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和平未來 

環境與和平

世界靜思日 2023



前言

完成資源套的活動讓世界各地的女童軍：歡迎使用世界靜思日2023
活動資源套：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和平未來

甚麼是世界靜思日？

自1926年，世界靜思日是慶祝國際友誼的日子。每年2月22日，各地女童軍都會連繫並歡聚一
起慶祝國際女童軍運動，認識影響當地社區的全球議題並採取應對行動，以及為全球一千萬名
女童軍籌款。

世界各地的女童軍代表在美國參與第四屆世界會議時，萌生成立世界靜思日的念頭。

2月22日是童軍創辦人羅拔．貝登堡勳爵和女童軍總領袖愛麗芙．貝登堡的共同生日。因此，各
地代表選擇這天為世界靜思日。在2020年國際女童日，世界女童軍協會（簡稱世協）訪問了來
自100個國家、18歲以下的女童軍，了解她們最關注的議題及期望世界有何改變。數據顯示，女
童軍最關注環境議題。 因此，世界靜思日2022年至2024年的三年主題為「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
未來」。

今年我們將延續去年的旅程，協助女童軍成為關心環境的領袖。

這三年的世界靜思日，女童軍將以環境主題為基礎，探討環境與其他全球議題之間的關係。今
年，我們將探討如何從自然環境中學習並與大自合作，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創造一個更和平
和安全的未來。

齊來學習

想知道更多有關世界靜思日的歷史資訊，可按這裏。

立即關注世界女童軍協會的社交媒體帳號

@WAGGGSworld

在日常生活中與大自然
建立連繫

認識大自然和諧的重要性
和生態平衡的必要性

在自然界中學習並探討有關管
理、和平和建構社區的理念

在自己生活、社區中付諸行動，
通過大自然帶來和平2023：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和平未來

2024：我們的世界，我們的茁壯未來
環境與全球貧窮

2022：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平等未來
環境與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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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和平未來

棲息地
動物或植物的所居住的地方。從最熱的沙漠到
最冷的浮冰群，地球上幾乎每個地方都是動植
物的棲息地，大多數棲息地都包含動植物群
落，當中不乏水、氧氣、土壤或沙子和岩石。
（Britanica Kids）

生物多樣性
妳可以在一個區域中發現不同種類的生命，包
括動物、植物、真菌，甚至是構成我們大自然
的細菌等微生物。大自然需要維持物種多樣性
和平衡，讓各物種可以在生態系統中協同工
作。

管理
負責任地使用天然資源和保護自然環境。

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是一個地理區域，由植物、動物和其
他生物以及氣候和景觀相互形成的生命區域
（國家地理雜誌），並且已實現性別平等。

世界靜思日一直都是女童軍聯繫並慶祝國際女
童軍運動的日子，同時亦是一個共同探討一些
對女孩子和青年婦女重要，並對世界產生正面
影響議題的機會。

閱讀此資源套時，領袖可能看到一些與環境有關的新詞彙，為
方便活動進行，領袖可在閱讀之前，花少許時間了解以下詞彙
的解釋。

利用去年所學，我們將共同努力為來自世界各
地的女性創造一個更和平、更安全的未來。在
了解氣候變化如何破壞全球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下，我們將重點關注如何從環境中學習，以創
造一個平衡與和平的世界。每人對大自然和平
的理解都不同，但這個資源套將協助我們從不
同層面進行研究，探討個人、社會和全球與大
自然的關係。在個人層面上，試想想自己如何

詞彙

融入大自然，甚麼時候從大自然中感到平靜；
在社會層面上，和平來自平衡各類的需求，各
方通力合作以達成大自然的和睦，並尊重差
異。而在全球層面上，我們必須探究管理和平
衡大自然與人類的方法。從各方面了解和平的
環境，有助我們實現和平的未來。

2021 年世界靜思日資源套「團結一致，共建和平」
提到：「和平不僅是沒有戰爭，還關乎所有人的尊
嚴、安全和福祉。每個人對和平的定義都有所不同。
和平可以是自身的快樂、所愛的人的笑臉，或者是成
功化解社區內的衝突、消除世界各地的暴力和有害的
習俗。」要進一步了解今年的主題並更廣泛地了解和
平，妳可以在這裏查看 2021 年資源套。

世界靜思日2021 - 資源套

如果妳不熟悉氣候變化
的概念，或者妳只是想多了解
這個主題，請參閱世界靜思日 

2022 - 活動資源套「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平等未來」中第一節的活動。

2022 年世界靜思日 - 活動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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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應在乎於擁有甚麼，而應著重於人的本質。它
只能透過人和大自然實現和諧與共鳴的能力來衡量；
感受思想的意義，體驗行動的美。簡單來說，便是從
生命中尋找快樂」
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

收集捐款
如往年一樣，妳可以在使用資源套後，捐款支
持世界靜思日基金。妳可以選擇線上捐款，或
使用這個資源套背面的表格！妳亦可以在推廣
大自然和平的同時籌款，世界靜思日將我們所
有人團結在一起，支持世界女童軍運動！

今年我們還創建了一項特別的活動來支持妳的
籌款活動。妳可以完成今年的世界靜思日基金
活動「徒步遊世界」，挑戰活動的同時尋找捐
助者、家人和朋友捐款。（詳情可於第 54 頁
查看）

送出捐款
收集捐款後，妳可以透過以下方法將捐款送到
世界女童軍協會：
    
     把捐款送到香港女童軍總會：先聯絡總會
或瀏覽總會網頁以獲得詳細資料，待總會收集
所有捐款後再轉交到世界女童軍協會。

      直接捐款到世界女童軍協會：透過網上、
支票、信用卡或銀行轉賬捐款，或在網上籌募
款項。

當我們收到妳的捐款後，妳將會收到一張世界
靜思日的感謝卡和證書，以表達世界女童軍協
會對妳的感謝。

世界靜思日基金

在1932年，世界靜思日開始六年後，為國際
女童軍運動籌款成為世界靜思日的其中一環。
在第七屆世界會議中，一位比利時代表指出，
生日通常會準備禮物，而今天我們仍繼續傳承
這傳統，讓全世界有更多女孩子有機會參與女
童軍運動。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令過去幾年比以往更具
挑戰性。新冠肺炎嚴重影響了世界靜思日以及
支持世界各地女童軍的捐款。捐款減少大大影
響了一些有賴世界靜思日基金資助的項目，例
如為青年女性而設的領導才工作坊、給各地女
童軍會員機構的津貼、編撰世界靜思日活動資
源套等。

