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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是一項由世界童軍組織主辦的周年盛事。在每年 10 月

第三個星期六、日，全球童軍及女童軍成員皆會透過無線電及互聯網絡與世界不同角

落的童軍成員聯絡。全球每年參與這項活動的童軍成員約有 50 萬人，而參與人數更每

年持續增長。 

本屆國際電訊日的主題是「50 小時漫遊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50 Hours)。

為慶祝電訊日金禧紀念，本屆電訊日的活動時間將延長兩小時：即由各參與國家／地

區的當地時間 10 月 19 日晚上 10 時至 10 月 21 日深夜 12 時，合共 50 小時！各地的

參加者將在這 50 小時內利用通訊科技遊遍全球，並透過無線電及互聯網絡與海外的童

軍成員重聚。 

 

童軍成員可透過以下途徑參與電訊日及互聯網日： 

� 由總會國際及內聯署主辦之電訊日嘉年華，並以電話短訊將心聲及祝賀語句傳

送到嘉年華會場（附件一） 

� 國際電訊日專題講座（附件二）及工作坊（附件三） 

� 「定位系統體驗日」及「定位系統尋寶比賽」（附件四） 

� 由不同地域、區及旅團統籌之電訊日分站活動（附件五） 

�  Scoutlink IRC 網上聊天  

� hk.rec.scouting 網上新聞組  

� 持有業餘無線電牌照的童軍成員更可直接使用指定頻道與全球童軍溝通 

 

凡參與本會認可之國際電訊日及 / 或國際互聯網絡日活動之童軍成員，均可購買

本屆活動之紀念章。而參與指定活動之參加者，更可獲贈特別紀念襟章。有關詳情請

參閱（附件六）。至於其他活動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參閱附件或瀏覽電訊日網頁 

http://www.jota-hk.org。 

 

助理香港總監 (國際及內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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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嘉年華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 2007年 10月 20日     下午 2時至 6時 

2007年 10月 21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閣樓胡應湘堂及 11樓集會堂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 1.  利用無線電與海外童軍通訊（小、幼童軍：胡應湘堂，其他成員：11樓） 

參加者可利用設於會場之器材，透過無線電與本地及海外的童軍成員
通訊。 
 

  2.  攤位遊戲及電腦遊戲（胡應湘堂） 

參加者可參與各項精彩的攤位遊戲，並投票選出「最受歡迎攤位」。 
 

  3.  絲網印刷（胡應湘堂） 

參加者可在自備棉質上衣或手帕印上本屆電訊日活動圖案留念。 
 

  4.  互聯網絡應用示範及手機短訊告示版（胡應湘堂） 

參加者可於會場內試用互動聊天 IRC、視象會議等互聯網服務，並利
用電訊日熱線 6979 5682 (6979-JOTA) ，以手機短訊或話音留言方式將
祝福語句或心聲發送至會場，有關訊息將會顯示在場內螢光幕上 1。 
 

  5.  網上童軍資訊報導 
參加者可以童軍百周年及國際電訊日 50 周年為題材，錄下有關寄語或
賀辭，並透過互聯網向全世界廣播。 

   

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各級童軍成員 

   

服服服服        裝裝裝裝 ： 童軍制服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 1.  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至 9 月 21 日期間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

hk.org 報名。 

  2.  如太多旅團選擇在同一時段報到，本署將安排部份旅團在其他時段進

場，以便維持秩序。本署將於 2007年 10月 5日前以電郵通知各旅團有

關報到時間。已報名之單位如於上述日期尚未接獲本署通知，請致電

2957 6400向本署查詢。 

  3.  基於安全考慮，未有報名或未獲本署確認進場時間之旅團一概不得入

場。 

 

                                                 
1 短訊傳輸費用由參加者自行承擔。大會保留顯示個別訊息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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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際電訊日專題講座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2007年 10月 20日 下午 2時 15分至 3 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樓集會堂 

   
 

講講講講        題題題題 ： 「孩子愛上網、我們怎麼辦？」 

   
 

 

講講講講        者者者者 ： 呂宇俊先生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06)、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暨社區學院顧

問、講師；  2006-07 年度十本好書《會考 0 分與神奇小子》及

《戒打機要有計》作者 

   
 

 

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各級童軍領袖、樂行童軍或童軍家長 

   
 

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 120（先到先得） 

   

服服服服        裝裝裝裝 ： 童軍成員請穿童軍制服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 1.  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起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hk.org

報名。 

  2.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收到電郵通知，請列印並攜同有關電郵

出席。 

    
 

   



 

香港童軍總會第 50屆國際電訊日暨第 11屆國際互聯網日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50th JOTA cum 11th JOTI 

〔附件三〕 

 
 

 訊標製作工作坊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2007年 10月 20日 下午 4時至 5 時 45分 

2007年 10月 21日 上午 9時至正午 12 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樓集會堂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 參加者將在專人指導下製作小型訊標。製作完成之訊標將贈與 

參加者留念。 

    

導導導導        師師師師 ： 由總會業餘無線電組委派 

    

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各級領袖 

   

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 2007年 10月 20日 50名 

2007年 10月 21日 100名 

若報名人數超過限額，大會將以抽籤形式分配參加者名額。 

   

