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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與你同行夥伴計畫】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教育局宣佈所有全日制中、小學停課，總會的活動和訓練也相繼延

期或取消。所謂「停課不停學」，為鼓勵團員善用在家中的時間自我學習，保持健康的身體及良好

的習慣，提升個人知識和技能，本會將通過互聯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課程。 

 

【階段一：抗疫小英雄】 

加強團員抗疫意識，總會推出一系列抗疫宣傳影片，讓團員在家亦能學習正確的防疫知識。與此

同時，總會亦鼓勵團員齊心抗疫。因此總會特意推出此系列活動，提醒團員注意衛生，同時鼓勵

團員安在家中的同時，亦不忘強身健體，善用在家學習的時間，增廣見聞。 

 

【階段二：五周年主題活動】 

適逢總會五周年，總會誠邀各位團員及家長一同拍攝短片，分享成長經歷。其次，參與「香港青

少年軍總會五周年主題比賽」的作品亦會進行遴選，團員的優秀作品將會剪輯成一段影片，以慶

祝總會生辰。 

 

【階段三：我和我的祖國】 
總會於此階段推出不同的歷史片段與團員分享，並設有網上學習環節，共同回顧祖國及香港的歷

史片段。 

 

計劃獎勵 

1. 團員參與是次夥伴計劃之所有活動分數將由總會職員統一計算。 

2. 所有階段結束後，總會將會合計團員之計劃總得分，將分別獲發金、銀、銅紀念章 

總得分最高之首 20%的團員將獲發金章；緊接之 20%的團員將獲發銀章；往後之 20%的團

員將獲發銅章，其餘團員將獲發參與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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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抗疫小英雄】 

參加資格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教導、菁英或地區縱隊團員 

參加方法 ： 

1. 請於截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之前，點擊進入以下網址：

https://forms.gle/JdtGj96D2YD9kyHx8 ，填妥電子表單並點擊「提交」鍵發送表單。 

2. 總會職員將於接收到報名表格後，再把活動網站透過電郵或 Whatsapp 轉發與各參與團員，

讓各團員可透過網站瀏覽相關資訊及遞交課業。 

3. 影片上傳之規則：團員需把影片名稱改為（個人姓名及團員編號）然後上載至網站内相應

項目之連接中。 

活動日期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 

活動規則 ： 

1. 團員參與是次活動(包括網上學習及五周年主題比賽) 之分數將由總會職員按附

件之積分表計算； 

2. 所有項目均分別設有參與限制，請團員留意； 

3. 為鼓勵團員參與，是次活動設有少量獎勵。 

a. 總分達 2500 分或以上可獲贈活動紀念襟章 

b. 總分達 3500 分或以上可換取價值 50 元書卷 

c. 總分達 4000 分或以上可換取價值 100 元書卷 及 桌上遊戲一套 

查    詢 ： 請電郵至 trg@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800，公眾

假期除外）致電 2771 7232 與培訓部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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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課程】 

*項目一：初級繩結課程 

課程目的 讓團員認識基本的繩結方法，並於日常生活及露營活動中應用。 

課程内容 團員在指定的時間内，從本會提供的網站資源中，自行學習8個基本繩結的

方法。 

*項目二： 認識郊野公園約章課程 

課程目的 讓團員認識郊野公園時必須遵守的守則和措施。 

課程内容 團員從本會提供的網站資源中，自行學習指定内容，並完成本會所提供的簡

短問答題目。 

*項目三： 認識國旗與區旗課程 

課程目的 讓團員加深認識中國國旗與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與區徽，從而增加團

員的國家知識，提升身份認同感。 

課程内容 團員需從本會提供的網站資源中，自行學習指定内容，並完成本會所提供的

簡短問答題目。 

項目四： 讀後感分享 

課程目的 讓團員能夠學習正面思維，深入瞭解社區大小事 

課程内容 團員需按總會指定之素材進行創作，並按時提交予本會。 

（素材詳情可參考活動網站，總會將定期更換不同主題） 

課程完結日期 2020年8月31日 

*項目一至三之課程完結日期均為 3 月 15 日 

以上四項課程完結後，將統一向參加者發放總會證書乙張; 

團員如參加 3 項或以上課程，將會獲得總會紀念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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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表 

*每天遞交的項目必須包括其中最少一項内容 

 項目 片段要求 

(不少於) 

分數 限制 

*運動 

 

軍體拳/岳家拳 全套 10 - 各類型運動的影片

每日只限遞交一次 

- 每段影片需獨立拍

攝 

- 每日上限 100 分 

*團員每天必須於總會

指定影片中選取兩項完

成 

跳繩 50 下 10 

原地跑/原地高抬腿 2 分鐘 10 

開合跳 50 下 10 

俯臥跳(老虎跳) 20 下 10 

前後跳 50 下 10 

右手左膝 50 下 10 

*健體操（總會指定影片） 全套 30 

*總會拳術操（總會指定影片） 全套 30 

*HIIT（總會指定影片） 全套 30 

*家務/家居衛生 團員凡協助家長或自己完成各

類型家務/家具清潔均計算在内 

例子：洗廁所/洗衣服/洗碗拖地/

掃地/煮飯/清潔家居用品 

3 分鐘 10 - 各類型家務/家居衛

生的影片每日只限

遞交一次 

- 每段影片需獨立拍

攝 

- 每日上限 100 分 

 

整理/更換床鋪 整張床鋪 30 

*個人衛生 

 

團員凡是於生活中完成有關個

人衛生清潔等事項，可在條件允

許的情況下拍攝影片遞交 

例子：早晚量度體溫/利用洗手 7

部曲洗手 

20 秒 10 - 各類型個人衛生的

影片每日只限遞交

兩次 

- 每段影片需獨立拍

攝 

- 每日上限 50 分 

-  

 

五周年主題比賽 短文寫作   按主題比賽要

求遞交 

10 參與五周年主題比賽之

團員作品會自動計算在

內 

短片拍攝 10 

書法 10 

繪畫 10 

標語/口號設計 10 

網上學習 初級繩結 

 

 

請參閱上頁之

網上學習細則 

 

 

10 參與網上學習之團員功

課會自動計算在內 

 

 

認識郊野公園守則 10 

認識國旗與區旗 10 

讀後感分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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