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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閱讀「國際女童日2017」活動資源套！

教育一直是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核心宗旨。我們希望讓女孩子和青年婦女發揮她們的潛能，成為有責任感的世
界公民。讓我們一同為所有女孩子都受重視的世界而努力。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世界上有一億三百萬青
少年缺乏基本的讀寫及運算技能，其中百分之六十為女性。

5700萬適齡兒童失學1。

3200萬適齡女童沒有上過小學2。

9800萬女童在中學階段輟學3。

全球共有一億三千萬女孩子和青年婦女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4。

造成她們失學的原因包括：性別不平等而引致的暴力、對自己外表缺乏信心、網絡欺凌和月經問題。

女童軍所提供的非正規教育正好填補了這些空缺，提供機會予兒童和青少年建立自信、發展領導才能和生活
技能。

我們設計這次活動計劃讓世界各地的會員一同慶祝國際女童日。你和你的隊員可通過活動資源套，探討女孩
子和青年婦女在尋求教育時遇到的困難，並了解非正規教育如何突破這些障礙。你們將成為世協#TeamGirl
的一分子，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



領袖須知

要獲得國際女童日 2017 #TeamGirl 獎章，只需完成活動資源套的四個活動。活動共分為四個範疇，你
需要在每個範疇各完成一個項目，並以團隊形式完成#TeamGirl活動。你更可以完成額外活動，探討更
多女孩子失學的議題。

#TeamGirl能：

障礙
BARRIERS

權利
RIGHTS

解決方法
SOLUTIONS

行動與發聲
TAKE ACTION

1. 勇於爭取自己的權利
2. 突破重重障礙

3. 準備行動
4. 勇於為教育發聲！

1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education/   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 - 目標4「優質教育」
2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3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4OHCHR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甚麼是國際女童日 ? 

聯合國自2012年起確立每年10月11日為「國際女童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目的是推廣女孩子的人權
及改善全球各地有關性別不平等、性別歧視以及使女孩子受

苦的問題。 世界女童軍協會一直支持國際女童日，每年訂立主題及
製作活動資源套，讓會員一同慶祝國際女童日，喚起大家對女性問
題的關注，以及透過女童軍運動賦權予世界各地146個國家及地區的
女童軍以提升我們的形象。

甚麼是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

全球領袖在2015年制定了一系列的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各國政府期

望在2030年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安全和繁榮的世界。  

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共有17個。本年度國際女童日的重
點是教育，即目標4「優質教育」：確保包容、公平的優質教

育，促進全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因此我們必須了解國際間如何
實踐普及教育的目標。

想了解更多世界各地女童軍在實踐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的相關故
事，可追蹤標籤@wagggs_world、#TeamGirl及瀏覽 
http://www.wagggs.org。

http://www.wagggs.org


我們會在資源套學到甚麼？ 

透過這份活動資源套，我們會學習到：

• 所有女孩子和青年婦女都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 女孩子和青年婦女在尋求教育時會面對的阻礙和挑戰。
• 非正規教育如何幫助她們培養生活技能。
• 如何採取行動及幫助她們消除尋求教育的障礙。
• 在學校以外的非正規環境下，她們仍然可以培養生活技能，猶如我們在課室裡學習一樣。 

 

更多資源

想了解更多女孩子面對的教育議題，可以參考以下資源：

• 女孩子求學的7個障礙：http://www.one.org/international/blog/7-barriers-to-girls-education-you-need-to-know/

• Malala基金會 – 女童教育：http://www.malala.org/girls-education

• 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 – 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education/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教育檢測報告：http://en.unesco.org/gem-report/

• 世界人權宣言：http://www.eycb.coe.int/compasito/chapter_6/1.html

• 兒童權利公約：https://www.unicef.org/rightsite/files/uncrcchilldfriendlylanguage.pdf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http://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6/cedaw-for-youth.pdf?vs=657

http://www.one.org/international/blog/7-barriers-to-girls-education-you-need-to-know/ 
http://www.malala.org/girls-education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education/
http://en.unesco.org/gem-report/
http://www.eycb.coe.int/compasito/chapter_6/1.html
https://www.unicef.org/rightsite/files/uncrcchilldfriendlylanguage.pdf
http://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6/cedaw-for-youth.pdf?vs=657


