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308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4樓     電話：2425 5999   傳真：2481 7445 

特別通告第 3/2015 號 

2015 年 2 月 10 日 

Messengers of Nature 

多媒體製作比賽 

 

地域公關部將於本年 3月至 7月期間舉辦上述活動，旨在促進青少年成員及年青領袖，對大自然

及瀕危動物之認識，茲將詳情如下，敬希垂注： 

(一) 日    期： 

日 期 星期 項目 時間 地點 

2015 年 3月 13日 五 簡介會 19:30-20:30 香港童軍總會 917室 

2015 年 3月 21日 六 工作坊 14:00-18:0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5 樓 

2015 年 3月 28日 六 工作坊 10:00-16:00 戶外 

2015 年 6月 5日 五 作品遞交 - - 

2015 年 6月 13日 六 作品匯報 10:00-16:00 香港童軍總會 917室 

2015 年 7月 4日 六 最終評審及頒獎典禮 15:00-17:00 待定 

2015 年 8月 22日

至 29日 

- 獎賞旅程 

【南非生態體驗之旅】 

 - 南非 

 

(二) 參加資格：   地域轄下之 16至 26歲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或領袖。 

(以截止日期計算) 

 

(三) 比賽形式：   1. 以隊伍作比賽單位，由任何 5名符合上述參加資格之成員組成； 

2. 大會評判由賽事籌委會委任； 

3. 比賽內容請參閱附件。 

 

(四) 獎    項：   1. 設冠、亞、季軍獎，各參賽隊伍均可獲發參賽證書乙張； 

2. 冠軍隊伍將獲邀參加免費【南非生態體驗之旅】。 

(五) 費    用：   每隊收費港幣 250元正，該費用包括行政費及茶點。其他費用概 由參

加者自行負責。報名費須以劃線支票繳交，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新

界地域」為收款人，始被接納。  

 

(六) 報名辦法：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葵涌和宜合道 308號鄧肇堅男

女童軍中 4樓新界地域總部，逾期恕不受理： 

 1. 填妥附件表格； 

 2. 未滿 18歲之參加者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妥家長同意書； 

 3. 劃線支票(每票只限一隊)。 

 

(七) 截止日期：   2015 年 3月 6日(星期五) 

 



(八) 其    他： 1. 取錄與否均以書面或電郵通知，一經取錄，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2.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遵從大會比賽規則，大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3. 各參賽隊伍必須派最少一名隊員出席簡介會； 

4. 所有參賽隊員必須全期出席工作坊； 

5. 大會將保留獎賞旅程之各項修訂； 

6. 本通告可於新界地域網頁 http://www.scout-ntr.org.hk/ 內瀏覽； 

7.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25 5999與地域職員聯 絡。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資源） 

                                                         （游紹斌        代行） 

 

 

 

 

 

 

 

 

 

 

 

 

 

 

 

 

 

 

 

 

 

 

 

 

 

 

 

 

 

 

 

 



Messengers of Nature 多媒體製作比賽 

比賽內容 

(活動由香港童軍總會與珍古德協會(香港)主辦) 

 

1.  合辦機構介紹 - 珍古德協會（香港） 

 珍古德協會在 1977年由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珍古德博士成立，以環境保育、野生動物研究

 和教育為宗旨。珍古德協會(香港)主力推動該會的「根與芽」環境教育計畫，鼓勵青少年朋

 友以實際行動，關懷環境、社區以及動物。 

 

 根與芽是珍古德協會的環境和人道主義教育計劃，也是一個為社區帶來積極改變的世界性網

 絡。根與芽現有萬多個小組，遍佈於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小組透過研習、策劃和行動，協

 助解決環境、社區和動物面對的問題。 

 

2. 活動目標 

 鼓勵青少年主動探索大自然，了解人類與動物間之生存關係； 

 帶出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使青少年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透過工作坊及比賽，令參加者認識到世界上有很多物種正響生命威脅，甚至面臨滅絕的危

機； 

 累積青少年對生態及大自然的使命感，有更清晰的了解及更深入的體會； 

 參加者在活動中所見所學，向同輩推廣，將保育瀕危動物之理念宣揚； 

 從實踐中學習，讓青少年汲取經驗以迎接未來各種挑戰。 

 

3. 活動對象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轄下之 16至 26歲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或領袖 (以截止日期計算 )。比

 賽以隊際形式進行，隊伍須由 5位合資格之成員或領袖組成。 

 

4. 參加辦法 

 填妥隊伍報名表格、PT46(未滿 18歲者適用)，連同劃線支票，於截止日期前遞交至新界葵

 涌和宜合道 308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新界地域總部辦事處。 

 

5.  事前準備 

  5.1 簡介會 

 每一參加隊伍，必須有最少一人出席簡介會。會上將公佈比賽的各項細節及工作坊之準



 備。會上設有問答環節，讓參加者就活動提出疑問，大會並會即場解答。 

 

 5.2 工作坊 

 所有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工作坊。為讓參加者在製作多媒體或其他作品前對比賽主題有充

 分了解，大會特意邀請了生態及瀕危物種方面之專業人士，與大家互動討論相關議題。工

 作坊為期一天半，第一天為半天之工作坊，分享相關知識；而另一天則為戶外實地考察，

 以本土個案為例子，親身感受動物生存的困境。 

 

5. 比賽 

 是次比賽以「拯救瀕危物種」為題，參加隊伍須遞交一份符合主題之多媒體作品，宣揚保育精

 神。參加者需於截止日期前將參賽作品上載至 Youtube。短片名稱必須包括「Messengers of 

 Nature」，於短片描述中填上隊名。然後把短片連結透過電郵提交，截止日期和時間為 2015年

 6 月 5日下午 6時正（香港時間），並以主辦單位收到電郵的日期和時間為準。每隊只能提交

 一份作品，遲交的作品將不獲評審。 

 

6. 匯報 

 每隊參賽隊伍需出席匯報。每隊伍均有 20分鐘時間向評審委員會介紹作品理念及構思，讓評

 委會能有充份理解去揀選出 5隊優勝作品。 

 

7. 最终評審及頒獎典禮 

 為將保育理念及保護瀕危物種的重要性宣揚，大會要求每名參加者邀請10名童軍成員出席典

 禮。典禮先會宣佈5隊優勝作品，入圍5隊優勝之隊伍需向現場觀眾及星級評判團作作品介紹，

 要求內容與匯報相約，再由星級評判團作出最後評分，選出優勝之隊伍。 

 

8. 獎賞旅程 

 經過評審委員會選出之5隊參賽隊伍，將於頒獎典禮中接受星級評判團的最終評審。獲選為最

 後勝利隊伍之5位參加者，將會贏取一次8日7夜南非野生動物生態導賞旅程。此旅程於8月中出

 發，希望他們在瀕危動物及生態等議題上，透過實踐經驗及反思，使他們有更深的體會，並將

 之宣揚。 

 

9. 分享會 

 最後勝利隊伍在完成 8日 7 夜南非野生動物生態導賞旅程後，需策劃一次公開分享會，形式不

 限，惟必須以宣揚保護環境及拯救瀕危物種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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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15年 3 月 6日) 

 
隊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郵(必須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名單： 

 

1.  姓名：  

旅別：  支部：  區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2.  姓名：  

旅別：  支部：  區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3.  姓名：  

旅別：  支部：  區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4.  姓名：  

旅別：  支部：  區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5.  姓名：  

旅別：  支部：  區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備註： 

- 未滿 18歲之參加者須交回由家長／監護人填妥之家長同意書。 

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活動/訓練班及有關的用途，在表
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
理有關的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