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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3 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交流營交流營交流營交流營 (08-09/02/2014) – (BATCH: 43
th

) [Ver.3.0]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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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之主旨不只以理論為主，更是圍繞實踐與經驗，亦不純粹教授與環境有關的課題，同時磨練各參與者的

心志與應變能力，為未來各青年大使/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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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營營營地地地地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嶼山石壁青年營大嶼山石壁青年營大嶼山石壁青年營大嶼山石壁青年營舍舍舍舍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大嶼山石壁大嶼山石壁大嶼山石壁大嶼山石壁/萬丈布萬丈布萬丈布萬丈布/二澳及大澳二澳及大澳二澳及大澳二澳及大澳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08-09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日日日日)[初九及初十初九及初十初九及初十初九及初十]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20 名名名名 

**簡介課簡介課簡介課簡介課:  

    (正式課正式課正式課正式課)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06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30 – 21:30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一一一一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 5 樓樓樓樓 R5000 室室室室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五樓五樓五樓五樓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 

    (後後後後備備備備課課課課)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07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1:30 – 22:30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大大大大學學學學本本本本部部部部大大大大樓樓樓樓 G07 室室室室外外外外] 

**工作語文工作語文工作語文工作語文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30 – 22:45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一一一一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 5 樓樓樓樓 R5000 室室室室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五樓五樓五樓五樓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急急急急救救救救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30 – 22:45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一一一一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號教學樓 5 樓樓樓樓 R5000 室室室室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五樓五樓五樓五樓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飯堂旁)] 

**其他實習課程其他實習課程其他實習課程其他實習課程:   2014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12 月月月月間間間間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00 – 18: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南丫島南丫島南丫島南丫島及及及及坪洲島坪洲島坪洲島坪洲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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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第第第 43 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期青年大使交流營活動時間表交流營活動時間表交流營活動時間表交流營活動時間表 

首天 (08/02/2014) [星期六] 

12:00 – 12:30 在港鐵東涌站大堂 B 出口處集合 

13:00 進行簡報及準備乘車前往營地 

14:00 抵達大嶼山石壁水塘 

14:15 抵達石壁營地並稍作休息 

14:15 – 14:45 在營地中整頓及準備 

14:45 – 17:30 獨木舟團體訓練及基本海事知識介紹 

 ( 理論課: 介紹物資及工具 ; 實習課: 組員需利用指定及有限物資，並划到指定地點 ) 

17:30 – 18:30 休息時間 

18:30 – 21:30 晚餐及營火活動 

21:30 – 00:00 夜行特訓/野外定向/野外獨處考驗/夜間遠足考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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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分享及檢討有關的行動 

翌日 01:00 - 07:30 睡覺時間 

次天(翌日) (09/02/2014) [星期日] 

07:30 – 08:40 起床梳洗及早餐時間 

09:00 – 10:00 射箭訓練 

( 理論課: 介紹應用物資及工具 ; 實習課: 組員需利用指定及有限物資，並以團體形式

完成目標 ) 

10:00 – 11:00 課堂時間（如基礎植物學、語言學、工程學等） 

11:00 – 11:40 野餐/午飯時間 

12:00 離營出發 

12:00 – 15:30 登山鍛鍊 

15:30 – 19:30 抵二澳及大澳執行任務（除草、清除垃圾、開路、開墾農田、樹木種植

及護理、協助維修棚屋或市內設施等的部分或全部） 

20:00 – 20:30 分享時間 

20:30 在大澳解散  

（註：交流營前後將會安排課堂及實習予各青年大使，以上活動時間表可能會因應需要而作出對調，敬希留意。） 

 

 

活動聯絡:  

電話: 67782670/69762635 (行動組/2)  28762855 (辦公室秘書處)  

無線電頻道: 462.687.5 MHz  ;   CTCSS 110.9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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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    
請在進行下列活動後進行小組討論請在進行下列活動後進行小組討論請在進行下列活動後進行小組討論請在進行下列活動後進行小組討論，，，，並在適當位置上寫上並在適當位置上寫上並在適當位置上寫上並在適當位置上寫上小組或個人小組或個人小組或個人小組或個人的感想的感想的感想的感想：：：：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水水水水上上上上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08/02/2014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夜行夜行夜行夜行/野外定向野外定向野外定向野外定向/野外獨處考驗野外獨處考驗野外獨處考驗野外獨處考驗/夜間遠足考驗夜間遠足考驗夜間遠足考驗夜間遠足考驗 (08/02/2014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射射射射箭箭箭箭訓訓訓訓練練練練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09/02/2014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除草除草除草除草、、、、清清清清除除除除垃圾垃圾垃圾垃圾、、、、開路開路開路開路、、、、開墾農田開墾農田開墾農田開墾農田、、、、協助維修棚屋協助維修棚屋協助維修棚屋協助維修棚屋或或或或市市市市內內內內設設設設施施施施等等等等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09/02/2014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樹木樹木樹木樹木及植物及植物及植物及植物護理工作護理工作護理工作護理工作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09/02/2014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體體體體驗驗驗驗 (08-09/02/20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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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整體整體整體交流營心得交流營心得交流營心得交流營心得 (08-09/02/20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事記事記事記事////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員聯絡組員聯絡組員聯絡組員聯絡:    

         姓名             電話/電子郵件          姓名             電話/電子郵件 

  

  

  

  

  

  

  

  

  

  

  

  

  

  

  

 

(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委員會 

( CIMTP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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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