1. TEAM GIRL勇於爭取自己的權利

1. 請每位隊員在紙上畫出兩欄，一欄是「需要」，另一欄是「想要」。

2. 參閱資料圖片，請每個隊員寫出哪些東西是她們「需要」的，而哪些
是「想要」的。

3. 請隊員兩人一組，然後比較大家寫下的內容。

4. 比較全隊的清單。在「需要」的清單上， 看看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所
有人都有提及的。

5. 隊員分成小組，用「每個人都有……的權利」為例句，重寫一份清
單。小組要加入其他她們認為人們必須要擁有的事情。領袖可鼓勵她
們使用「需要」清單上的項目。

6. 向隊員介紹《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約》和《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並詢問她們或請她們指出與教育有關的內容。

領袖可解釋聯合國和國際組織已針對人們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的議題
進行對話，並編寫了一系列的文件，以保護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的權
利。請注意：《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就是有關教育的權利。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20 分鐘

學習目標：
• 隊員思考「需要」和「想要」的分別
• 隊員明辨思考「基本需求」和「基本人權」之

間的聯繫

所需物資：
• 已列印的資料圖片（見下圖）
• 紙和白板筆/ 蠟筆 – 每人1份

→ 年幼成員的安排：
你可以以一個大組（或數個小組）為單位進行活動，把資
料圖片製成卡片，請小組一同把卡片按「需要」和「想
要」分到不同的籃子裡。小組內，隊員可互相討論每張卡
片的所屬位置。



人們接受教育的權利是受以下條約保護的：

• 《世界人權宣言》 :  
http://www.eycb.coe.int/compasito/chapter_6/1.html

• 《兒童權利公約》:  
https://www.unicef.org/rightsite/files/uncrcchilldfriendlylanguage.
pdf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http://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
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6/cedaw-for-youth.pdf?vs=657 
 
 

活動圖片
• 電視機

• 鮮魚（放於碟上）

• 鮮肉

• 家人

• 糖果

• 休閒娛樂

• 鞋子

• 火 / 熱能 

• 床

• 寵物

• 家中的小花園

• 書籍及報紙

• 乾淨的食水

• 汽水

• 衣服

• 麵包

• 手提電話

• 藥物

• 學校

• 互聯網

http://www.eycb.coe.int/compasito/chapter_6/1.html
https://www.unicef.org/rightsite/files/uncrcchilldfriendlylanguage.pdf
https://www.unicef.org/rightsite/files/uncrcchilldfriendlylanguage.pdf
http://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6/cedaw-for-youth.pdf?vs=657
http://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6/cedaw-for-youth.pdf?vs=657






2. TEAM GIRL突破重重障礙
活動選項一：拆除障礙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約30分鐘

學習目標：
• 透過此活動，隊員將了解到女孩子在尋求教育

時可能遇到的阻礙

所需物資：
• 紙皮箱或紙張
• 空罐
• 白板筆、蠟筆或顏料

這個活動會介紹一些導致女孩子不能上學的障礙或難題。這解釋了為
甚麼不是世界上所有女孩子都能夠享受12年免費、安全和優質教育。

1. 隊員以5-6人一組。每組派發一些紙皮箱、紙張或空罐 – 視乎哪
一樣較容易取得。請隊員一起參閱下列「困難及障礙」的清單以
及其所屬符號（見下圖），並讓每組選擇她們想重點關注的五個
困難。

2. 請隊員在獲派的物資上（可能是紙張、鋁罐或硬紙皮）繪畫代表
她們選擇的困難的符號（例如：如果她們選擇沒有乾淨的食水和
衛生問題，她們就畫下水龍頭）。每組應該和其他組別分享她們
選擇了甚麼困難，及講述她們對這些困難的理解：討論為甚麼這
些困難會阻礙女孩上學。

3. 把畫上符號的障礙物排好並堆疊起來。請每個隊員拋擲一個小球
或一塊小石頭，嘗試把這些困難擊倒。每當一項困難倒下，便請
該隊員分享這個困難的資料，並用例子解釋。