隨著世界逐漸恢復，女童軍也能跟隊員和朋友
見面，一起完成2023年的世界靜思日活動。
世協希望妳們能一如既往地向世界靜思日基金
捐款。大家的一分一毫將確保更多女童軍有機
會體驗國際女童軍運動，例如參加Juliette 
Low Seminar培養領導才，為社會帶來正面影
響。

世界靜思日基金用於「十六日行動」，以及培訓世界
倡導先鋒，幫助女孩和年輕女性為自己發聲。除此之外，

 基金還支持編撰了世界靜思日活動資源套，
以及許多其他活動。

有了世界靜思日基金的捐款以及一些重要的捐助者和合作夥
伴的支持，世界女童軍協會開發了一個革命性的網上學習平台

Campfire，讓全球女童軍相互聯繫、共享資源、建立教育和培訓工具
等等！在這裏了解更多Campfire。

世界靜思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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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這份活動資源套

領袖應採用女童軍非正規教育方法來創
造實用、刺激、易於參與和學習者主導
的體驗！

全隊一起決定每個部分應完成哪些活
動。

領袖應適時鼓勵和支持隊員主導策劃和
促導活動。

做好準備

領袖應考慮某些活動應以小組的形式進
行或整個隊伍一同進行。

在活動期間及結束時，領袖應安排時間
進行討論和反思。

為切合所有小組成員的興趣和學習需
要，領袖可以就活動內容作出調整。

明確告訴有興趣參與活動的隊員：這個
空間是安全的。
  
全隊一起制定清晰的指引，鼓勵隊員以
互相尊重和開放的態度參與活動，並一
致同意該如何遵守指引。

強調保密的重要性。

多留意妳們的社區和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會如何影響隊員。

促導勇敢空間

獲取世界靜思日2023紀念章 

注意促導活動的方式，確保有空間聆聽
所有意見。

做好隨時調整活動的準備。如果隊伍正
熱衷討論某項議題，可更改原定計劃，
讓隊員有更多時間討論。

談論不同議題時，避免以偏概全。 

如果隊員對在隊內表達意見感到不安，
領袖須考慮如何支持隊員發聲或尋求支
援。

創造「勇敢空間」。按照上一頁中的步驟，建立勇敢
空間，創造一個人人都受重視、能夠全情投入的環
境。每個人都應該被包容、被尊重和被傾聽，因為他
們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信念並解決難題。

在每個主題完成最少一項活動。

請先細閱故事並完成所選擇的活動。

透過制定計劃參與最後一項活動「徒步遊
世界」以完成資源套的活動。

恭喜！
妳已經獲得妳的世界靜思日獎章，並可於網上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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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引

世界靜思日故事簡介－美來的探索

感官連接世界

沒有平衡，沒有和平

音樂圍繞我們

和平的移居者

創建妳的花園

最後的活動：徒步遊世界

活動名稱 需時 適合網上進行 適合個人進行

10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按需要而定

適合室內/戶外

室內/戶外

戶外

室內/戶外

室內/戶外

室內/戶外

室內/戶外

戶外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適合

資源套內的所有活動都可以在
網上進行。

由於女童軍包含了不同年齡層的隊員，所以每
項活動都有相應的組別建議。

所有活動均適合各年齡組別

網上活動

如領袖打算在網上進行世界靜思日活動，我們
亦已為此作出調整並創立了一系列網上活動，
讓隊員能與大自然聯繫並透過科技進行教育和
賦權。領袖可以按此處閱覽活動。

我們亦就著某些活動提出建議，讓領袖可以需
要調整活動，許多以戶外為主的活動可能不容
易改動，但領袖可以在活動舉行的方式上發揮
創意，令活動更切合隊伍需要。如果有領袖想
出創新的方式舉行網上活動，請務必在我們的 
Campfire頁面上與其他隊伍分享妳的想法！

在舉行面對面或網上女童軍活動前，領
袖須查閱和遵循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最新
建議與安全指引。

領袖舉行網上活動時，須確保能提供一
個安全和只限隊伍存取的私人平台，並
獲得隊員的家長或監護人許可。

線上安全指引

領袖應使用保安嚴密的網上平台，並事
先熟習其操作方法。如在使用網上工具
時遇到任何困難，可請他人協助。

在鼓勵女童軍使用社交媒體完成資源套
的活動前，領袖應先向她們講解保障網
絡安全的方法。

在網絡上發布女童軍的照片或影片前，須
得到女童軍和其家長或監護人的許可。

切勿在網絡上分享任何足以識別個人身份
資料的內容。

倘若收到有攻擊性或不當的留言，理應封
鎖和檢舉該帳戶。

領袖使用網上平台舉行活動時，應留意會否因此忽略了部分
隊員，並尋找應對的方法。例如：使用操作簡易和更方便的
網上平台、安排隊員取得所需器材和軟件、給隊員提供資源
和物資去完成活動。

請預先閱覽活動簡介，並選擇最適合隊伍的方
案，活動一般能在90分鐘內完成，如隊伍受到
啟發而有意延伸活動，亦可安排額外的集會時
間進一步完成活動。

Campfire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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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靜思日的故事：
美來（Miku）的探索  

在 2023 年世界靜思日資源套，我們讓參加者
以故事形式進行活動來闡明今年的主題「我們
的世界，我們的和平未來」。世界各地許多民
間故事都有利用大自然來帶出寓意或教訓，因
此我們從所有五個世界女童軍協會的地區汲取
靈感來撰寫我們的世界靜思日故事。

