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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年商會現誠邀 貴校推薦不多於三位學生
(出生日期須介乎2006年9月I日至2007年8月3I日)

參加：「20I8年度兒童飛龍大使選舉 暨 第30屆亞太兒童交流
大會(香港區選拔) —和平種子計劃 」

由城市青年商會主辦、政府新聞處品牌管理組為支持機構的「2018 年度兒童飛龍大使選舉 暨第 30 屆亞太兒童交流
大會 (香港區選拔) —和平種子計劃」(下稱 《和平種子計劃》)，主要透過訓練營、工作坊和各項選拔賽中達到兩個
效果。第一為從全港小學推薦的數百名10至11歲小學生中，挑選出不多於一百位成為飛龍大使，肩負起推廣香港作
為亞洲國際都會品牌的責任，再從中挑選不多於六位兒童交流大使 (Junior Ambassadors) 參與國際兒童交流活動；
第二是透過體驗、反思、學習讓參加者從小建立互相尊重的價值觀，透過學習溝通及表達來維持人與社群之間的和
平。
於收到報名表後，本會將在所有報名者中選出不多於一百位兒童飛龍大使，再從中選出不多於六位成為香港區代表
，於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24 日赴日本福岡出席為期約兩星期的《亞太兒童交流大會》，往來及停留日本福岡
期間的一切費用 (包括食宿、機票及交通等) 將獲全數贊助。屆時香港區代表會與日本福岡市及數百名來自四十多個
環太平洋國家或城市的兒童交流大使進行文化交流活動，體驗日本及亞太地區之風俗文化和結識國際間朋友。而在
香港的飛龍大使將參加一系列以溝通、和諧為主題的工作坊及探訪，並在最後合力撰寫一封《給特首的公開信》，
讓參加者體驗正確的溝通和協商對社會和平的正面影響。
參加者必須參加以下活動,方可獲得選拔資格及獲得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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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種子計劃》訓練營
日期:二零一八年三月中旬
時間、地點將在稍後時間通知
(如有最新消息，我們將於 https://www.jcicity.org.hk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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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兒童交流大使》評審日
日期: 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星期日)
地點: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21-24號
海景商業大廈21字樓)
時間: 待定

(如有最新消息，我們將於 https://www.jcicity.org.hk 公佈)

4

《和平種子計劃》閉幕禮
日期: 二零一八年八月中旬
時間、地點將在稍後時間通知
(如有最新消息，我們將於 https://www.jcicity.org.hk 公佈)

隨函附上各項簡介以供參閱。如對城市青年商會有任何查詢，懇請賜電本會
副會長林灝嵐先生 (9698 6833) 或籌委會主席葉上民先生 (6899 2553) 或瀏覽本會網站
https://www.jcicity.org.hk 。

城市青年商會簡介:
城市青年商會JCI City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屬下二十一個分會之一，屬第十三個分會。 旨為18至40歲青年人提供訓練領
導才能的機會、培育社會責任感、給予商務發展的機會和增進友誼之機會，冀能藉此締創正面影響，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人數逾二百人的城市青年商會一直秉承著「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的宗旨，籌辦不同大小工作計劃同時，更讓會員從參與中
獲得訓練自己和服務社會的機會。時至今日，本會已是一個充滿幹勁熱誠的青年組織。本會亦連續8年奪得香港最傑出分會，
並於 2003、2006 及 2014 年三奪亞太區最傑出分會的獎項，更於 2007、2013 及 2014 年榮獲全球最傑出分會。
政府新聞處─香港品牌簡介:
為了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政府新聞處推出「香港品牌」計劃。 其基本理念為「香港是一處融合機遇、創意和進
取精神的地方，動力澎湃，朝氣勃勃。所提供的基礎設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既是運輸樞紐，也是文化匯聚之都，位處亞洲最
優越的策略性位置，人才匯聚，成就耀目，能助你實現目標，達到理想。」因此，新聞 處與公私營機構緊密合作，確保有效
運用香港品牌向全世界宣傳香港。
亞太兒童交流大會及香港區選拔簡介:
自1989年來，《亞太兒童交流大會》每年都在日本福岡市舉行，目的是透過此項交流計劃，使不同國籍、宗教、文化及習俗的
兒童能互相學習、交往及體驗日本的生活與文化。兒童交流大會的主辦單位安排各兒童代表入住日籍家庭及參與當地一連串文
化交流活動，使兒童切實地體驗當地風俗和結識國際間的朋友。而過往香港之代表均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留下充實和寶貴的經驗
。而城市青年商會被委任負責選拔香港區兒童代表，籌委會將由全港數百間小學所推薦的兒童中，進行初步評選及舉行各項選
拔活動。最後當選的兒童交流大使，將於七月期間免費出席在日本福岡市舉行的第30屆亞太兒童交流大會。為使兒童於日本逗
留期間獲得適當的照顧，「本會更派出一名監護人一同赴日，而所有於日本的交流活動均由日方安排。城市青年商會將於
2018 年繼往開來，主辦香港區兒童大使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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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填妥之報名表