→ 對於較年幼的女童軍，領袖可以讓隊員畫出符號，然後
與整隊分享每個困難的意思，這有助推動活動的氣氛。

→ 注意： 先看一遍所有列出的困難及障礙，
然後才根據小組的程度選擇深淺。



就每項困難，你可以向隊員提問：

• 為甚麼你認為這是一個困難？
• 你會在哪裡遇上這個困難？
• 對於較年長的隊員，你可探討為甚麼這些困難只出現在世界某一些

地方，而不是其他地區？
• 我們可以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困難及障礙

•	女孩子在學校受到騷擾

•	女孩子在學校遭受暴力對待

•	外表自信低落，導致減少參與或出席課堂

•	男孩子和女孩子要共用洗手間，使女孩子處於弱勢地位

•	缺乏良好的衛生設備或乾淨用水

•	網絡騷擾及/或欺凌逼使女孩子輟學

•	上學的路上滿佈地雷或士兵

• 學費太貴，難以負擔

• 家長只願意讓男孩子上學

• 身體殘疾的兒童難以上學

• 學校位置偏遠，學校和住所之間沒有交通工具可達

• 女孩子被逼早婚

• 女孩子必須工作賺取金錢，養活家庭

• 女孩子需要在家打理家務

• 缺乏受過教育培訓的老師







活動選項二：教育之路

這是一個「自己動手做」的棋盤遊戲，將為你的團隊設計一套12年免
費、安全和優質教育計劃。	遊戲的目的是希望女孩子能到達教育之路
的終點：完成學業。

1. 在一片泥地上，用棍或棒畫出一條有24個方格的道路。如在石屎平
地上進行遊戲，可使用粉筆代替。

2. 把你的小隊分成5組，每組會輪流擲骰子，如果沒有骰子，可以把
1-6的數字寫在紙張上，放在帽子中抽取。每組會挑選一件代表自己
的物件作為棋子，例如石頭、小球等，再根據骰子擲出的數字在棋
盤上移動。

3. 每當小組移動到任何方格，領袖會說出相應的情景和任務。當小組
完成任務，下一組就會接著一樣的步驟。目標是讓每組都行走到棋
盤的最後一個方格。

4. 如有興趣，你也可以在香港女童軍總會的網頁上下載並列印出PDF
檔的棋盤。遊戲不但可供隊伍一起玩，也可以個人單獨玩！

非正規教育是學習新技能、建立自信和充滿樂趣的教
育方式。透過幫助女孩子在教室以外的地方學習，非
正規教育可以幫助解決女孩子上學的障礙而不需走進
課室。而通過團體活動，我們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發展我們的領導技能，並用新穎的方式解決教育
路上的障礙。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約30分鐘

學習目標：
• 提高隊員對女孩子求學困難的意識

所需物資：
• 粉筆或棍 / 棒
• 每隊一件物件
• 骰子或紙條
• 已列印的棋盤（如有）

SCHOOLSCHOOL



1. 遊戲開始：今天是你上學的第一天，為你的小隊設計一個有創意的
歡呼，慶祝教育的來臨。 

2. 你是一個學習進度緩慢的學生：暫停一個回合。 

3. 今天的學校集會將討論教育的重要性：小組一起唱一首歌 

4. 周末放假一天！在家休息。 

5. 老師罷工：下一回合留在原位。 

6. 你在學習上有出色表現：前進3格。  

7. 生物課：舉出20種不同的水果。如不能說出20種，退後3格；成功
的話，前進2格。 

8. 你需要留在家中幫助父母：暫停一個回合。 

9. 放假一天！在家休息。 

10. 新來的老師講課清晰易懂：前進2格。 

11. 數學課：小組從1開始報數到50，但隊員必須跳過包含7的數字 
（7、17、27、37、47）及7的倍數（7、14、21、28、35、42   
49）。如有人犯錯，退後2格。 

12. 你住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國家：小組裡有幾多個女孩子，就要退後雙
倍的格數。 

13. 周末放假一天！在家休息。 
 

14. 文學課：講一個簡短的故事。但小組裡每個隊員每次只能說一個
字，從第一個隊員開始說一個字，第二個隊員接下去說第二個字，
在小組裡輪流串成句子。 如果小組成功，可前進2格。 

15. 國家發生戰爭，學校關閉：暫停一個回合 

16. 教師會議，學校關閉：放假一天。 

17. 同學間競爭激烈！與下一小組玩「包、剪、揼」。「揼」能贏過「
剪」；「剪」能贏過「包」; 「包」能贏過「揼」。如果你獲勝，
可以再擲骰子一次；如果對方獲勝，便輪到她們擲骰子。 

