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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培幼會 Be a Change-maker 2019 

報名須知 

活動簡介: 

國際培幼會「Be a Change-maker 2019」希望培養對社會與保護兒童議題感興趣的青年成為「Change-

maker」，從認識、學習、研究議題再進而採取行動為世界各地的兒童，特別是處於貧窮及弱勢的女童發聲，踏

出成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 

 了解柬埔寨及香港的女童及保護兒童議題。 

 於計劃及執行種子計劃的過程中培養組織及領導才能。 

 透過種子計劃就與參加者切身相關的女童及保護兒童議題發表意見及採取行動。 

 成為具國際視野及行動力的 Change-maker，積極推動兒童及青少年權益。 

 

活動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面試 201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 

訓練工作坊及出發前茶聚 

（日期暫定） 

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2018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  

2018 年 12 月８日（星期六）; 2019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柬埔寨 7 天體驗之旅 2019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至 2 月 13 日（星期三） 

確定及執行種子計劃 2019 年 2 月至 4 月 

結業禮 2019 年 5 月（確實日期容後公佈） 

 

申請資格： 

 年齡介乎 15 至 21 歲（截至體驗之旅出發日期） 

 對世界公民及保護兒童議題有熱誠 

 願意身體力行，積極推動兒童及青少年權益，為世界各地的兒童，特別是處於貧窮及弱勢的女童發聲。 

 以下申請人可獲優先考慮︰ 

 曾參與培幼會的青年活動；及／或 

 獲就讀學校老師／所屬團體推薦 （附頁一） 

 

費用︰港幣 2,000 元 （完整出席並積極投入活動者有機會獲培幼會「Be a Change-maker」獎學金港幣 2,000 元正。）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以送達日期為準，如以郵寄提交申請，請預留郵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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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國際培幼會（香港）（下稱「培幼會」）將根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選出 14 至 16 位入圍者。申請人可能獲

邀出席 201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舉行的面試。如報名人數不足，培幼會有權取消此活動。 

2. 申請人須將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 i)身份證副本、ii)旅遊證件（個人資料頁）副本、iii)18-19 年度校曆副

本，電郵或郵寄至國際培幼會（香港）。除特殊情況外，資料若不齊全、錯誤、或不符合報名資格者，報名

將不獲接納。 

3. 費用包括本地工作坊及體驗之旅的機票、行程交通、食宿和旅遊保險，但不包括防疫注射及簽證費用。如入

圍後參加者臨時退出，已繳交的費用一概不予發還。 

4. 參加者須出席出發及回程後所有活動。 

5. 十八歲以下之申請人必須填寫由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6. 報名一經接納，不得轉讓名額。 

7. 參加者在參與各項活動時，必須尊重及遵守培幼會的保護兒童政策及守則，並遵從培幼會及有關機構工作人

員的指示及安排。 

8. 如有參加者不守紀律，培幼會有權終止其繼續參與該活動或餘下的所有活動。 

9. 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需注意個人安全，以及承擔因意外而造成之損傷。 

10. 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要妥善保管其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壞或遺失，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11. 活動期間，培幼會或將對參加者進行攝影、攝錄或錄音，而所得之任何照片、影片、錄影帶、錄音帶或其他

影音製品屬培幼會所有。參加者知悉培幼會和／或全球範圍內持有 Plan International 合法執照的相關辦公

室會根據其原則合法及正當地使用上述影音製品，包括於宣傳活動中。任何人士從活動中所得的任何相片、

聲帶、影像及其他資料，在未經培幼會授權下不得用作商業用途或送交其他組織作任何形式的分享或出版用

途。 

12. 培幼會保留權利更改活動細則和規劃，不需另行通知；培幼會有權終止活動而不需另行解釋。如有任何爭

議，國際培幼會保留最終決定權。參加者有責任主動留意培幼會及此活動的網頁及宣傳刊物，並留意相關資

訊的更新。 

13. 上述規則如有未詳盡之處，培幼會保留最終解釋及修訂權利。 

14. 如不欲收取由培幼會發出之推廣資料，請在此方格內 □ 填「√」。 

 

 

 

 

 

查詢 

聯絡人︰Angela So 

電話︰3405-5322 

電郵︰angela.so@plan.org.hk 

國際培幼會（香港）官方網頁 國際培幼會（香港）面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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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培幼會「Be a Change-maker 2019」報名表格 

注意事項 

1. 填寫表格前，請先細閱「報名須知」  

2. 申請人可能獲邀出席 201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舉行的簡介會及面試。 

3. 請將報名表格及 

i. 身份證副本; 及 

ii. 旅遊證件（個人資料頁）副本; 

iii. 18-19 年度校曆副本 

於截止日期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或之前經以下任何一個途徑交回國際培幼會（香港）︰ 

 電郵︰angela.so@plan.org.hk 

 郵寄*︰收件人：Angela So 

地址︰香港筲箕灣興民街 68 號海天廣場 201 室 

*以送達日期為準，如以郵寄提交申請，請預留郵遞時間。如有查詢，請參閱活動網頁

https://www.plan.org.hk/zh/%E5%9C%8B%E9%9A%9B%E5%9F%B9%E5%B9%BC%E6%9C%83%E3%80%8Cbe-a-change-maker-