當全隊一起閱讀故事時，妳們會遇到一些與自
然環境有關的問題，隊員需要透過完成該部分
的活動來「解決」這些問題。由於每個部分只
需要完成其中一項活動，因此妳們可以選擇隊
伍感興趣的活動。完成活動後，請繼續閱讀故
事的下一章節，了解接下來的事情。

三個故事章節都會有不同的活動選擇，緊接著
是最後「徒步遊世界」活動。

通過閱讀故事簡介並讓隊員互相自我介紹，以
開展世界靜思日的旅程！

世界中心的配合
世界中心會在女童軍運動中宣揚和平的重要性，亦是一個建立
國際友誼和互相理解，及通過女童軍運動對世界有新體驗和探
索的地方。妳可以在這連結了解更多世界中心的資訊。

故事簡介：森林（The Forest）向我們講述美來（Miku）的故事，故事的靈感來自愛
沙尼亞（Estonia）。然而，主角的名字作出了微調，Miku原是日本的女性名字，意思
是「美麗的天空」或「未來」，而故事的結局便是講述對大自然及未來的救贖。

第一章節：「玉米少女」（The Corn Maidens）改編自北美祖尼人的故事，而「捕鼠
器」（The Mousetrap）是改編自尼日利亞的民間故事，展示了Ubuntu（所有生物之間
的聯繫）的力量。

第二章節：巴哈姆特（Bahamut）在阿拉伯神話中以一條巨魚的形態出現，它背著一
頭巨牛、一塊巨石、一位天使和整個世界。

第三章節：安姆麗塔（Amrita）是改編自印度北部拉賈斯坦邦的一個故事。它源自一
個在 1300 年代的真人真事，講述安姆麗塔為她所堅信的事而挺身而出。

延伸學習的建議

讓不同的自願者向隊伍大聲朗讀故事的
不同部分。

如時間許可，讓隊員於故事的各個部分
進行角色扮演。

詢問隊員是否認識在自己的文化中與大
自然和平相關的故事。

鼓勵隊員通過閱讀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
民間故事來進一步探索世界，並邀請她
們在將來的集會上分享。

由於這些民間故事來自世界各地，如果
領袖遇到任何與自己文化不同的概念，
請確保向隊員解釋文化差異的概念。

在整個資源套中尋找這些圖示，
了解更多有關世界中心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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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領袖可以朗讀故事簡介來開始世界靜思日集會。

那夜的森林又濕又冷，美來感到飢腸轆轆。森林中高大樹木圍繞著她，到
處充滿著鳥鳴和木香，動物四處奔騰，鳥兒在樹枝間吱吱作響，但她感到
非常孤獨。

那夜，森林察覺到了她的心情。森林告訴美來它們可以實現她任何願望，
唯獨不能違反自然規律。

美來很高興，並開始許願，希望得到想要的東西—美食、高床軟枕和可以
讓她取暖的火。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美來那麼幸福，也開始許願，希望能
夠實現慾望。森林為了讓每個人都開心而變得疲憊和絕望，但沒有人注意
到這一切。人們甚至認為既然大自然可以照顧人，人為甚麼還要照顧大自
然呢？

在某一個下雪的冬天，美來認為天氣太寒冷了，她討厭這種天氣，因此便
許願道：「森林，現在讓大地變得陽光充沛和炎熱吧！」，但這個願望卻
違反了自然規律！

讓美來驚恐的是，整片森林突然消失於空氣中。美來意識到她犯的錯誤—  
她要求得太多了，而且沒有顧及大地的需要，現在大地蕩然無存，動物失
去了家園，世界亦無物可施。

幸運的是，我們仍有時間去讓它復原。作為一個隊伍，妳將遊走大地並一
同拯救美來的土地。妳將會探討大自然是如何運作，並找到保護大自然的
方法，恢復地球的平靜和穩定。有妳們的幫助，故事仍有挽留的空間—妳
和妳的隊伍以及所有其他女童軍都可以決定故事最後的結局。

在開始下一部分之前，先花點時間了解即將與妳展開旅程的其他英雄。如隊伍人數較多，
領袖可以將女童軍分成小組。現在妳已經了解妳的冒險伙伴，請妳繼續世界靜思日的旅
程，通過閱讀故事的下一部分來協助拯救森林。

隊員姓名：

最喜歡的動物：

最喜歡大自然的地方： 

在女童軍生涯中最感到自豪的時刻：

百善樓（Pax Lodge）
百善樓是「能讓陌生人很快成為
朋友的地方」。該中心位於倫敦
北部的漢普斯特德，毗鄰世界女
童軍協會的世界總局。和平的拉
丁文「pax」出現在貝登堡在英格
蘭（Pax Hill）和肯尼亞（Paxtu）
的住宅名稱中，繼而啟發了百善
樓名字的出現 。

首先，就像所有英雄一樣，我們需要知道妳是誰！隊伍的每
一位女童軍都需要先回答這四條問題

- 妳們有甚麼什麼共通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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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章節中選擇一項活動進行，並告
訴妳的隊員從活動中如何實現和平。
完成活動後，繼續閱讀故事的下一部分。

活動 1a - 欣欣向榮的生態系統

或

活動 1b - 自然界的協同工作

我們的小屋（瑞士）（Our Chalet）
我們的小屋位於美麗的瑞士阿爾卑斯山
高處，自 1932 年以來一直都是一處充
滿著冒險、聯繫和友誼的中心。我們的
小屋擁有宏偉的山景，周邊地區有很多
景點和活動，妳一定會在那裡發現它特
別的地方並與大自然聯繫起來。

玉米少女與老鼠
玉米少女有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每年春天，她們會跳著舞，教會幼苗拉
高和生長，保持生態系統運作，讓所有生物都能生活在一起。

與此同時，一隻老鼠飢腸轆轆地等待著春天的植物—牠在整個冬眠的期間
都夢見食物，只要等玉米開始生長，牠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了！

