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電話：2667 9100

傳真：2667 0298

網址：www.nter-hkscout.org

特別通告第 28/2018 號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新界東地域「
新界東地域
「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
「童」參與
誠邀地域轄下各童軍單位參與
地域轄下各童軍單位參與「防蚊大使」計劃，以盡公民責任，保護自己健康及將
保護自己健康及將防蚊訊息
向外界宣傳及推廣。詳情如下：
：
計劃名稱
計劃内容

參加辦法
獎勵

計劃名稱
計劃内容

參加辦法
獎勵

「童」參與做好本份（
參與做好本份（活動一
「童」參與 推己及人（
活動一）
推己及人（活動二）
活動二）
 以個別童軍成員為主；
以個別童軍成員為主
 以個別童軍成員為主；
以個別童軍成員為主
 出席最少一次以防蚊為主題的集  親自向附近社區人士
親自向附近社區人士/親友/同學推
會，學習如何執行防蚊措施
學習如何執行防蚊措施；
廣防蚊資訊；或
或
 身體力行做好防蚊措施。
身體力行做好防蚊措施
 參與填色設計
設計比賽/口號創作/天然
防蚊液及防蚊皂
皂製作工作坊；或
 在社交媒體宣傳童軍的防蚊資訊。
在社交媒體宣傳童軍的防蚊資訊
請填妥附上之「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個人參加表
個人參加表格
並交給童軍旅/團領袖保存。
個人參加表格，並交給童軍旅
參與童軍可獲「防蚊章
防蚊章」乙枚
參與童軍可獲「防蚊大使章
防蚊大使章」乙枚

「童」參與防蚊旅團（
參與防蚊旅團（活動三）
活動三）
 以童軍旅為參與單位
旅為參與單位；
 承諾做好防蚊工作；
承諾做好防蚊工作
 檢視旅部範圍，防止蚊子滋生的途徑；
檢視旅部範圍
 利用最少一次集會向成員教育防蚊措施；
利用最少一次集會向成員教育防蚊措施；
 張貼防蚊宣傳海報；
張貼防蚊宣傳海報
 鼓勵成員向附近社區人士/親友/同學介紹防蚊資訊。
鼓勵成員向附近社區人
。
請填妥附上之「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旅團承諾表格
旅團承諾表格，並傳真（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2667 0298）
旅團承諾表格
或郵寄至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大埔運頭角里 15 號羅定邦童軍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
新界東地域總部。
「童」參與 – 防蚊旅團嘉許狀

地域辦事處將按照旅團承諾表格內之「申領紀念章數量」，給予童軍旅
地域辦事處將按照旅團承諾
給予童軍旅/團相關數量之「防
蚊章」、「防蚊大使章」及嘉許狀
嘉許狀，童軍旅/團負責領袖將獲個別通知領取日期
將獲個別通知領取日期。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638 6512 與助理執行幹事何家耀先生聯絡。
與助理執行幹事何家耀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青少年活動與訓練）
陳 勇

新界東地域「
新界東地域「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
旅團承諾表格
如欲參加本計劃，請將表格傳真至地域總部（傳真號碼：2667 0298）

童軍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領取嘉許狀及活動紀念章之安排，均以電郵通知負責領袖（必須於報名表格上填寫電郵地址）

本旅承諾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下列各項目：
活動

主題

完成後

內容

請加上「」

「童」參與
三

防蚊旅團

I.

承諾做好防蚊工作；及

II.

檢視旅部範圍，防止蚊子滋生；及

III. *利用最少一次集會向成員教育防蚊措施；及
IV. *張貼防蚊宣傳海報；及
V.

鼓勵成員向附近社區人士/親友/同學介紹防蚊資訊

其他 :
* 本旅欲透過電郵，
本旅欲透過電郵，索取有關「
索取有關「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集會 /訓練資料及「
訓練資料及「童」 參與 - 推己及人內容之細則。
推己及人內容之細則。

參與及完成活動
參與及完成活動（
完成活動（三）內各項要求之童軍
內各項要求之童軍旅
之童軍旅可獲 「童」參與 – 防蚊旅團嘉許狀
申領紀念章
申領紀念章數量
紀念章數量（
數量（請填寫個人參加表格之統計數字）
請填寫個人參加表格之統計數字）
完成活動項目
完成活動項目
活動（
活動（一）
「童」參與做好本份
活動（
活動（二）
「童」參與推己及人

小童軍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2.

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 樂行童軍

日期：______________

領袖

總人數

單位印鑑：_________________

在一般情況下，本表格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地域處理申請參與上述活動及有關的用
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
地域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本計劃將同時申請/登記為世界童軍委員會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 of Peace）。和平使
者計劃旨在鼓勵逾百萬名童軍成員為其社區作出貢獻，並向全世界推廣，以感染更多童
軍成員為社區出一分力。詳情可參閱：
http://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25301/CIR_0316_MoP_ V20171215.pdf

由負責領袖保存

新界東地域「
新界東地域「防蚊大使」
防蚊大使」計劃
個人參加表格
個人參加表格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項目）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旅：________________

所屬區：_______________

童軍身份：□ 小童軍 / □ 幼童軍 / □ 童軍 / □ 深資童軍 / □ 樂行童軍 / □ 領袖
完成後
活動

主題

內容
I.

請加上「
加上「」

出席最少一次以防蚊為主題的集會/活動，學習如
何執行防蚊措施；及

II. 身體力行做好防蚊措施
「童」參與
一

做好本份

•

檢查家中是否有積水；及

•

穿著淺色長袖恤衫、長褲；及

•

塗上驅蚊劑（防蚊膏、防蚊貼、蚊怕水）

其他：
參與及完成活動
參與及完成活動（
完成活動（一）內各項要求之童軍
內各項要求之童軍可獲
童軍可獲 「防蚊章」
防蚊章」乙枚

二

「童」參與

I.

親自向附近社區人士/親友/同學推廣防蚊資訊；或

II.

參與填色設計比賽/口號創作/天然防蚊液及防蚊皂
製作工作坊；或

推己及人** III. 在社交媒體宣傳童軍的防蚊資訊。
其他：
** 只需完成其中一項便可
參與及完成活動（
參與及完成活動（二）童軍可獲 「防蚊大使章」
防蚊大使章」乙枚

參加者填妥上述表格後，
參加者填妥上述表格後，請交回負責領袖確認。
請交回負責領袖確認。

負責領袖簽署確認 : _____________負責領袖姓名 : ________________日期 : _____________

有關預防登革熱的資訊，可瀏覧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38847.html
本計劃將同時申請/登記為世界童軍委員會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 of Peace）。
和平使者計劃旨在鼓勵逾百萬名童軍成員為其社區作出貢獻，並向全世界推
廣，以感染更多童軍成員為社區出一分力。詳情可參閱：
http://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25301/CIR_0316_MoP_V2017121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