18. 地理課：如能說出7個名字中有「國」字的國家，便可以再擲一次
骰子。否則，退後2格。 

19. 公眾假期，放假一天！在家休息。 

20. 語言課：以最少5種不同語言說出的「你好」。成功的話前進2格，
否則保持不動。 

21. 你的妹妹生病了，你必須留在家裡照顧她：暫停一個回合 

22. 準備期末考試：直到下一回合開始前，隊員禁止說話，做到的話前
進2格並完成學業。如果有隊員在下個回合擲骰子前發出聲音，便
要退後4格。 

23. 學校舉辦旅行，但你沒有錢支付費用，其他小組可捐出她們移動的
機會：如有小組願意，你便可以前進，否則，留在原位。 

24. 完成遊戲：你畢業了，恭喜！！

、



3. TEAM GIRL準備行動
打破障礙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約25分鐘

學習目標：
• 隊員針對女孩子遇到的求學障礙思考不同的解決

方案

所需物資：
• 角色簡介

1. 列印角色簡介。

2. 把隊員分成4-6人的小組，每組將收到一張角色卡。請隊員為自己的
角色設計名字，並請她們決定這個角色會有多少兄弟姐妹、她的父
母是做甚麼工作的、她有甚麼喜好等。

3. 根據每組的角色，提供一個情景。每組需要創作一個簡短的話劇，
向大家表演，講述她們在這些情景下，會如何克服障礙。

4. 當每組表演後，一起討論小組提出的解決方案：
• 她們提出了甚麼解決方案？
• 你能怎樣使這個方案成真？
• 你需要誰人幫助你實行這些計劃？



角色
1. 你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你擁有的金錢只僅僅足夠支付每天一餐的

膳食。你需要協助你的母親工作以賺取金錢。

2. 你來自一個保守的家庭。你被禁止與異性一同玩耍或參加活動。

3. 你以輪椅代步。 但你沒有錢去購買無障礙設備（如汽車等）

4. 你來自一個農民家庭。每到收成時，你便需要到田裡幫忙收割農作
物。你是一個好學生。

5. 你曾經遇上意外而引致行動不便。因為身體上有殘疾，老師覺得你
也有精神問題。

6. 你難以理解課堂內容，需要更多解釋。但家裡沒有人能輔導你的課
業。

7. 你有一個大家庭，下課後需要花時間照顧年幼的弟妹。你在學校十
分勤奮，但你的父母總是忙於工作。

 

 

情景
• 學校推薦你參加比賽，但比賽時你需要和異性伙伴合作。 

          - 角色 2 

• 學校離家25公里，而且沒有巴士可達。 
          - 角色 2, 3 或 7 

• 軍隊在通往學校的道路上設置檢查站。 
          - 角色 4, 5 或 7  

• 老師要求你使用電腦和互聯網完成功課。 
          - 角色 1, 3 或 4 

• 當老師發問時，你羞於回答。 
          - 角色 5 或 6 

• 學校的某些人不斷對你評頭品足，並談論他們會對你做些甚麼。 你很
討厭他們。 
          - 角色 3 或 6  

• 女孩子沒有獨立的洗手間。 
         - 角色  2 
 

• 你的父母突然說要舉家離開家園，因為戰爭即將爆發。 
          - 角色 1, 4 或 5 



4. TEAM GIRL勇於為教育發聲！

據估計，世界上目前有1.3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無法
接受教育5。作為參與女童軍運動的千萬成員之一，
我們有責任採取行動。 我們正呼籲政府和有權力人
士為世界上每一個女孩子提供12年免費、安全和優
質的教育。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25分鐘

學習目標：
• 隊員明白勇於發聲的重要性，這有助呼籲及影響

決策者作出改變。

所需物資：
• 筆或鉛筆
• 信件範本

我們必須呼籲決策者採取行動，以改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的處境。

我們提及的決策者，是指有權力推行政策並改善我們和他人生活的
人。在2017國際女童日，我們向決策者發聲，呼籲他們為各地的女孩
和青年婦女爭取教育機會，並掃除她們求學時的障礙。

我們共有一千萬名女童軍成員，我們站出來代表全球尚未獲得教育機
會的一億三千萬女孩子發聲。#TeamGirl

作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我們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尤其是為那些無
力為自己發聲的人謀福祉： 一個只能日夜留在家裡照顧兄弟姐妹而不
能上學的女孩，或者是一個需要長途跋涉、穿越危險去上學的女孩。 
讓我們一同投入，將這一千萬把聲音化為行動，為失學的一億三千萬
女孩子，喊出最基本的教育訴求！