但森林消失了，玉米少女心急如焚，試圖向所有人解釋森林出事了，沒有
植物和水，只剩下那形單影隻和飢腸轆轆的老鼠—但人們只是嘲笑玉米少
女的擔憂。玉米少女跳舞和植物有甚麼關聯呢？人們不在乎他們的東西從
哪裏來，他們只是想得到更多！

玉米少女們放棄了，她們躲在山洞裏。即使現在有新植物掙扎長出幼苗，
它們也迷失了方向—它們該如何生長？它們該如何用自己的根部吸水並將
陽光轉化成食物？老鼠也感到很困惑—它拼命地四處尋找食物，但當它向
其他動物尋求幫助時，它們無禮地把老鼠拒之門外。老鼠偷偷溜進了人類
的房子，但令它更害怕的是，地上設有捕鼠器！老鼠四處張望，但無奈的
是，除非植物再次生長，否則它們不會有食物。

如果妳能找到與大自然聯繫的方法，或者重建生態系統中不同生命的連
繫，便能說服玉米少女再次跳舞並與大自然重新聯繫。這樣植物便可以再
次生長，老鼠亦可以再次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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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感官連接世界

在這項活動中，探討個人與環境的聯
繫，並反思戶外活動所能帶給內心的
平靜。

活動前準備及物資

運用妳的五種感官與大自然聯繫，向大自然敞
開心扉，用感官感受大自然，將我們的意識擴
展到環境中。融入環境並與大自然聯繫可以為
我們帶來許多好處，包括減輕壓力、心情更踏
實、平穩情緒、平復焦慮及恢復活力。

 15
分鐘

鉛筆 紙張

1 到戶外走走。妳可以到一片草地、公園
或郊野—任何戶外的地方都可！

2 妳可以遠離煩囂，安靜的坐著，專注妳
的四周。

3 專注於一個特定的感官，可以是視覺、
嗅覺、觸覺、味覺或是聽覺，然後花一
分鐘時間通過這個感官觀察大自然。

4 與隊員分享妳的觀察以及它帶給妳的感
受。
妳們是否注意到相同或不同的事情？ 
這項活動能否幫助妳感到平靜並與大自
然聯繫在一起？如果有，它如何幫助
妳？

5 嘗試專注於不同的感官並重複以上活
動。

活動1A

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

用視覺尋找：

用聽覺尋找：

用觸覺尋找：

用嗅覺尋找：

試想像，用妳的味覺尋找：

白色的

折斷的聲音

 凹凸不平的

柔軟的

動物的聲音

濕潤的

刺手的

咀嚼的聲音

可以製成音樂的聲音

 帶有香味的鮮花

人類的食物

 妳喜歡的味道

動物的食物

溫暖的

平滑的

心形的 五個相同的

有圖案的

小女童軍

領袖可以讓小女童軍使用動物作為靈感
和引導專注於各項感官。領袖可以使用
以下例子或另外想出不同的動物例子。

鹿耳（聽力極佳）

鷹眼（非常敏銳及廣闊的視角）

熊鼻子（靈敏的嗅覺）

蜘蛛腿（靈敏的觸覺）

老鼠嘴（可以嚐到比人類更多的味道）

領袖可以安排尋寶遊戲給女童軍及深資
女童軍，每個隊員需要安靜地走過指定
地方，並依靠五官來觀察和感受，完成
後請隊員列出她們的觀察結果，再與同
伴互相交換結果，這時候，領袖可以再
請隊員使用同伴的觀察結果作為指引重
新進行一次尋寶。

以下是一些尋寶線索例子：

提醒﹕提醒隊員觀察但不打破壞
大自然。

我們希望保護大自然的美麗，
讓其他人也能欣賞。

微小的

巨大的聲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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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項活動中，隊員將會探索地球上的生
物多樣性，了解甚麼是棲息地，以及人類
和動物如何在生態系統中相互連繫。

活動前準備及物資

棉線球

1 請隊員圍圈坐下，如人數較多，可以分
成兩個小圈坐下。

2 地球是許多不同動物的家園，而動物生
活的地方便是棲息地。

3 請隊員輪流將棉線球拋到另一位隊員手
上，接到棉線球的隊員需要說出一種動
物和認為它生活的地方。

4 隊員將棉線球拋到下一位隊員前，抽出
棉線並抓緊，然後才把棉線球扔給圈裏
的另一位隊員。

5 每位隊員都說出不同的動物以及牠們生
活的地方，慢慢織出一個網。

6 當每位隊員完成後，全隊可以一起看看
由棉線織成的網。

7 領袖可以讓活動繼續進行，直到隊員已
不能再說出新的動物為止。領袖亦可以
提醒隊員把棉線球拋給不同的隊員，從
而織出一個更複雜的網。

我們都稱地球為家，並與萬物互相聯
繫。

活動 1B

 15
分鐘

        
妳認為人類是這個網的一

部分嗎？我們都互相連繫，
共享地球這個家園。妳認為動
物和人類的家需要甚麼才會快
樂？怎樣才算是適合動物的棲

息地？

小女童軍

沒有平衡，沒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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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B

在這個活動中，隊員會了解到生態系統
中所有生物的重要性，同時了解食物鏈
的概念和生態系統的平衡特性。

活動前準備及物資

棉線球

膠紙

筆紙張

剪刀

在紙上寫下以下生物類別的名稱，領袖可以根據每個類
別，選擇常見的生物，當中需要包括：植物、昆蟲、蟲
食動物、草食動物、肉食動物、雜食動物、農民和太
陽。例如，妳可以使用蚱蜢、老鼠、狐狸等。

1 每位隊員拿取一張紙，上面寫著生物的
名字，然後貼在自己身上，讓每個隊員
都可以看到。

3 「太陽」在不放開棉線情況下，把棉線
球扔給代表另一種生物的隊員，並解說
兩者在生態系統中是如何相互連繫。例
如，「太陽」可能會將棉線球拋向「植
物」，因為太陽有助於植物生長。