2019%E3%80%8D/ 或聯絡國際培幼會職員 Angela So（電話: 3405-5322 電郵︰angela.so@plan.org.hk） 

個人資料 

姓名： (中)                                              (英)                                                                           (姓名須與旅遊證件一致) 

別名 ： 
電郵： 

 

 

 

 

出生日期： 

（DD/MM/YYYY） 

手提電話/ Whatsapp： 

 

 

性別： 住宅電話： 

地址： 

就讀學校： 18-19 學年就讀班級及學系（如適用）： 

精通語言︰ 特殊學習需要 （如適用）： 

曾參與的培幼會活動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加√，如全部不適用，請留空) 

□「青年會議」參加者 (參加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為得獎者, 所得獎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女孩」─ 體驗之旅 2017 參加者 (如為得獎者, 所得獎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e a Change-make 2018 參加者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如何得知此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專用 

https://www.plan.org.hk/zh/%E5%9C%8B%E9%9A%9B%E5%9F%B9%E5%B9%BC%E6%9C%83%E3%80%8Cbe-a-change-maker-2019%E3%80%8D/
https://www.plan.org.hk/zh/%E5%9C%8B%E9%9A%9B%E5%9F%B9%E5%B9%BC%E6%9C%83%E3%80%8Cbe-a-change-maker-2019%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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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與參加者關係：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證件資料 

身份證號碼： 旅遊證件類別 (請圈出適用選項)：特區護照/其他(請註明：                               ) 

旅遊證件/護照號碼： 簽發日期(DD/MM/YYYY) ： 

國籍： 出生地： 有效至(DD/MM/YYYY) ： 

健康狀況 

以往曾否患有嚴重 / 長期性的疾病？ □否 □是：疾病名稱： 

以往曾否因病入院接受治療、檢查或大小手術？ □否 □是：原因： 

是否需要長期服藥？ □否 □是：藥物名稱： 

是否有食物、藥物或其他敏感？                  □否 □是：詳情： 

是否需要特別膳食安排？       □否 □是：詳情： 

附加問題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1. 你過往有參加過海外體驗／服務團嗎? 

□沒有      □有， 請註明年份，目的地和主辦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簡述你參加「Be a Change-maker 2019」的原因及對此次活動的期望。  

(200 字以內, 中英不限) 

 

 

 

 

 

 

 

 

3. 試策劃一個活動，讓你及其他參加者於回程後與身邊的家人朋友同學分享旅程中的學習成果，加深他們對女童權益及

保護兒童議題的了解。（300 字以內，中英不限。提示︰可簡述初步構思如活動目的、活動形式及內容、活動對象及

人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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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十八歲以下之申請人必須填寫) 

本人同意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姓名 )參加由國際培幼會（香港）主辦的「Be a Change-maker 

2019」，並已細閱有關活動的「報名須知」及同意遵守有關事項。茲證明小女/兒在本表格內填寫的各項內容均屬正

確，以及小女/兒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簽署同意書之家長/監護人非緊急聯絡人, 請提供︰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隨報名表格附上以下文件︰（請在空格內加√） 

□ 身份證副本 

□ 旅遊證件（個人資料頁）副本 

□ 18-19 年度校曆副本 

□ 就讀學校老師／所屬團體推薦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於提名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會供國際培幼會（香港）作為「Be 

a Change-maker 2019」及其相關活動的申請評審、聯絡及傳訊用途。 

2. 提名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若閣下未能提供有關個
人資料及附加問題，或會對提名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 

3. 為作上述第(1)點的用途，獲提名學生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向其他國際培

幼會授權的第三方披露，以完成所需之行政程序。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規定，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已提供
的個人資料。查閱權包括取得本表格內關於其個人資料部份的副本。 

5. 如對使用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3405 

5322 與國際培幼會（香港）辦事處聯絡。 

 本人已細閱有關活動的「報名須知」及同意遵守有關事項。 

 本人承諾如獲選參加「Be a Change-maker 計劃 2019」，將出

席並積極參與所有相關活動。 

 本人明白並同意，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及附加問題純屬自願，若本

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資料，國際培幼會（香港）或許無法審理本人

的申請。 

 本人明白並同意，若最終獲選參加「Be a Change-maker 

2019」，以上附加問題的分享內容，將有可能刊登於國際培幼

會（香港）的刊物、印刷品或其他宣傳品上。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填報的資料及隨附的文件均正確無訛，並無

遺漏；資料如有不實，此申請即被取消，國際培幼會（香港）保

留一切追究的權利。 



 

附頁（一） 

 
Be a Change-maker 2019 

就讀學校老師／所屬團體推薦表格 （由推薦人填寫） 

推薦人姓名︰ 

就職學校或團體︰ 職位︰ 

如推薦人希望接收「Be a Change-maker 2019」相關資訊（如：結業禮邀請），請提供電郵地址： 

 

 

 

 
推薦人現／曾*為申請人的：（可選擇多項，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加√） 

□校長  □副校長  □班主任   □社工    

 

□科任老師(請註明) ：_____________    □課外活動老師(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 

□所屬團體負責人                                                                                  *請刪去不適用者 

對申請人的整體評語︰ （如：學習能力、人際關係、生活態度及價值觀等方面） 

 

 

 

 

 

 

 

有哪些因素令您決定推薦申請人參加「Be a Change-maker 2019」？ 

 

 

 

 

 

 

 

 

推薦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