阿德博登

瀏覽：www.ourchalet.ch，了解更多有關「我們的小屋」的資訊
OurChalet      @OurChalet

準備工作: 參閱下面每個小活動的所需物資。
這個活動讓參加者體驗一下在「我們的小屋」進行的「Storrow特別任務」遊
戲。在真實的版本當中，「我們的小屋」的訪客會竭力拓展他們的思維與解難
技巧，以完成各個任務。但參加者現在只有10分鐘，盡可能完成最多的挑戰。
你準備好嗎？

a. 洪水來襲(物資：至少5支堅固的竹枝、直竿
或掃帚；3-5束小繩子)： 
「我們的小屋」非常重視保護環境，職員和
訪客都致力回收、把長時間不用的燈關掉、
把房間的門關好。氣候變遷導致世界各地發
生嚴重洪水。

     5分鐘後將會出現高及膝蓋的洪水。參加者
需要運用物資建設堅固的建築物，足以承托
活動負責人。活動負責人會判斷建築物是否
夠堅固。

b. 翻轉防水布(物資：一張防水布或被單，能
容納所有小隊成員站在上面；如有需要，可
以對摺防水布)： 
「我們的小屋」的訪客經常與所屬隊伍遊
歷。訪客遠離家鄉一週至一個月，意味著必
須有創意地為自己找尋個人空間，同時保持
隊伍團結。

    每個小隊成員都站在防水布上，在不觸碰地
面   的情況下慢慢翻轉防水布，讓所有人都
站在防水布的另一面。如果有人碰到地面，
就要重新開始。

c. 連環「象」(不需要任何物資)： 
「我們的小屋」會舉辦領導才能講座，讓訪
客學習如何領導團隊，考驗團隊合作。而以
下這個活動，就是挑戰你的團隊合作技巧。

     讓小隊成員一個接一個排成直線，左手由
前向後放在雙腿之間，而右手抓住前一人向
後放的左手，嘗試解開直線。如果有人鬆開
手或把腳抬離地面，這個鏈環就會斷開，必
須重新開始。

 參考答案：http://bit.ly/ElephantAnswer。

d. 單腳平衡(不需要任何物資)： 
「我們的小屋」有許多戶外活動，讓訪客
挑戰自我。在高聳的吊橋上取得平衡是其
中之一。  
所有小隊成員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單腳站立，
閉上雙眼，另一隻腳不可以著地。每個小隊
只有一次機會！如一邊站立一邊唱營火歌，
可以獲得額外的分數。

e. 數數字(物資：外語參考書或網上辭典) 
瑞士的通用語言有四種：瑞士德語、法語、
意大利語、羅曼什語。  
參加者輪流用另一種語言由1數到10(這種語
言不能是大多數參加者的母語)。如果你能
用兩種語言數數字，能得到額外3分鐘完成
挑戰！

f. 硬幣金字塔(物資：9枚硬幣) 
瑞士的法定貨幣是瑞士法郎。  
用九枚硬幣排成一個三角形，移動其中三個
硬幣，將三角形倒轉。 
參考答案：http://bit.ly/TriangleAnsw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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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年紀

10
分鐘



拓展愛麗芙．貝登堡勳爵夫人的花園
百善樓位於英國倫敦

瀏覽：www.paxlodge.org，了解更多有關百善樓的資訊

準備工作: 準備紙、顏色筆或彩色粉筆。
愛麗芙．貝登堡勳爵夫人是首位世界女童軍總領袖，她積極推動女童軍運動，讓女
童軍得以聞名世界。愛麗芙女士非常熱愛女童軍，她的孫子曾說：「即使祖母在修
葺花園，也掛著女童軍獎章！」

百善樓有美麗的花園，在夏天尤其讓人心曠神怡。參加者現在可以設計自己的花園!

每個花園一開始或多或少都有泥土，這正是花園所需的養分。畫一條線代表土壤，
寫上隊名或隊號，代表成長所需要的支援。再來是建造花圃，畫一朵花代表一位隊
員，在花莖上寫一個形容該隊員的正面形容詞。

接著畫一棵有五支樹枝的樹，每一支樹枝上都寫一個世界女童軍協會的五大地區(亞
洲及太平洋、非洲、歐洲、阿拉伯和西半球)；接著畫一個太陽，標記為「世界女童
軍協會」，代表世界女童軍協會提供讓女童軍充分發揮潛能的機會。