5 OHCHR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我們呼籲：
教育是基本人權。每一位女孩子、任何女孩子都有權利享受12
年的免費、安全和優質的教育。



1. 在你的社區裡，是否所有女孩都能享受12年免費、安全和優質的教
育？ 有沒有女孩子和青年婦女在尋求教育機會時遇到困難？

如果在你身處的國家的女孩子都能夠享受12年免費教育，請討論這樣
的教育是否穩妥，或選擇其他沒有免費教育予女孩子的國家，並評論
她們的處境。

2. 試想想：誰來決定我們國家、本港及社區裡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的
教育權利？

• 老師 / 校長
• 社區 / 宗教領袖
• 區議員
• 教育局 / 教育局局長
• 立法會議員
• 行政長官
• 國家總理
• 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是聯合國的最高負責人。目前的秘書

長是António Guterres。）

3. 當你找到負責處理教育議題的決策者後，試利用我們提供的範
本，寫信給決策者。我們已為你預留空白位置，你可表達你認為教育
對女孩子十分重要的原因，並舉出在你社區裡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在
求學時遇到的障礙。

你最好能具體地說出你希望決策者能做甚麼，可能是興建一所新學
校、舉辦國際活動以喚起大眾關注教育對女孩的重要性，又可能是為
男孩和女孩建立獨立的廁所等。歡迎你提出建議，甚至提出一些啟發
自這份活動資源套的爭議性話題。嘗試要求決策者採取具體計劃，使
所有女孩都能接受最好的教育。

4. 向隊員解釋這次活動當中，每一位女孩子代表一千萬成員的女童
軍運動。只要女童軍每人集合一個13人的團隊，我們便足夠集齊一
億三千萬把聲音，為世界上還未得到教育機會的一億三千萬個女孩子
發聲。

每個13人的小隊都要在信上簽署。你可以安排在一封信內收集所有
簽名，或單獨署名寄出信件。

5. 將你的信件寄給決策者。

了解更多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SDG）的資訊，	
可瀏覽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提提你：若計劃寫信給隊伍所屬贊助機構以外的機構或政府部門，請
先與贊助機構溝通，並通知總會程序部(tpg@hkgga.org.hk) 。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信件範本1 – 給本地決策者

國際女童日 第1頁/共2頁 國際女童日 第2頁/共2頁

[決策者所屬機構]
[機構地址]

致 [決策者的名字 – 指名道姓可使信件更具個人性和針對性]

[隊伍的重點訴求]

我們是來自香港女童軍總會的女童軍。早在2015年，193個聯合國會員，包括
香港，一致通過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當中的目標四，要求所有男、女孩子都
能完成免費、公平和優質的中小學教育。

在香港，政府已落實推行15年免費教育政策。然而，我們仍需要投入更多心力
去實現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包括殘疾人士及基層兒童
等。

 [使用這個空間寫出改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教育的方法 - 確保你使用資料和數
據可有效顯示你所在的地區之情況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資料搜集）。告訴決策
者你希望如何改變現狀，並指出這些行動的重要性。你亦可以建議決策者剛剛
你與團隊商討出來的解決方案。]

我們的重點訴求：（可選擇合適的項目及加入隊伍的訴求）
• 增加整體教育經費，作長遠政策規劃，並針對教育制度的主要需要，避免

無謂的浪費及低效益的使用
• 優化教學條件，例如增聘教師及實行中學小班教學
• 加強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包括特殊學習需要，如讀寫障礙），例如在

學校增設相關輔助設施
• 加強為融合及特殊學校安排支援和輔導人員，例如言語治療師、心理學

家、職業治療師、護理人員等，使學童獲得額外資源及專業支援；並加強
教師職前及在職培訓

• 為基層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機會，例如減低免入息審查貸款的利息，並提
供按額資助，提供課外活動津貼，以減輕學生及家長的負擔

通過教育女孩和青年婦女，你正在：
• 促進經濟增長
• 維護和平
• 拯救生命
• 減少童婚

• 展現政治領導才能
• 改善環境

教育是確保世界各地的女孩子和青年婦女發揮最大的潛能、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
公民的關鍵一環。它為她們提供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發揮潛力，同時保護自己免
受傷害。優質教育經證實能對社會有長遠好處。 因此，我們呼籲您為女孩子的教
育權利採取行動。

[妳 / 妳們的名字和簽署]
[隊號]
#TeamGirl

副本送：[隊伍贊助機構名稱]