4 接到棉線球的隊員同樣抓住棉線，再把
球扔給另一個新隊員，同時說明他們之
間的關聯。

2 隊伍代表著一個生態系統，隊員將探索
生物之間的關連。請隊員圍成圓圈，代
表太陽的隊員站在圓圈中間。「太陽」
拿著棉線球並抓緊棉線。

6 領袖抽出一根棉線，讓隊員留意整個網
的震動，並讓她們留意只要有一條棉線
被丟棄，也會擾亂整個網。請隊員們想
想生態系統不同部分被破壞的原因。

5 往後的隊員繼續將棉線球扔給周圍的隊
員，直到中間編織出一個網。在將球扔
給新隊員之前，請務必抓住一根棉線。
當每位隊員互相連接後，每位隊員收緊
自己的棉線以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7 請隊員討論並用剪刀剪掉她們認為生態
系統中最容易受影響的部分。並觀察繩
網變得鬆散後，會出現甚麼問題。

8 反思
當一個生物從生態系統中消失時會發生
甚麼事？
請隊員分享現實生活中生態系統失衡的
例子。
一個多樣和蓬勃的生態系統如何維持地
球的和平？
 

詞彙

蟲食動物

這是一種以昆蟲、
蠕蟲和其他無脊椎
動物為食物的動
物。

肉食動物

這是一種以其他動
物為食物的動物。

草食動物

這是一種以植物為
食物的動物。

雜食動物

這是一種以植物和
其他動物為食物的
動物。

線上模式
領袖向隊員展示一張有各種生物分散放置的圖片，並讓隊員一個接一個地使用線上繪圖工具來
連接，並請隊員向全隊分享將牠們聯繫起來的原因。領袖再與隊員討論其中一種生物消失帶來
的後果。

例子：
刺猬、各種鳥類
或蜥蜴

例子：
熊貓、大象、
兔子、樹熊或鹿

例子：
獅子、鷹、
蜘蛛、鱷魚或狼

例子：
熊、狗、豬、豺、
老鼠、花栗鼠和
猴子

 15
分鐘

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

沒有平衡，沒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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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意識到玉米少女是對的—世界只有在生態系統平衡時才能運作，但這
需要人們來修復它！人們聚集在玉米少女藏身的山上，大聲道歉—他們承
諾永遠記住玉米少女教他們的東西，保證會好好保護環境。

玉米少女們一個接一個重新出現，並開始跳舞。人們歡呼起來，植物茁壯
成長，隨著生態系統再次變得強大，老鼠高興地用玉米填滿了它的臉頰。
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不幸的是，巨大的隆隆聲震動了大地。隊員應該知道那是甚麼……



Kusafiri
在2010 年的非洲區地區會議
上，會議一致通過同意非洲區
地區事務委員會探討在非洲建
立世界中心的可行性。 在2015 
年 10 月， Kusafiri 成為了世協
第五個世界中心。在非洲方言
斯瓦希里語（Swahili）中，
Kusafiri的意思是「旅程」（To 
journey）

通過完成一活動來協助世界安定下來： 

活動2a - 調出大自然和諧的聲音使地球平靜

或 

活動2b- 通過社區建設遊戲來使世界資源達至平衡

地震
世界各地有很多關於地震的故事——其中之一是巴哈姆特，一條巨大的
魚，利用一頭巨牛和一塊巨大的石頭支撐著地球，以保持地球的平穩，
但當大自然出現異常時，牛和石頭便會開始在巴哈姆特的背上搖晃…

自從森林從美來的土地上消失後，大地便憤怒地搖晃並咕噥著。為什麼
植物都不生長？為甚麼土地這麼乾燥？我用來遮住陽光的樹蔭到哪裏
了？明明它們是這麼好的帽子。

每次世界抱怨時，地面都會上下震動，植物找不到安靜的地方生長，所
有人都不可四處走動！如果妳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很快就能安全
地重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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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項活動中，隊員將通過音樂與大自然建立連繫，探索大自然的和諧。

妳知道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和世界各地
的哲學家都認為所有行星是根據數學比率排列
並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的嗎？其實整個宇宙互
相協調共存，在某程度上便是已經是一種音
樂。

在自然界中也有和聲嗎？

領袖可以提供一些樂器或節奏的示例協助隊員（特別是

與小女童軍進行活動時）。如果隊伍的集會地點距離自

然環境較遠，領袖可能需要事先收集與大自然有關材料

及事先搜索可以使用自然材質製造的樂器，以便進行活

動。

膠樽 繩子或橡筋

1 到大自然中散步，花點時間停下來聽一
聽，樹葉沙沙作響，發出輕柔、放鬆的
聲音，聽起來就像是耳語。妳還聽到甚
麼？音樂無處不在！如果隊伍無法到戶
外，讓組員聯想大自然的聲音。隊員可
以記下或錄製任何妳聽到有趣的聲音。

2 置身於大自然中讓妳感覺如何？全隊一
起試寫一句簡短的句子來表達妳們的想
法和感受。

3 妳能想到大自然中妳最喜歡的聲音嗎？
是雷電的怒吼？還是雨滴輕輕地觸碰地
面？涓涓細流？波濤洶湧？

活動前準備及物資 

錄音器材 剪刀與大自然
有關物品

紙杯

活動2A

例如，隊員可以使用種子、石頭或樹葉放進膠樽或紙杯

中製作沙鎚，隊員亦可以用空心物件和一些樹枝製作

鼓，或用樹枝和一些橡筋製作班卓琴，或用椰子殼或木

塊敲出節拍。隊員還可以使用其他找到的材料或利用天

然的材料來發出聲音。

4 自古以來，人們就使用大自然的材料來
製作樂器。觀察妳的四周，妳會使用甚
麼來創作音樂？

5 在小組中，妳可以使用妳周圍的自然資
源（樹枝、鵝卵石、樹葉等）以及繩索
和其他回收材料製作的樂器。溫馨提
示，任何能發出聲音的東西都可以成為
樂器！

6 製作妳的樂器。每個女童軍都應該有自
己的樂器，並且每個小隊的樂器都應該
相同。

7 與妳的小隊，透過大自然和美來的故事
作為靈感，創作出一個節奏。妳的作品
可以用作表現森林消失或地震的抱怨，
妳亦可以創作平靜的聲音來協助地球恢
復大自然平衡。

