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9‐2020 救救海洋計劃 2.0
領袖及朋輩訓練員工作坊
(對象：年滿 18 歲之深資女童軍、各組別委任領袖或各區服務統籌員)
贊助機構：
計劃簡介
繼 2016‐2017 年度的「救救海洋計劃」成功舉辦後，本年度香港女童軍總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WWF) 再度合作舉辦「救救海洋計劃 2.0」
，內容環繞養育海洋為題，參加者聯同其家人將會 (1) 前
往選定的沿海棲息地進行生態調查，收集物種和生物多樣性的數據; (2) 對海洋垃圾進行資料搜集及分
析; (3) 進行微碎屑調查，了解微型塑料污染對海洋的影響; (4) 進行清潔活動，移除海洋垃圾。計劃希
望帶出「改變．由我做起」這個訊息，鼓勵女童軍成員及家人作出改變，改善社會，了解自己的長處
和所擁有的資源，找出想要改變的事情並付諸實踐。透過改變社區，就能實現美好未來。
計劃分為兩部份，包括 訓練計劃 (Train‐the‐trainer) 及 「救救海洋計劃 2.0」，當中訓練計劃將先訓
練 30 名領袖如何進行育養計劃，稍後再由她們帶領稍後的育養海岸計劃。

訓練計劃 (Train‐the‐trainer)
學習目標
1.

了解活動帶領者的角色和責任

2.

了解海洋垃圾分佈及海洋保護知識概論

3.

了解如何向參加者簡介育養海岸計劃

4.

利用生態調查方法和技巧作為體驗式教學工具，從而安全及有效地帶領
參加者進行活動

5.

有效地使用解説技巧

6.

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包括 目標 11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目標 12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及 目標 14 水下生物）並作出改變

活動資料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訓練工作坊

28/09/2019 (六)

09:00‐18:00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集散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救救海洋計劃 2.0

每位參加訓練工作坊的學員需安排所屬隊伍的隊員及家人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間，參加 一次海岸清潔活動，日期及時間由學員訂定，並需事
先安排 一次簡介會 予所有參加者（計劃基本簡介請參考附件）

分享日

暫定：08/02/2020 (六) 或

(詳情稍後公佈)

09/02/2020 (日) 其中一天

12:00‐18:00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費用：$200（包括筆記、證書、所有來回旅遊巴及分享日活動費用，完成結業要求可獲全數退回）
制服：戶外制服

對象及名額
年滿 18 歲之深資女童軍、各組別委任領袖或各區服務統籌員 – 共 30 位

結業要求 (必須完成以下全部項目)
(1) 出席訓練工作坊；
(2) 安排所屬隊伍隊員及其家人參加其帶領的一次「救救海洋計劃 2.0」活動和事前之簡介會；及
(3) 出席並協助分享日

備註
1.
2.
3.
4.
5.
6.

本會將安排旅遊巴或其他交通工具接載參加者來回所有活動地點（訓練工作坊將於九龍塘港鐵站
集散，「救救海洋計劃 2.0」請參考附件資料，分享日請留意稍後公佈）
訓練工作坊：參加者需自備輕便午膳，場地不提供翻熱設施
完成結業要求者可獲頒由香港女童軍總會及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出的證書，並將獲全數退回報名費
帶領「救救海洋計劃 2.0」及協助分享日活動可計算服務時數
參加者可登記成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義工
如參加者為「可持續發展及環保資源小組成員」，可獲豁免部份小組成員事工要求

報名方法
參加者請填妥本活動指定之報名表格，寄交至九龍加士居道 8 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課程登記處，電郵
至 tpg@hkgga.org.hk, 或透過網上系統報名

報名須知
1. 如以劃線支票繳交費用，抬頭請寫「香港女童軍總會」
，支票背面請寫上姓名、隊號及活動名稱
2. 切勿郵寄現金；電郵報名方式只接受信用卡付款
3. 報名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額滿即止。所有報名均以收妥表格及費用為準。如資料不齊全，報
名將不會受理
4. 報名結果會透過網上公佈，請自行瀏覽本活動網頁。如不獲接納者，將不作另行通知
5. 報名一經接納，不得更改參加者，除因天氣惡劣或報名人數不足取消外，所繳交的款項不會退回
6. 惡劣天氣安排（以當天活動開始前兩小時由香港天文台發出之天氣報告）請參閱香港女童軍總會
網頁 https://hkgga.org.hk/tc/resources/bad‐weather‐and‐air‐pollution‐arrangements‐hkgga‐activities