學生姓名 )
2. 4cm x 3cm 學生照片兩張 ( 背面寫上
3. 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4. 護照副本
5.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書
信封兩個 (須填上學生姓名及地址)
6. 貼有效 $2.2 郵票的 9吋 x 4吋 回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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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重點在於表達之內容，而非攝錄機
***影片將用於 選出入圍的兒童飛龍大使

註: 每間學校參加人數
不多於三人，整份表格
可影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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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成為兒
童飛龍大使的參加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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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本聲明為本機構因舉辦活動的目的對相關人士之個人資料的處理聲明
一、處理目的：
舉辦活動；作活動紀錄及歷史紀錄。
二、資料當事人類別：
「和平種子計劃」的參與者。
三、資料種類：

，有些資料可能是活動中必
因舉辦活動的需要，本機構可能會收集及處理以下的個人資料。當中
具體的活動負責人瞭解。
須收集的，有些則可能是由當事人自願選擇提供的。如有疑問，可向
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
• 身份認別及聯絡資料：姓名、出生日期或年齡、性別、國籍、
、職務、任職或就讀
電郵地址、學歷、常用語言、身份證明文件種類、編號及副本、職業
其父母／監護人資料。
機構、學生證種類、編號及副本、相片等；以及倘有的未成年人、及
表現、活動評估等。

•

活動資料：活動中涉及的聲音及影像（如照片、錄音、錄影）、活動

•

其他資料：其他和活動相關的資料。

四、資料接收者：
資料接收者包括：
• 「和平種子計劃」主辦單位。
•

根據法律規定須通告的團體。

•

應資料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通告的團體。

•

提供保險的相關保險公司。

五、當事人的權利

機構負責人提出，並可能需

當事人依法享有查閱權及更正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本
繳付合理的費用。

查詢電郵: info@jcicity.org.hk
葉上民先生 (6899 2553)
查詢電話: 副會長林灝嵐先生 (9698 6833) 或籌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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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種子計劃
報名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年齡: ____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國藉: 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學期的操行: _____________
開幕禮之校方代表姓名: 1. 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

簡述報名學生的興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述報名學生對日本的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學生有否到過日本? 有 / 沒有，如有，哪個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章:

推薦人職位: 校長 / 副校長
推薦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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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書
敬啟者：
本人______________ 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 之*家長/監護人，同意報名者參加由城市青年商會主辦之「2018 年
度兒童飛龍大使選舉 暨 第 30 屆亞太兒童交流大會(香港區選拔)—和平種子計劃」的一切活動。本人同意接受城市青年
商會籌委會及日本福岡市政府舉辦之亞太兒童交流大會的所有活動安排之條款及細則。本人明白以上報名者必須出席由
城市青年商會籌委會安排有關「和平種子計劃」的活動， 否則城市青年商保留取消以上報名者參加資格的權利。
活動如下：
2018年 2月3日 開幕典禮
2018年 3月中旬 訓練營
2018年 4月8日 評審日
2018年 8月中旬 閉幕禮及分享會
如獲選為《第30屆亞太兒童交流大使》，必須出席以下活動：
2018年7月上旬 日本文化及語言訓練
2018年7月12-24日 日本福岡「第30屆亞太兒童交流大會」
2018年 8月中旬 閉幕禮及分享會
1. 本人明白城市青年商會有權：
‧ 在宣傳推廣與選舉有關的活動上，使用以上報名者的個人資料
‧ 在製作及展示與選舉有關的節目時，使用以上報名者的個人資料
‧ 為達到上述目的而向第三者披露以上報名者有關資料
‧ 為達到上述目的而保存以上報名者有關資料
‧ 安排以上報名者接受傳媒訪問
‧ 輯錄以上報名者的故事製作活動刊物
2. 本人授權城市青年商會收集本人的個人資料作是次活動之用。
3. 所有資料只供提名及評選用途，使用後將全部銷毀，因此亦不予發還
4. 凡報名參選之參加者，即表示同意本活動之所有條款
5.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因應情況隨時修改或刪除任何選舉規則及活動安排
6. 如發現參選者虛報資料、違反選舉規則或選舉合約條款，主辦機構保留取消以上報名者資
格的權利
7. 亞太兒童交流大會的正式出發及回程日期將視乎福岡亞太兒童交流大會方面所安排的航班
而定，如有更改本會將盡快通知各參加者；
8. 如有任何爭議，城市青年商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家長 /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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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日期
2018年1月15日
2018年2月3日

2018年3月中旬

2018年4月8日

2018年5月-7月
2018年8月中旬

活動
截止報名
開幕禮

訓練營

評審日
定)
探訪活動及工作坊 (待
閉幕禮及分享會

遞交所有報名資料

參加者需於上述日期前

校方可派代表到場
所有參加者必須到場，
支持及分享學生喜悅
兩日一夜的訓練營
兒童飛龍大使將 參加
場，否則視作自動
獲通知的參加者必須到
到日本福岡之機會。
放棄成為兒童交流大使
(待定)
取活動證書。
所有參加者必須到場領
代表香港到日本福
兒童交流大使將分享其
而其他的飛龍大使
岡交流的經歷與感受，
作坊的學習成果。
亦會分享他們在香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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