[隊號及聯絡地址]



Letter template 2 –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e.g. United Nations

[Organisation Name and Address of Decision Makers]

Dear [decision maker's name – it's a good idea to write the name of the decision 
maker that the letter is addressed to so that it's more personal and targeted at a 
specific individual]

We, the Girl Guides of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call on you to ensure 
12 years of free, safe, quality education for girls. In 2015, 193 United Nations 
Member States adopted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our 
country. Goal 4 of th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alls for all boys and girls 
to complete free, equitable and qual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hieving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will require increasing 
efforts, especially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Southern Asia and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digenous people, refugee 
children and po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Use this space to write about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young women in your country 
– make sure you use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that show what is happening (you 
may need to do some research). Tell the decision maker how you want this situation 
to change and why this is important. Why not tell the decision maker some of the 
solutions you came up with doing your TeamGirl activities]

Our key asks:
•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young women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mplete 12 years of free, safe, quality education
• Organise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s to challenge the social norms that

prevent girls from going to school/ value girls' education less
• Schools should offer catch-up classes for girls and young women that have

been unable to access an education or have had their education disrupted
• Parents and famil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send girls and young women in

their families to school
• Improve safety for girls and young women in schools by ensuring there are

separate toilets/sanitary facilities for boys and girls. Absence of sanitary
facilities also pushes older girls to miss out o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days in
school after they begin menstruation

• Reduce the cost involved in attendance at school, including school fees,
text books, meals and school uniforms

• Processes should be put in place for girls and young women to report
incidents of violence that occur in school. Perpetrators should be punished
and governments should ensure that school is a safe environment to learn
in

By educating girls and young women you are
•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 Creating peace
• Saving lives
• Reducing child marriage
• Encouraging political leadership
•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Education is critical in ensuring that girls and young women around the world 
are able to develop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and become responsible citizens 
of the world. It equips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need to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and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harm.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brings is proven to have long-term benefits for society. We therefore 
call on you to act for the right of every girl and any girl to receive an education.

[Write your name(s) and sign] 
[Unit Number]
# TeamGirl 

Copy to: Name of Sponsoring Authority for the Unit

[Your unit number and address]
[Date]



備註：

自己動手寫
若要將你的信息拼合到範本的上文下理中，你可以：

• 思考如何處理你所在地區或文化中的敏感問題

• 在你要表達的信息中，加入你所在地區的數據和資料

• 了解你所在地區的教育法律和政策，使政府有法可循

• 查看你的地區政府有否簽署《兒童權利公約》和《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5&Lang=EN


5. #TEAMGIRL

事不宜遲，是時候告訴全球，世界仍有一億三千萬的女孩子失學。身
為世界上一千萬女童軍成員的一分子，我們需要傳播這個重要的訊
息，用實際行動消除女孩子和青年婦女在尋求教育時遇到的障礙。我
們希望每個女孩子，無論身處何地，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能發揮
自己所有潛能。

1. 試反思教育對你的意義。對你而言，教育可能是讀書寫字，或者是
與朋友在學校玩樂。這些活動為甚麼能代表教育？你認為教育的內
容/價值是甚麼？試利用圖畫表達出來。

2. 請拍一張能代表教育的照片，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或
其他社交媒體分享，加入標籤#TeamGirl

fb.com/wagggs   @wagggs_world    www.wagggs.org/teamgirl

• 你可以與決策者分享此照片及公開你寫給決策者的信件。
這會為你的呼籲行動增添人情味。

fb.com/hkgga @hkgirlguides_official   



額外活動

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文化中，往往由婦女和女孩子負責處理家務，以及
主力照顧年幼的孩子和弟妹。 雖然這也是令人敬重和重要的工作，但
與成年男性和男孩子相比，女性擔任這些工作的的比例卻遠遠超越前
者。受刻板的性別觀念牽制，兄長幼弟往往是接受教育的優先人選，
女孩子經常被剝奪上學的權利，或者經常缺課。由於疏於學習及沒有
訓練生活所需技能，女孩子無法充分發揮潛力。讓我們一同探討性別
定型的角色及發掘女孩子「非傳統」的突出技能，挑戰這些迂腐陳舊
的觀念！