8 結合所有節奏來創作更龐大的音樂作
品。妳可以按順序播放節奏，或將它們
重疊，妳可以隨時開始或暫妳的節奏，
妳亦可以隨意嘗試和調節音樂的動力
（音量）、速度織體（Texture）。領
袖甚至可以指定一位隊員作指揮，利用
手勢向隊伍發出指示。

線上模式：領袖可以在這裏探索虛擬森林並創
作受大自然啟發的音樂

妳可以向妳的隊伍或其他隊伍演奏妳的作
品，甚至錄製妳的作品與 WAGGGS 分享！
在 2023 年世界靜思日，讓我們在大自然、

和平與和諧中相聚！

妳喜歡唱歌嗎？妳還可以在妳的作品中加
入旋律，作品亦可以即興創作或編製，完成

作品後更可以選擇獨唱或組隊！
探索所有可能性！

 20
分鐘音樂圍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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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活動，隊員將了解到和平社區的要
素，包括房子、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以及
可以令世界變得美好的技術。

這是一個動態且有趣的遊戲，隊員需要
四處走動去組織自己的小組，而不同的
小組代表著不同類型的社區。這個遊戲
是一個多人的團體活動，並需要至少6名
組員。

遊戲設定 設計動作

1 每位組員可選擇收集其中一項天然材
料 ，可以是樹枝、石頭、樹葉（或其
他素材）。

1 首先分別為代表石頭、樹枝和樹葉的組
員制定並熟習相應的指定動作，例如，
代表石頭的組員可以捲成一個球，代表
樹葉的組員可以擺動身體，代表樹枝的
組員可以將手臂向上舉起高於頭頂。

2

2

小組每位組員代表著社區的不同部分，
拿有石頭的組員代表著房子，持有樹葉
的組員代表著動物的棲息地，而持有樹
枝的組員有能力為社區創造一些特別的
東西。

然後為不同組員制定在地震發生時的動
作，例如原地左右擺動，或一些大動
作，例如跑到安全區域。

遊戲開始後，組員需根據地震程度（大地震或
小地震），執行相應的動作。

小組需要收集 3 種不同類型的天然材料，並且
每人只少要有兩項材料，可以是樹枝、石頭、
樹葉或其他材料。這些材料可以在遊戲開始時
收集或提前準備好。如果沒有可用的天然材
料，小組可使用其他替代品。

活動前準備物資

樹葉 樹枝 石頭 

活動 2B

 20
分鐘 遊戲規則 遊戲開始  

1 發生小地震時，每個人都必須盡快執行
相應的動作。

1 隊員四處奔跑直至有人叫「停止」。
2 發生大地震時，所有隊員都必須把材料

放回中央收集區，然後重新選擇新的材
料。

2 隊員需要在「停止」時扮演所屬的物
件，並觀察身邊其他人的角色。

3 繼續奔跑直至聽到新的指示，例如：「
找同樣角色的夥伴」、「找扮演其他角
色的人」或「小地震！」。

4 根據隊伍大小及物資數量，制定出不同
的組合。
例如：

•創建一個社區（必須至少一位樹枝組員、
一位石頭組員、一位樹葉組員）

•創建一個擁有大棲息地的社區（需要較多
樹葉組員）

•創建一個擁有大量房屋的社區（需要較多
石頭組員）

•創建一個大棲息地（需要很多樹葉組員）

•創建一個大城市（需要很多石頭組員）

隊員的目標是要盡快組織自己的小組，組成一
個社區，而每個社區至少要由一位樹枝組員、
一位石頭組員、一位樹葉組員組成，而其中一
位組員作為組長發出指令。

遊戲可以通過討論一些關於如何建立和維持良好社區的開放性問題作為結尾：

1. 除了石頭以外，還有甚麼材料可以建造房屋呢？

2. 我們可以怎樣善用技術幫助其他人和野生動物呢？

3. 大自然為人類和野生動物提供了甚麼？

4. 還有甚麼東西可以協助我們使社區人們和平共處?

小女童軍

和平的移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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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活動中，隊員將學習如何管理資
源，並探索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建立多
樣化的社區。但要小心，地震可能會破
壞已收集的資源。如隊員能互相合作和
交換資源，就可以更快達成目標。

活動前準備及所需物資

石頭和骰子（或其他可替代骰子的工
具）

遊戲背景

全隊需要收集 3 種不同類型的天然材料（石頭、樹枝和
樹葉），每類 8個，共 24 件材料。這些材料可以在遊
戲開始時收集或提前準備好。如果沒有可用的天然材
料，隊伍可使用其他替代品。

活動 2B

森林消失了，但在我們仍需要資源來維持生
命，如房子、棲息地以及許多其他的東西。

隊員的目標是要收集足夠的資源來建立社區，
而該社區需要由房子（以石頭代表）、動物的
棲息地（以樹葉代表）以及讓人類和野生動物
保持快樂的技術（以樹枝代表）組成。

這個遊戲共需要四個小組，每組1-4人，整個
遊戲需要4-16人。若玩家人數超過16人，可以
分拆成兩隊進行遊戲。

 20
分鐘

1 將所有資源放在會場的中間作中央收集
區，玩家分成四組（每組1-4人）圍著
收集區。

3 在遊戲開始之前，組員需要討論怎樣利
用技術，例如，組員可以選擇利用技術
生產食物、建造公園、創造音樂或建造
學校。選擇過後，組員可輪流與小組分
享自己將會用技術創造甚麼以及當中原
因。

4 組員會在遊戲途中遇上地震，組員需為
在地震發生時設計反應動作 - 例如擺動
身體或發出隆隆聲。

2 每個小組目標要是收集足夠的資源讓自
己的社區繁榮興盛，要使社區繁榮需要
收集 2 塊石頭為人類建造房子，2 片樹
葉為動物建造棲息地，以及 2 根樹枝令
社區內的人和動物幸福快樂。