服服服服        裝裝裝裝 ： 童軍制服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 1. 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起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hk.org

報名。 

  2.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收到電郵通知，請列印並攜同有關電郵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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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球定位系統 (GPS) 體驗日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 2007年 10月 20日 下午 2時至 6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九龍公園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 參加者將在專人指導下學習使用全球定位系統，並透過尋寶遊 

戲體驗有關系的應用方法。 

    

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各級童軍成員及領袖 

    

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 � 以半小時為 1節，每節 6組，每組最多 4人。 

� 若報名人數超過限額，大會將抽籤決定參賽組別。 

   

服服服服        裝裝裝裝 ： 童軍制服 

   

裝裝裝裝        備備備備 ： 大會建議參加者自備接收器（或配有接收器之手機／電子手

帳），以便日後應用時能更得心應手。大會同時提供少量 GPS 

接收器以供借用。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 1. 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至 9 月 21 日期間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hk.org 報名。 

  2.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收到電郵通知，請列印並攜同有關電郵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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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系統尋寶比賽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 2007年 10月 21日 上午 9時至正午 12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 九龍公園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 參加者須在指定時限內，按大會所提供之座標，利用定位儀尋找

多個設於比賽場地內之控制點，以得分最高、時間最短者為勝。 

    

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各級童軍領袖 

    

分分分分        組組組組 ： 幼童軍組、童軍組及公開（深資、樂行及領袖）組 

   

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 每組最多 12隊 

若報名人數超過限額，已參與全球定位體驗日者將獲優先取錄。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 每組各設冠、亞、季軍。另凡完成整個項目之隊伍將獲發證書。 

   

服服服服        裝裝裝裝 ： 童軍制服／戶外活動服裝佩領巾 

    

裝裝裝裝        備備備備  參加者應自備 GPS 接收器，惟大會將提供少量接收器以供借

用。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 1. 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21 日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hk.org報名。 

  2.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收到電郵通知，請列印並攜同有關電郵

出席。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 大會將以經緯度（WGS 84）提供座標，格式為 dd° mm' ss.x"。 

參加者所攜帶之接收器須能顯示上述格式之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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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電訊日分站註冊 
 

 
 

電訊日其中一個主要目標，乃希望童軍成員透過通訊科技，彼此聯繫。為體現此精神，大會

鼓勵各地域、區及旅團自行成立電訊日分站，讓所屬童軍成員在所屬單位舉辦的活動中參與

電訊日及／或互聯網日。分站註冊與否並不妨礙有關單位本身舉辦／參與電訊日活動，惟註

冊單位將獲得總會下列支援： 

 

� 大會行政支援及收取電訊日第一手消息； 

� 優先購買電訊日紀念章、領取參與證書及分站紀念襟章供於活動當天分發； 

� 按比例獲發職員紀念襟章及鳴謝證書； 

� 於總會電訊日網站上載及發放分站活動訊息； 

 

要成為認可分站，有關單位須具備下列條件： 

� 為香港童軍總會認可之單位，並不參與由總會舉辦之電訊日活動。 

� 在電訊日 50小時活動時間內舉行最少長達兩小時與電訊日相關之活動。 

� 電訊日活動並非其他活動（如旅慶）的一個項目／節目。 

� 於活動期間通過以下不少於兩項媒介與總會活動會場連線： 

o 使用業餘無線電 

o Scoutlink IRC 

o 以分站名義透過手機發送短訊或話音留言到電訊日熱線  6979 5682 (6979-

JOTA) ，而有關訊息同時獲選顯示到嘉年華會場內的螢光幕上 

� 在活動完成後遞交簡單的活動報告。 

 

有意註冊為電訊日分站之童軍單位，請於 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21 日登入大會網站

http://www.jota-hk.org進行初步註冊。獲接納單位將收到電郵通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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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電訊日紀念章及紀念襟章 
 

 

一如既往，大會將製備電訊日紀念章供各參加者購買留念。本年度之紀念章式樣如下： 

 

  
 

(實際尺寸: 約 6厘米 x 7厘米)  

 

紀念章只在大會場內發售，售價每個港幣 4元，不設找贖。參與旅團必須經由領袖統一購買。倘

紀念章供應不敷，大會將安排訂章服務，並於補製後通知相關單位前往總會領取。 

 

另適逢國際電訊日 50周年，為誌其盛，大會特製備紀念襟章，贈予參與指定項目之童軍成員： 

 

襟章顏色襟章顏色襟章顏色襟章顏色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完成指定項目完成指定項目完成指定項目完成指定項目 

粉藍色 
 

金禧特色活動 

（參加包括開幕禮、訊標製作工作坊、專題講座） 

綠色 
 

攤位／分站活動 

（完成指定攤位遊戲，並參加最受歡迎攤位投票，或完成註冊分站之指定活動） 

粉紅色 
 

無線電活動 

（完成指定之無線電活動） 

銀色 
 

通訊科技應用活動 

（完成指定通訊科技應用活動，包括定位系統體驗／比賽、手機傳訊、網上聊天等） 

 

襟章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名參加者最多可獲發同一顏色之襟章一枚。基於安全考慮，小童軍

成員必須由領袖或家長代領有關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