再來畫一朵雲，寫上所屬會員機構的名字。每個花園都需要雨水的灌溉才能茁壯成
長，正如所屬會員機構協助轄下隊伍發展一樣。

最後，畫出自己穿著女童軍制服欣賞花園的樣子。
由此可見，結合不同元素才能讓花園茁壯成長。女童軍同樣獲得各方面的協助，達
到現有的成就，提供協助的人會繼續在往後的路上給予支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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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體與世界女童軍協會分享你的花園   
 @wagggs_world | @PaxLodge

 wagggs | PaxLodgeFriends

 wtd@wagggs.org

#WTD2017 #LetsGrow 

任何 
年紀

15
分鐘



拓展世界靜思日基金

準備工作: 準備一個捐款箱，收集世界靜思日基金的捐款。如有需要，可以準備
相機或手機拍照。

世界靜思日基金資助世界女童軍協會的項目，提供支援和服務給世界各地的女
孩子、青年女性、會員機構，拓展女童軍運動至其他國家，如阿爾及利亞、阿
爾巴尼亞、埃塞俄比亞、老撾、莫桑比克、塔吉克斯坦。

1932年，愛麗芙．貝登堡勳爵夫人寫了一封信給所有女童軍，希望每個人能捐
出一便士，支持世界女童軍。這個意念很簡單：一分錢硬幣或許微不足道，但
集合一千萬個硬幣，就能幫助發展女童軍運動，拓展女童軍運動至世界各地。

請每個參加者都把硬幣投入世界靜思日基金捐款箱裏，並統計籌募金額。下一
個挑戰就是拓展世界靜思日基金！運用籌得的錢幣製作一棵「樹」，並拍照記
錄。為照片配上宣傳文字，作為籌款計劃的一部分。接下來的一個月，邀請親
朋好友捐款。月底時，統計捐款數目，思考世界女童軍協會該如何使用這筆捐
款。

如果在戶外或公共場所募捐，不妨邀請參加者介紹世界靜思日慶祝活動，呼籲
社區裏的人捐款。

提提你﹕若計劃在本港公眾地方進行募捐活動，請向總會活動策劃及程序部查
詢有關程序，並確保事前得到有關部門許可。申請或需時較長，立即開始計劃
吧！

瀏覽www.worldthinkingday.org，了解更多有關世界靜思日基金的募捐資
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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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年
世界女童軍協會現正協助146個會員機構
拓展會員人數，同時向尚未接觸女童軍運
動的國家介紹女童軍。世界女童軍協會期

望2020年參與女童軍運動的國家增至 
154個，會員人數增至1200萬人。

你準備好為拓展女童軍運動出一分
力嗎？

任何 
年紀

10
分鐘



親自設計世界靜思日活動！
「世界靜思日挑戰」首次要求女童軍完成親自設計的
活動，才能獲得世界靜思日紀念章。 

你有沒有喜歡的歌曲、遊戲或手工藝品，想要與一同
參加挑戰的新朋友分享？現在是分享的時候了！

19

樹
幹



以下兩個選項任擇其一，完成這部分的挑戰活動：

完成任務的小隊可以得到一個線索 ，線索能引領小隊找到「改
變的種子」的藏匿處。

舉行一個事先籌備好的 
世界靜思日活動

世界女童軍協會希望蒐集世界各地不同的意念，建立一個線上世界靜思日活動資
料庫。請瀏覽www.worldthinkingday.org下載表格，填妥以下的活動資料。世界
女童軍協會希望盡量多蒐集活動建議，讓其他女童軍隊伍參考。

活動名稱

國家/城市

活動目的

時間

準備工作

參加者年齡

活動內容

隊伍名稱

隊伍電郵地址(非必填)

參考資料

邀請女童軍教新朋友唱歌或 
玩遊戲，而新朋友也教女童軍 

一些新知識或

你想與人分享世界靜思日活動嗎？ 

完成世界靜思日挑戰2017，為推廣女童軍運動出一分力，更有機會獲得獎項！
2017年愛麗芙獎的主題是「齊來體驗女童軍生活」

如要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www.wagggs.org/Olave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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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項活動
以下活動旨在培養年青人的良好品格、承諾、協
作、創造力、溝通、公民意識。 
選擇一項最感興趣、最適合女童軍隊伍的活動。
完成任務的小隊可得到一個線索，線索能引領小
隊找到「改變的種子」的藏匿處。