邀請一個來自你的學校、社區或家庭而從事「非傳統」職業的女性，和大
家分享經驗。她可以是公司或地方政府的領導層、工程師、警務人員，或
從事金融或科技行業		—	換言之是一切被視為「非傳統」的職業。請演講
嘉賓分享她的職業生涯和從事的角色。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向嘉賓提問的參
考問題：
• 是甚麼啟發您從事這類型的工作？

• 您最喜歡您工作的哪一點？

• 您對這個行業感興趣的年輕女孩子有甚麼建議？

• 您曾否因為女性的身份而在工作中遇到挑戰？

• 您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另一方面，你可以請其他隊員分享她們在學習STEM科目（科學、技術、
工程和數學）的經驗。她們喜歡學習這些科目嗎？她們讀完這些科目後可
能從事甚麼工作？

粉碎性別定型

年齡：較年長的女童軍
需時：約30分鐘

學習目標：
• 隊員學會明辨思考和分析社會及其身處社區中的

性別角色

所需資源：
• 來自你學校或社區的演講嘉賓 

 

POLICE



我的志願

年齡：所有年齡
需時：25分鐘

學習目標：
• 隊員可了解性別角色和性別歧視如何為教育帶來

影響
• 隊員可確立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目標

所需物資：
• 白海報紙或紙張
• 筆、白板筆
• 便利貼或小型方格紙
• 虛擬貨幣
• 已列印好的Ummi故事

1. 閱讀Ummi的故事及解釋一些國家的女孩子被剝奪學習的機會。你的
小組認為Ummi的父母為甚麼要拒絕送她上學？你認為她只能留在家照
顧孩子公平嗎？你認為甚麼是Ummi的哥哥能上學但她不能的原因？你
可以與小組分享女孩子被剝奪教育機會的各種原因：性別歧視、不安
全的學校環境、早婚及強制婚姻、暴力。

2. 將你的隊伍分成小組，向小組派發一些虛擬貨幣。舉出一些職業如
老師、店主、區議員等。請隊員討論這些職業是設立給男性還是女性
的。女性的薪水會否比男性低？你怎麼看像Ummi這樣工作後沒有工資
薪酬的婦女？這是因為她們的角色較不重要嗎？

3.請每組把虛擬貨幣隨意分配給「男人」及「女人」。與整個隊伍討論
兩者的金額是否一樣。為甚麼即使男女的工種、職位一樣，但女性總
是接受一個較低的薪酬，又難有晉升機會？試想想，你地區的行政長
官、司長、局長是男人還是女人？我們怎麼確保女性能得到上游的機
會，並得到與男性同等的薪酬？

4. 將大家聚集在一起圍成圓圈，每個隊員思考長大後想要做甚麼。請
她們想一想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接受甚麼哪些教育和培訓。當隊員分
享時，隊伍不妨鼓掌和歡呼來鼓勵她們達成目標和抱負！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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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mi的故事

Ummi居住在尼日利亞中部。由於Ummi的父母沒有多餘的金錢買書、校
服或鞋子，Ummi 從來沒有上過學。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她在市場上售
賣小食。

「我叫Ummi。	我今年12歲。	我和我的家人住在尼日利亞的Kabiji。	我
的父親是一個商人。

「我平日在家幫助照顧弟妹，而幾位哥哥則到學校上課。

「每天早上醒來時，我已經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幫弟妹洗澡、洗碗、打
掃院子和取水。

「市場營業時，我會去擺賣。	通常我會售賣意粉。

「Kadijah、Madina和Hussaina都是我的朋友。	他們在Kabiji小學讀
書。	我很希望跟他們一樣去上學。

「我只有晚上才有時間和朋友一起玩，因為平日我都在市場擺賣。	我們
喜歡玩像『danmalio』這樣的遊戲。

「長大後，我希望可以上學，我想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

Ummi的母親說：「我不知道她的未來會怎樣。	我明白做任何職業都需
要教育的基礎，也知道她到學校學習才會有更多機會。我很遺憾她不能
上學，但我們實在負擔不起再送一個孩子上學。沒有比讓我的兒子接受
教育更重要。」

