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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臺中市女童軍國際女孩日『HEAR ME NOW !』聯團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度工作計畫。 

   (二)臺中市女童軍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響應 2020國際女孩日「MY VOICE, OUR EQUAL FUTURE我的聲音, 我們的平等未來」

運動，透過活動參與，讓女童軍認識自己並凝聚力量推展社會向上向善之風氣。 

(二)透過各種活動之行動實踐，提升女童軍勇於改變世界的行動能力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臺灣女童軍總會、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中市女童軍會 

五、活動時間：10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六、活動地點：臺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七、活動主題：# @wagggsworld #HearMeNow「MY VOICE, OUR EQUAL FUTURE」！ 

八、參加對象：（一）臺中市女童軍會所屬女童軍(幼女童軍、女童軍、蘭姐女童軍、資深 

                   女童軍、蕙質女童軍)參加。 

             （二）女性團體會員有關「台灣女孩日」活動者。 

                   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200 人參加。              

九、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相見歡/大合照 

9:00-9:30 
說明國際女孩日的意義與活動進行要點與影片宣導 

(宣示 HearMeNow) 

9:30-10:30 

分站活動--1.海報製作 

          2.未來明信片 

          3.胸章製作  

10:30-12:00 
分組活動—1.街頭連署 

          2.影片拍攝製作(彩虹眷村)  

12:00-13:00 
上傳活動照片與影片至 fb  

自行選購國際女孩日布章、大聲公鑰匙圈、女童軍文物 

13:00 各自解散 

           

十、文物供應： 

     （一）活動文宣、小宣導品：提供參與活動之女童軍活動文宣、Team Girl 女童軍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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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當天發行國際女孩日活動布章等國際女孩日活動及相關女童軍文物商品，歡 

           迎女童軍踴躍購買。 

十一、報名方式：請各團於 10 月 14 日（星期三）前將團體報名表（附件 1）： 

（一）E-mail 至 fncchc@yahoo.com.tw (聯絡電話：23176353#735 方乃青小姐)報 

     名。  長億國小沈芳如。 

（二）參加女童軍「家長同意書」由各校自行填寫後留存，只需繳交團體報名表。           

十二、報到時間、地點：10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9 時前至嶺東中學報到。 

十三、注意事項： 

     （一）請穿著女童軍制服或各團團服，並著運動鞋。 

     （二）攜帶物品--水、防曬用品、雨具、筆、筆記本、健保卡。 

     （三）交通自理，活動完畢自行返回。因校內停車位有限，請多利用公共運輸或共乘， 

           停車資訊見附件 2。 

十四、經費：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不足部分由臺中市女童軍會籌措。 

十五、工作人員及帶隊老師請服務單位准予公假及課務排代。 

十六、執行本計畫人員，依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及公立中等以下學  

      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敘獎。 

十七、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mailto:E-mail至talent@tc.edu.tw
mailto:E-mail至talent@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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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臺中市女童軍國際女孩日『HEAR ME NOW !』聯團活動  個人報名表   

姓名  就讀學校  
所屬

團次 

□服務員 □蕙質□資深□蘭姐 

□女童軍 □幼女童軍 

               第       團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弟參加 2020 臺中市女童軍國際女孩日『HEAR ME NOW !』聯團活動，並

事先考量其健康情形，囑咐在其活動期間遵守活動之規定盡心學習，並且注意交通安全。 

             此   致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                

                                        家長簽章：                 

                                                       109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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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臺中市女童軍國際女孩日『HEAR ME NOW !』聯團活動  團體報名表 

單位名稱：                      人數：女童軍共計     人   領隊:    人 

 

序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領隊      

 領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團長簽章：                             團主任委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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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女孩日的意義及實施要點 

一、國際女孩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IDG） 

   為響應聯合國 2012 年宣布 10 月 11 日為第 1 屆「國際女孩日」，呼籲各國重視

並投資女孩，期能幫助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顧，立法院也通過提案，建請行政

院積極響應聯合國的主張「重視女孩、投資女孩」，並將每年 10 月 11 日訂為「臺灣

女孩日」，又於 102 年 3 月函頒「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以身心健康維護、教育

及人力投資、人身安全保障、媒體與傳統禮俗改善等四大面向，明訂我國維護及提

升女孩權益之 14 項願景及 75 項實施策略。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於 2015 年曾發表演說表示：「讓我們下定決心，投資

