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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期青年大使交流營
期青年大使交流營 (02-03/11/2013) – (BATCH: 42th) [Ver.2.0]
目的:
目的 青年大使/參加者透過活動，將增強其領導能力及對工作的信心與對組員間之默契，擴闊其視野及知識領域。
活動期間之主旨不強調理論為主，而是實踐與經驗，亦不純粹教授與環境有關的課題，而是主要磨練各參與者的
心志與應變能力，為未來在香港及海外各地進行更多不同類型的環境活動建立更好的基礎。

適合參與年齡:
適合參與年齡 11 – 35 歲
費用: 全職學生
全職學生: HK$280
費用

非全職學生
全職學生:
學生 HK$340

( 費用已包括所有活動及課堂講師及物資，
費用已包括所有活動及課堂講師及物資，空調住宿，
空調住宿，自助形式早午晚三餐及宵夜糖水，
自助形式早午晚三餐及宵夜糖水，保險，
保險，證書及紀念品等。
證書及紀念品等。)

( 參加者請於 2013 年 10 月 21 日前，
日前，存入相關費用至 379-252364-001 – 恒生銀行，
恒生銀行，連同轉帳證明一併把 閣
下之中英文姓名及聯絡電話透過電郵或傳真給我們，
下之中英文姓名及聯絡電話透過電郵或傳真給我們，謝謝 )
營地地點:
地點 西貢大網仔青年協會青年營
西貢大網仔青年協會青年營

星期六
日期: 2013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
六, 日 )

名額: 35 名

預備課地點
學校飯堂旁)
預備課地點:
課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一
香港城市大學一號教學樓 5 樓 R5000 室 (學校飯堂旁
學校飯堂旁
(正式課) 日期: 2013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
星期三
三)

時間: 19:00 – 21:30

(後備課) 日期: 2013 年 11 月 01 日 (星期
星期五
五)

時間: 20:00 – 22:30

聯合國相關
聯合國相關工作語文強化課程
相關工作語文強化課程
地點: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
醫療課程

日期: 2013 年 11 月 08 日 (星期五)

地點: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

時間: 19:00 – 21:30

日期: 2013 年 11 月 或 12 月(再待定)

其他實習課程:
其他實習課程 12 月 01 日，07 日及 22 日

時間: 11:00 – 18:00

時間: 19:00 – 22:30

地點: 大嶼山/南丫島或坪洲島

其他派遣工作: 青年大使/參加者除可於日後參與香港本土性之工作外，更可前往其他海
外地區執行地區性環境任務；五年後可成為實習專員，並可於這期間內學習基本醫療及
語文，無線電通訊學及環境地理科等，該課程均由敝香港區委員會免費提供，由駐港或
外派專員親自任教，為未來聯合國環境署培訓更多地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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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天 (02/11/2013)
12:30 在西貢碼頭巴士站近海濱公園集合
13:30 進行簡報及準備乘車前往營地
14:00 抵達大網仔
14:30 抵達營地並稍作休息
14:30-15:30 在營地中整頓及準備
15:30-18:00 竹筏製作及渡河
( 理論課: 介紹物資及製作竹筏工具 ; 實習課: 組員需利用指定及有限物資，包括竹，
麻繩及膠桶，合力製作一隻竹筏，並划到指定地點 )
18:15 -19:00 晚飯時間
19:00 – 21:00 夜行/野外定向/野外獨處考驗/夜間遠足考驗(一)
( 理論課: 介紹及認識夜間活動的須知 ; 實習課: 組員需利用指定及有限物資，完成講
師指定須完成的項目 )
21:10 – 21:40 宵夜糖水及中途休息時段
21:50 - 00:00 夜行/野外定向/野外獨處考驗/夜間遠足考驗(二)
( 理論課: 介紹及認識夜間活動的須知 ; 實習課: 組員需利用指定及有限物資，完成講
師指定須完成的項目 )
00:00 – 翌日 01:00 檢討環節
翌日 01:30 - 07:30 睡覺時間

次天(翌日) (03/11/2013)
07:30-08:40 起床梳洗及早餐時間
09:00-12:00 高空游繩下降及挑戰高牆
( 理論課: 介紹及認識攀爬技巧及團隊精神; 實習課: 組員需合力攀上一幅高 13 呎的木
板牆，或須於一幅十米高的大廈牆上，利用繩徐徐下降，從而增加彼此的認識和了解 )
12:00-13:30 午膳時間及分享環節(一)
13:30-14:00 離開營地往鹽田仔島
14:00-16:00 在島上進行文物復育，海灘清潔及樹木護理的工作
16:00-18:00 在島上教授快艇/海事知識及簡單機械工程學/無線電工程學
18:00 – 18:30 檢討及分享環節(二)
18:30-19:30 返回西貢碼頭及在西貢碼頭解散

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委員會
( CIMTP - HK –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Project & Network – Hong Kong Region )
暨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HKGNU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

暨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I CARE)(香港區)

暨

HIMA Foundatio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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