更多資料

• Ummi是尼日利亞一千多萬失學兒童中的其中之一。

• 在尼日利亞，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沒有上學。 

• 尼日河三角洲位於尼日利亞南部。 它是西非中獲利最多的石油地
區。 然而，從龐大的石油供應所產生的巨額財富，當地人民難以受
惠。

• 故事改編自http://www.sendmyfriend.org

http://www.sendmyfriend.org
http://www.sendmyfriend.org 


科學同樂日

女孩子經常落後在科學領域上，或被評為不夠代表
性。因為科學一直被認為是「男孩子的科目」。隊
伍嘗試舉辦科學同樂日，挑戰這種刻板印象！

學習目標：
• 隊員學習基礎科學知識並參與在「非傳統」領域
• 隊員打破針對女孩子和STEM的刻板印象

所需物資：
• 科學實驗的用品。 見下文。

1. 找一些有趣的科學活動。 你可以在互聯網上搜索，或參考下文的建
議。

2. 準備幾項科學實驗，邀請社區人士參加及主持科學同樂日。 每個人
都應該有機會動手做實驗！

你可以邀請學校的科學老師來參加科學同樂日！ 你也可以選擇在學校
舉行科學同樂日，邀請社區的婦女來參加。



有趣的科學實驗：

水溝油？！
不是所有液體都能混合在一起。 將一些著色劑注入水中（例如一滴墨
水或食用色素），然後連同煮食油一同放入杯子或瓶子中。 用力搖
晃，看看會發生甚麼。 原來，水和油是不能混在一起的！ 此後，再嘗
試加入一些洗碗用的洗潔精，看看會發生甚麼。 你會發現所有油都會
被吸收到水中。 這就是洗潔精清潔骯髒餐具的原理 – 它將食物的油漬
吸入水中，碗盤便能回復乾淨。

靜電的力量
我們可以通過摩擦物料來產生靜電。例如，吹漲一個氣球後紥好開
口，在羊毛衫或布料上來回摩擦。最後把這個氣球放在頭上，看看頭
髮會有甚麼變化！髮絲會被氣球上的靜電牽引。你也可以嘗試將產生
靜電後的氣球黏在牆上。

味覺VS嗅覺
把一個蘋果和一個馬鈴薯去皮後切成骰子大小。選擇一個隊員來猜哪
個是蘋果和馬鈴薯。 她們要捏緊鼻子及不能聞到任何氣味，然後吃其
中一樣食物 (實驗主持人要知道她們正在吃甚麼東西) 。她們嘗過味道
後要猜測自己吃下的東西是甚麼。請注意，吃東西時，絕不能讓她們
聞到氣味。她們會難以告訴你兩者的分別！即是說，我們其實可以用
鼻子「品嚐」味道！

植物的生長
用泥土填滿玻璃瓶。 把種子（南瓜、豆等）放在泥土裡，種子放近玻
璃瓶內側，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生長過程。 讓泥土保持濕潤，但不
要添加太多的水。 觀察植物如何從一顆小種子長大。你可以嘗試以不
同分量的水灌溉、不同的日照時間，測試對植物有甚麼的影響。

冷熱的速度
水分子在熱水中移動得比冷水更快。 預備相同容量的熱水（非沸騰
的）和冷水各一杯。 把一滴墨水或色素滴入兩杯水中，看看會發生甚
麼。 在熱水中，顏色很快就消失，但在冷水中會慢慢分解消失。這顯
示了水分子移動的速度。



讓你的聲音傳開去！

U-Report是一個社交信息的交流平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任何人都
可以就他 / 她們關心的議題表達及聽取意見。世界女童軍協會現正與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研究年青人的議題。現時已經有三百多萬的年
青人登記成為U-Report小記者，包括數以千計的女童軍會員。快來註
冊，加入大家的對話吧！

拿起你的手機，參與U-Report調查，與政治人物、全球領袖及地方決
策者分享與女童軍有關的議題。我們會時刻更新，以便你能看到你正
作出的改變！你亦可以與世界女童軍協會和香港女童軍總會分享你的
觀點，幫助我們改善女童軍工作，並確保我們的工作都以年青人為主
導。

我們特意設計了一份特別的#TeamGirl調查，以標誌國際女童日2017，
因為#GirlsVoicesMatter

1. 加入我們

透過以下途徑加入我們
Twitter：追蹤@UReportGlobal 及直接傳送TEAMGIRL訊息
Facebook：使用即時通訊功能，傳送TEAMGIRL訊息到U-Report 
Global：fb.com/ureportglobal

2. 分享意見

使用你的手機完成TEAMGIRL調查。U-Report把問題直接發送到你的
手機。回答問題並分享你的意見！

齊來分享U-REPORT

年齡：13歲或以上
時間：10分鐘

所需物資：能接駁互聯網的裝置（例如智
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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