5 如果妳想加快遊戲節奏，可以在幾輪遊
戲後將每回合需收集的資源數量增加到 
2 個。

遊戲規則

- 在雙方同意下，小組之間可以互
相交換或贈送物資。

- 若小組擲到數目「四」，而該小
組與另一小組擁有至少一項不同
的資源，兩組必須互相交換資
源。 但若小組身上沒有足夠的
資源，或兩個小組擁有相同的資
源，雙方則無需交換資源，並維
持原狀。

- 當有小組丟失資源時，資源會回
到中央收集區。

- 資源的擺放位置必須讓每小組都
清楚看見。

遊戲設定

樹葉 樹枝 石頭

女童軍

和平的移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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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遊戲中獲勝

最快收集到足夠資源來建立社區的隊伍取勝，
而獲勝小組可以更改規則或加入新規則以幫助
其他小組完成目標，例如可以更改骰子第6點
的動作，大地震時可將資源給予另一組，而非
失去資源。在其後獲勝的小組可以繼續更改或
添加規則。

從下面的列表中選擇 2-3 個問題，讓隊員們反
思她們在遊戲中對和平以及建構社區的得著作
為結尾。

1. 作為一個團隊，大家合作得如何？

2. 在地震時失去資源或在資源被「交
換」時的感覺如何？

3. 各社區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和平
共處？

4. 我們可以從自然界裏學到些甚麼關於
和平以及建構社區？

5. 為甚麼擁有技術很重要？令地球和平
需要甚麼技術？

輪到妳

小組每一輪都要從 1-6 中擲出一個隨機數並執
行相應的動作

1. 收集一塊石頭
2. 收集一片樹葉
3. 收集一根樹枝
4. 與另一組交換資源
5. 小地震：該組執行地震動作
6. 大地震：所有小組需一起執行地震動作，每

組失去一項資源（小組可自行選擇）。

注意：不同隊伍可能對遊戲規則的理解有所不同，可以
將此加到討論中，探討若各隊伍對規則有不同的理解會
如何影響遊戲玩法，以及如果使用不同的規則，結果會
有何不同。

遊戲規則不變，但每組各有不同的目標。

第 1 組
建造一個大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且需
要一些技術和少量人口居住的鄉村

第 2 組
建造一個較多人居住的城鎮，內有一
個大的棲息地和擁有一些技術

第 3 組
建造一個大型的工業城市，擁有大量
技術、一些房子和一個小型的野生動
物棲息地

第 4 組
建造一個大的商業城市，內有很多房
子，一個小棲息地並擁有一些技術

3片樹葉

3片樹葉

1片樹葉

1片樹葉

2根樹枝

1根樹枝

3根樹枝

2根樹枝

1塊石頭

2塊石頭

2塊石頭

3塊石頭

地震繼續… 
現在妳已經完成了活動，帶著幸福的嘆息，大地變得平靜了。
太好了！人們現在可以舒適地與大自然共處，並照顧所有需要
幫助的動植物。

深資女童軍

4140



三岩（Sangam）
「三岩」一詞最早是在 1956 年在
新德里舉行的世協國際事務總監會
議上提出的，而選擇「三岩」這個
名字是因為它在梵語（Sanskrit）
中有「相聚」的意思。

安姆麗塔(Amrita)
幸運的是，妳們並不孤單，我們還有一位英雄—安姆麗塔 (Amrita)，與妳
們一起重建環境，有妳們的幫助，她的森林已經重新生長，但此刻森林還
未安全。

和美來一樣，一直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大自然有很大需求，當中亦包括
安姆麗塔國家的國王，他看著森林中的巨樹，想像著這些樹可以為他的臣
民建造宏偉的建築物，便派他的伐木工把整片森林的樹木砍光，安姆麗塔
於是抓著一棵樹，緊緊的抱住它，但伐木工卻竄到另一邊，開始砍伐其他
樹木！安姆麗塔看到她的朋友們都驚恐地互相擁抱，而住在森林裏的動物
和雀鳥都受驚逃跑了。

夜幕降臨，伐木工停下了工作，她知道自己只剩下數小時去尋找和平的解
決方案，否則她的家園將永遠消失！這件事必定有解決的辦法，安姆麗塔
決心要找到解決方法，也許她可以種植更多的植物，向國王和他的伐木工
展示他們的貪婪正在摧毀大自然的美麗。

安姆麗塔需要妳們的幫助在短的時間內完成她的任務，現在是妳採取行動
拯救大自然的時候了，利用植物、物件或甚電腦建造一個微型的花園填補
森林失去的部分，然後迎接故事的結局。





為尋找創建花園的靈
感，或按這裏觀賞世界各

地的花園。

如果妳想要得到更多活動的
建議，請瀏覽世界中心的網站，從

Kusafiri、三岩、百善樓、我們的小屋
（墨西哥）和我們的小屋塔（瑞士）了解

一些最受歡迎的戶外活動。

活動 3

既然妳已看過來自大自然的和諧，並知
道大自然中平衡的重要性，創建一個花
園能讓自己的世界變得更加明亮，妳可
以任何形式建造花園，只需要專注於創
造一些能幫助大家珍賞大自然的美好便
可，隊員可以個別創建自己的花園，也
可以與自己的隊伍一同完成。

活動前準備及所需物資 

物資會因應隊員建造花園的方式而有所不同。

請在以下的選項中選擇一項：

到外面找一塊可以種植的土地

裝飾窗台上的花盆箱或花盆並播下種子

付出一點愛心，照料一個現有的花園

在附錄中剪下一些圖片，並將它們排列
拼貼成花園

創建一個禪意花園

畫出妳的夢想花園

利用可再用的材料創建花園的 3D 立體
模型

摺一些紙花並將它們「種植」在場地的
周圍

利用科技去設計數碼版的花園

憑藉著妳和安姆麗塔創建的美麗花園，第二天早上，所有人，包括伐木工、國民們和國王醒來
後都發現森林比以前更大更美麗！

伐木工亦不忍繼續破壞這些安寧的植物、美麗的景色，或打擾照顧流離失所動物的人們。

他們放下斧頭，告訴國王這樣只會徒勞無功。他們無法阻止森林繼續生長，他們亦不想這樣
做。國王知悉後亦表示同意並決定與他的臣民分享他的宮殿，而不是從森林中奪取土地，這樣
做每人都可以看到美麗的森林！