21

樹枝



培養公民意識

準備工作: 對一種屬於自己文化的傳統或民族繪畫風格進行資料搜集，又或
者了解其他文化的民族藝術。也許新朋友的所屬國家或地區有極具特色的
民族藝術可供參考。可嘗試探討中國傳統藝術：剪紙和書法，或參考印度
的「Warli」繪畫藝術。

這個活動運用圖像幫助參加者反思和討論所關注的議題。議題包括任何在
學校、家庭、社區裏發生的事情。

參加者可以在現成的 Warli 繪畫上添加圖像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Warli 
繪畫非常適合表達想法和意念，參加者可以繪畫獨立的圖像或隨意結合多
個圖像。Warli 繪畫通常描繪人們唱歌跳舞慶祝的情景。參加者可以把畫中
的圓圈擴展，想像自己期望帶來的改變。

參加者亦可以嘗試剪紙，把紅色的紙張剪成人與人手牽手的圖案，表達和
諧社區，人們守望相助的意義。甚或用水墨和顏料調配出不同顏色，繪畫
理想的學校、家庭或社區環境。大家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或與其他女童軍隊
伍分享作品，呼籲別人改善社區，鼓勵大家成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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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年紀

30
分鐘



培養投入感，履行承諾2
準備工作:  每個小隊需要有一份建築材料(例如：紙板、牙籤、橡皮圈、便
利貼)、眼罩或領巾(數量需足夠所有參加者使用)、一台電風扇、用作計時
的手錶或手機。

假設所有參加者都是極地探險家，正在穿越冰冷的凍原。每個小隊選出一
位小隊長帶領小隊成員探險。突然暴風來襲，小隊必須搭建緊急避難所。
可是小隊長因為雙手凍傷，無法幫忙建造避難所，而其他的小隊成員也因
為雪盲症而看不見東西。

第一回合：派發每個小隊一份建築材料。所有小隊成員(小隊長除外)戴上
眼罩，由小隊長發出指令，指示小隊成員搭建避難所。在7分鐘之內完成
挑戰。

如果小隊成員年紀較小，則毋需戴上眼罩，並可給予更多時間完成任務。
你亦可以調整任務難度，提供更堅固的材料，例如用木棍取代牙籤。

任務時間結束時，打開電風扇，模仿極地的強風，測試避難所能否安全保
護小隊。

第二回合：小隊長可以與其他小隊成員對調角色。這次打開電風扇，給小
隊另外五分鐘建設避難所。

請參加者分享對兩個回合建造過程的感受，回想小隊長如何發出指令，以
及剛才完成任務的決心有多大。
想一想，為甚麼有時候即使我們堅定投入做事，但仍然會面對許多挑戰
呢？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讓參加者非常熱衷去做呢?

23

希望與其他女童軍隊伍建立國際友誼
嗎？瀏覽GLOW的網站，在「筆友論壇」
(Penpal Forum)上張貼交友邀請！   

glow.wagggs.org 任何 
年紀

20
分鐘



培養協作精神

培養良好品格

3

4

準備工作:  準備膠紙和幼繩。如果在室內進行遊戲，可以將兩條繩子黏在出入
口處，一條繩長約3.5英尺(約106厘米)，另一條約5英尺(約150厘米)。如果在戶
外，可以把繩子綁在兩棵樹或柱子之間。

假設繩子是有毒的蜘蛛網，小隊成員須在不碰到繩子的情況下，通過繩
子間的空隙。你亦可增加繩子數量，提高遊戲的難度。

準備工作:  提供紙和鉛筆給所有參加者

每位參加者在紙上寫一個自己的優點和一個想要改善的缺點，將紙揉成球狀做
成「雪球」。

活動負責人發號施令，參加者就互相丟紙球，展開「扔雪球大戰」。

過了一兩分鐘，遊戲停止，參加者撿起身邊的紙球。

把紙球打開，輪流猜猜紙上的優缺點屬於哪個人。

訪問參加者：你最希望改善的個人特質反過來會是別人的優點嗎？

參加者根據自己希望改善的個人特質，與擁有該特質的人配對或組成小組。 
例如：假如你的缺點是粗心大意，希望變得細心一點，那麼就與優點是細心 
的人配對。小組討論，寫出未來一個月改善缺點的三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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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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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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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溝通能力5
準備工作:  如下圖所示，畫一個三乘三的方陣。方陣可以畫在紙上，製成「過
三關」遊戲盤；或者用粉筆畫在地上。