截止報名日期
2019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

查詢
2359 6817 (程序部 – Circle Huen)

附件 ‐ 救救海洋計劃 2.0
參與「訓練計劃 (Train‐the‐trainer)」的領袖或深資女童軍學員需邀請並帶領所屬隊伍的隊員及家人參
與一次「救救海洋計劃 2.0」活動。計劃資料如下：
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9‐2020 救救海洋計劃 2.0
(對象：小女童軍、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及其家人)
贊助機構：
計劃簡介
繼 2016‐2017 年度的「救救海洋計劃」成功舉辦後，本年度香港女童軍總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 再度合作舉辦「救救海洋計劃 2.0」
，內容環繞養育海洋為題，參加者聯同其家人將會 (1) 前往
選定的沿海棲息地進行生態調查，收集物種和生物多樣性的數據; (2) 對海洋垃圾進行資料搜集及分析;
(3) 進行微碎屑調查，了解微型塑料污染對海洋的影響; (4) 進行清潔活動，移除海洋垃圾。計劃希望帶
出「改變．由我做起」這個訊息，鼓勵女童軍成員及家人作出改變，改善社會，了解自己的長處和所擁
有的資源，找出想要改變的事情並付諸實踐。透過改變社區，就能實現美好未來。

學習目標
1.
2.

3.

學習生態調查方法和技巧
了解海洋垃圾分佈及海洋保護知識概論
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包括 目標 11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目標 12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及 目標 14 水下生物）並作出改變

對象
小女童軍、女童軍或深資女童軍及其家人，以兩人為一組，共 200 人（100 組）
（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有成年人士陪同參加）

活動資料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節：

由訓練工作坊學員擬定

建議為 3 小時

香港女童軍總會 或 自行於隊

簡介會

（預定將舉行兩次）

(10:00‐13:00 或

伍集會時間進行

14:00‐1700)
第二節：

隊員及家人須參加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間由訓練工作坊學員舉行的

海岸清潔活動

一次海岸清潔活動，確實日期、時間及地點將於訓練工作坊期間擬定
（活動地點分別為：龍鼓灘、小棕林 及 長沙欄，總共舉行六次活動）

第三節：

暫定：08/02/2020 (六) 或

分享日

09/02/2020 (日) 其中一天

12:00‐18:00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活動包括乘坐玻璃底船遊覽附近海域)

(詳情稍後公佈)

結業要求
必須出席全部課節（一 + 二 + 三）
收費
每組$100（兩人一組）
，包括筆記、證書、海岸清潔活動及分享日旅遊巴，以及分享日活動費用

備註
1.

完成結業要求者可獲頒發由香港女童軍總會及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出的證書

2.

活動可配合小女童軍公益章及環境保護章、女童軍環境保護章，及深資女童軍環境保護證書部分
內容。

3.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及領袖參加者可獲簽服務時數紀錄

4.

參加者登記成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義工

5.

參加者可獲贈活動紀念品

活動地點簡介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
位於重要的海洋保護區，是首間海洋教育中心，被眾多海洋生物包圍，更設有香港第一艘特製的玻
璃底船。中心會定期舉辦參觀及教育項目予學校和制服團體。
龍鼓灘
位於屯門，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資料，中華白海豚於龍鼓灘水域出沒的次數非常頻繁。想找尋中
華白海豚的踪影，也可到海灘北邊山丘上的「中華白海豚觀景台」
。
小棕林
位於西貢，是香港的其中一個熱門潛水地點，海底有小量珊瑚及海葵群落。
長沙欄
位於大嶼山愉景灣及稔樹灣附近，鄰近長沙欄村，至今仍然沒有食水供應，村民只能飲用山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