今天的女青少年，讓明天的她們能夠以公民、政治領袖、企業家、一家之主的身分

以然挺立。並將確保她們的權利和我們共同的未來」。此段文字揭示了「女孩公共參

與及發展」是重要的目標。 

 

二、參加國際女孩日活動主題說明 

各縣市女童軍會為主體，藉由參與集體公共活動，進行在地發聲，展現獨特自主的

力量。透過宣導行動及反思，立下自我期許能向上向善、改變世界。 

 

三、2018 國際女孩日活動手冊概要(請上總會網站參閱手冊) 

1. Team Girl 的學習歷程：Rights ->  Barriers -> Solutions -> Take Action and Speak 

Out。 

2.2015 年全球領袖決議全球持續發展目標至 2030 年，一共有 17 項，今年 IDG 聚焦在

「受教育」的重要性。 

3. 服務員們可以參考的說明及資源： 

   (1) 每位女孩都是強大且能實現兩性平等並改變現狀。 

   (2)世界各地的婦女和女孩所面臨的障礙、歧視及不平等。 

   (3)儘管國際間不斷致力於性別平等，但並無任何一個國家徹底落實性別平等。 

   (4)實際的行動有助於突破障礙、消除歧視，為女孩創建更平等的世界。 

   (5)降低貧困以致改善女孩及男孩的健康和幸福。 

4.Team Girl 的學習歷程：END DISCRIMINATION → EQUAL OPPORTUNITIES → STOP THE 

  VIOLENCE。 

5.消除性別歧視(結束對所有婦女及女孩的一切歧視)活動介紹： 

(1) 換位子（像大風吹） (2) 不公平的橘子 

(3) 建立所領會的道理（很像世界咖啡館） (4) 性別刻版討論 

6.平等機會(促使婦女及女孩有平等機會被聽見，並有真正的機會投入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 

  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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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安娜妹妹的故事接龍 (2) TEAM GIRL 字雲 

(3) TEAM GIRL 是超級英雄 (4) 遇見角色典範 

(5) 成為角色典範 

7.終止暴力：（1）消除公共和私人領域一切形式的暴力，包含販賣和所有類型的剝削。 

  （2）消除童婚、早婚、強迫婚姻及女性割禮等一切有害行為)活動介紹： 

(1) 傷害包裏活動（傳東西回答問題） (2) 傷害包裹製作 

(3) 女孩大聲說和被大家聽見 (4) 轉學習為行動 

(5) 找出女孩和女人們需面臨的暴力（對的請跳到這一邊！） 

 

「臺灣女孩日」 推動「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 

行政院表示，我國「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及迄今年 8 月止重要辦理事項及成

果已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http://www.gec.ey.gov.tw/)，並由衛生福利部及教育

部舉辦女孩日相關活動，以宣導國際女孩日的核心觀念，促進女孩的健康成長；未來

亦將督促各部會積極推動該項方案，落實保障我國女孩各項權益，期使全體國人均有

性別平等觀念，讓我國女孩能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揮潛能的成長環境。 

 

 臺灣女童軍「Girls Speak Out!」活動主題說明 

各縣市女童軍為主體，藉由參與集體公共活動，進行在地發聲，展現獨特自主的

力量。透過宣導行動及反思，立下自我期許能向上向善、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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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內 6 個位置給長官停其他都要停到彩虹眷村停車場  

嶺東中學位置圖及交通： 

位於台中市區，交通便捷，可經由下列方式到達： 

 1、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可搭乘下列市公車： 

   台中客運 26 路、27 路、29 路、70 路、72 路。 

   仁友公車 30 路、358 路。 

   統聯客運 56 路。 

   豐榮客運 40 路、48 路、89 路。 

   中鹿客運 74 路、99 路、617 路、800 路。 

   捷順交通 357 路 

2、自行開車： 

   南屯交流道(由北部南下為台中市第 3 處出口； 

   由南部北上在台中市第 1 處出口)下高速公路後，往龍井方向，於嶺東路口左 

   轉，三分鐘可直抵本校。 

3、搭乘校車： 

   行駛區域：大甲、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大肚、烏日、大里、太平、霧峰、 

             草屯、南投、豐原、大雅、清泉崗、潭子、神岡、台中市區、彰化 

             市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