小隊成員分成兩組。畫好的遊戲盤放在房間的一端，而兩組成員站在房間的另
一端。一組選X(交叉)，一組選O(圓圈)。倘若小隊最少有9個人，可以直接請
他們以身體擺出X或O的姿勢；否則，只需使用鉛筆或粉筆進行遊戲。

組員接力跑到遊戲盤，選擇一個對自己小組有利的方格，在上面畫上X或O(或
擺出X或O的姿勢)。最先以直、橫或斜連成一線的小組獲勝。遊戲過程中，組
員需要有良好溝通。進行幾個回合，決定最終優勝的一組。

25

任何 
年紀

7
分鐘



培養創造力6
準備工作:  每個參加者需要有一支筆、五張小紙條或便利貼；一個用來裝紙條的
盒子或帽子。

參加者需要在每張紙條上，寫出一個腦海浮現的字詞。寫完後，將紙條對摺放進
盒子。每人至少寫五個字詞，寫得愈多愈好。

請所有人圍圈坐好，將盒子放在中間。接下來用盒子裏的字詞創作故事。活動負
責人開始時說：「今天真美好，遠方傳來一個聲音說：『我想種一棵樹……』」

現在每個參加者輪流從盒子裏抽出一張紙條，用紙條上的字詞創作，將故事延續
下去。盒子裏所有紙條都用完，活動便告完成。

26

6+

參考「做好準備，齊學習，去帶領」教材套(Prepared to 
Learn, Prepared to Lead!)，認識女童軍獨特的訓練方法

英文版：www.wagggs.org/p2lp2l
中文版：https://goo.gl/OA7x5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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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和分享！#LetsGrow
邀請世界各地女童軍和新朋友播下
「改變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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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栽種！#LetsGrow
恭喜你成功找到「改變的種子」，做得非常好！希望你享受
了世界靜思日挑戰的過程，結交到新朋友。最後一個挑戰主
題是慶祝新友誼的誕生，播下「改變的種子」或種下幼苗。

種植小貼士：

• 香草類如百里香、鼠尾草、迷迭香、
羅勒、歐芹；蔬菜類如白菜、菜
心、春菊及波菜等，均適宜在香港
以播種形式種植，經過悉心照顧，
約60天便可收成。

• 種子包裝上的指示，確保種子種在適
當的深度和泥土中。

• 將泥土倒入容器或播種盆，直至泥土
距離容器頂部半吋。輕輕搖晃或拍
打容器將泥土鋪平。

• 播下種子後，保持種子濕潤，但不可
過量澆水。

• 視乎種子的品種和環境因素，種子
幾天或幾個月內會發芽。長出幼苗
後，需移植到較光亮的地方栽種。
有可能需要在室內培養幼苗幾個
月，才可移到戶外栽種。確保幼苗
有充足的陽光照射。

• 選擇種植地點，並尋求種植許可。 
香港女童軍總會於總部大廈及天水
圍何超瓊活動中心均設有有機園
圃，每年約舉行兩期種植訓練，歡
迎女童軍隊伍或中心會員參加，詳
情可以瀏覽總會網頁。查詢：2332 
5523 (總會程序部) 或 2447 3376  
(天水圍何超瓊活動中心)

• 挖一個深度相當於樹根長度的坑，寬
度比根闊兩倍。

• 檢查周圍的泥土是否太硬，如果太硬
的話，用鏟子挖鬆泥土。

• 將幼苗從容器中移出。(根部對於植
物來說就像血管一樣。根部沒有打
結或盤曲就能好好生長。如果拿出
幼苗後發現根部打結，必須理清互
相纏繞的根部。)

• 將幼苗放入坑中，種植的深度與起初
幼苗入土的深度相同。

• 在根部周圍填滿泥土，用手腳壓實，
確保泥土裏沒有留有空隙。

• 在幼苗的周圍用剩下的泥土或草做一
圈土壩，土壩與泥坑闊度相約，方
便蓄水。

• 充分澆水，幫助幼苗茁壯成長。

播種子： 植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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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完成挑戰，跟全世界分
享在世界靜思日的點滴！
完成種植後拍一張團體照，
為照片配上一段包含「齊來
栽種」或「Let s Grow」的說
明文字。

不妨將照片分享到社交媒
體，別忘記加上標籤： 
#LetsGrow #WTD2017   
#齊來栽種 ＃HKGGA

看看其他女童軍隊伍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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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2017年世界靜思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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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樹木，播下和平與希望的種子。」
旺加里馬塔伊 (Wangari Maa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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