與世界各地的朋友分享妳的努力！為妳的花園拍照並使用標籤#WTD2023與他人分
享，或將妳的照片經電郵發送至世界女童軍協會：wtd@wagggs.org

創建妳的花園

46

https://campfire.wagggs.org/worldthinkingday
https://worldcentres.wagggs.org/


請完成世界靜思日資源套的最後一項活
動，幫助美來宣揚大自然和平的信息，
並為世界靜思日基金籌款。

我們的小屋（墨西哥）（Our 
Cabaña）位於墨西哥的「常春
城」–庫埃納瓦卡
（Cuernavaca）。自1957年
成立以來，我們的小屋（墨西
哥）已經開始接待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並提供從環境行動至
女孩子領導才等一系列活動和
計劃。

重建森林
完成妳的花園後，來到故事的最後一部分，了解妳可以如何幫助這些角色
重建和平。

世界終於再次充滿生機，動物和鳥類四處奔騰，大地長滿了色彩繽紛的植
物，玉米少女們翩翩起舞，大地歡騰嗡嗡作響，安姆麗塔的森林平安無
恙，這一切都是因為妳幫助了他們。

在妳冒險的旅程中，妳發現了生態系統是如何讓萬物互相協作，讓地球保
持快樂，並保護妳身處的環境。我們快將解決好所有問題，但仍有一個人
需要我們的幫助…

美來獨自坐在地上，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難過。她能彌補她的錯誤嗎？
突然間，周圍的樹木拔地而起，植物又恢復了生機，為提供美來庇蔭，那
一刻，美來比任何人都高興，但不久後她開始擔心：如果又再有其他人貪
婪地掠奪資源，使悲劇再次發生呢？她沒有能力找到那些像妳和安姆麗塔
那樣的英雄幫忙了。

因此美來開始遊走大地，宣揚人們曾如何極力地保護了大自然，以及人們
如何將大自然置於危險中，來警惕世人要保護環境。





妳可通過徒步行走距離最長路
段或為世界靜思日基金籌集最多
資金，獲得地球日的紀念章。首 

100 名徒步行走距離最長路段或為世
界靜思日基金籌集最多資金的女童軍

將獲得地球日的紀念章。 

讓妳的付出得到回報！妳可
以在 59 天內的挑戰期間向妳的

家人和朋友籌款。

最後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保護這個和平美麗的地球，
隊員可以通過與女童軍運動的姊妹一起
參與「徒步遊世界」活動，像美來一樣
分享故事，妳還可以坐言起行並讓妳的
朋友、家人或其他人因著妳的行動而捐
款，為世界靜思日基金籌款。

活動前準備及所需物資

這項挑戰將於 2023 年 2 月 22 日（世界靜思
日）開始，並於2023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
球日）結束，剛好可以利用 2 個月來達成目
標。

全球千萬位女童軍領袖和隊員齊心協
力，看看我們能圍繞地球多少圈！我們
邁出的每一步都是朝著保護地球和和平
的未來邁出的一步。 

隊員可以在隊伍中互相合作，以確保達
成目標！

1 妳可以選擇以個人身份參與活動，制定
每日步行的目標，一個理想的個人目標
是 4,000 步，即約為 3 公里，如果妳決
定以隊伍的形式完成挑戰，請制定更具
挑戰性的目標，或者全隊一起在4 月 22 
日（地球日）之前完成挑戰。

2 當妳完成挑戰後，妳可以就支持世界靜
思日基金籌款。

3 妳還可能會遇到妳認為環境可以改善的
地方。例如，在需要綠化的公園和街道
上看見垃圾，或會激勵妳採取行動改善
妳所在的地區，為達成妳的目標，領袖
可以安排一次公園大清潔，或組織戶外
種植日以改善居住環境的空氣質素，或
參與公民科學活動，計算並記錄所在地
區的野生動物或植物的數目和生活。

讓我們都採取行動來保護地球和和平的
未來！

4  計算妳或隊伍走了多遠（以公里為單
位），並與世界女童軍協會分享。妳可
以在這裏找到更多與活動相關的資訊，
以及大家在「徒步遊世界」活動和挑戰
的進度。

5 當我們遊走大地時，我們沿經的路徑都
是在建立里程碑，就像遊歷了世界中心 
—Kusafiri，或者保護了澳洲的大堡礁！

6 觀察自然環境並在周圍環境中找到和
平，拍下妳認為大自然美麗的部分，將
這些和他人分享以激勵他們繼續往前、
為女童軍籌款或提高其他人對今年環境
主題的認識。

地球的周長為 40,075.17 公里。 這
需要 6600 萬步才能走完。 記錄妳
的距離，幫助我們走遍世界，以提
高大眾對世界靜思日基金的認識！

當妳完成徒步行挑戰時，不要忘記在這
裏作線上記錄！妳可以分享妳的徒步的

照片和與當地環境有關的故事。

恭喜！ 
妳已完成世界靜思日2023挑戰！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完
成這項挑戰的方法， 隊員可以在所

住地區的附近散步，走過公園，
或登山遠足，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徒步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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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剪下以下的圖片用於在活動中製作花園的拼貼畫

活動3

沿著較深色的線剪下

附件

如果妳沒有骰子，妳可以剪下以下的圖紙來製作紙骰子

沿著較深色的線剪下 沿虛線折疊

活動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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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regionswagggs
@wagggswhho
@ArabRegionWAGGGS
@AsiaPcificRegionWAGGGS
@europeregionwagggs

57

https://twitter.com/wagggsworld?lang=en
https://www.facebook.com/wagggsworld/
https://www.instagram.com/wagggsworld/?hl=en
mailto:wtd%40wagggs.org?subject=
http://www.wagggs.org 
http://www.worldthinkingday.org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