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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REPORT 
活動組報告 
2012 - 2013 

  
 
設計與科技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設計與科技創意雙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2 學生對展板、製作過程和各參賽模型反應良好，並對展示的太陽能和再

生能源感興趣。 

2 聯校模型滑翔機飛行大賽簡報

會 
參與學校 50 間 

95 人參與 
11/2012 學生表現積極，亦積極發問有關比賽的細節。 

3 聯校模型滑翔機飛行大賽 
 

參與學校 77 間 
231 人參與 

12/2012 學生投入比賽，表現認真，大部份參賽作品都有出色的表現。 

4 職安健工作坊 
 

12 人 6/2013 首半小時理論課學生表現一般，有獎問答部份積極搶答。後段參觀學院

表現認真，積極參與模擬操作剷車和模擬滅火，參觀搬運器材和中式廚

房時更有主動發問有關操作的細節和注意到人體工學的重要性。 
建議：下學年的中四可繼續參觀，但可以商討濃縮理論部份。 

5 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 – 工
作坊 

參與學校 94 間 
350 人參與 

7/2013 活動得到賽馬會撥款$152,000 全額資助，3 天工作坊和 2 個比賽日共八

百多人資參加，各中小學的參賽者工作投入，發揮創意，比賽氣氛熱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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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6 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 參與學校 60 間 
350 人參與 

7/2013 各組別比賽均以高水準完成，校長高度讚賞，校長及副校均建議來年繼

續舉辦。 

7 協辦 SolidWorks 3D 設計比賽

在 2013 
來自中學、大專院校

的學生。 
19 人參與 

7/2013 兩位講者十分熟悉 SolidWorks，講解流暢，教授學生各項繪製曲面的高

級技巧。各學員對是次的工作坊十分滿意，課後主動留下，向講者發問

各項高階技巧。 
8 實體結構+ 

電子工作坊 
13 人 7/2013 聽課尚算投入，實踐電子習作時表現尚佳。 

9 繪圖工具的使用 7 人 7/2013 投入繪圖練習，其中二人更到周國良老師的讚賞。中場小休時致電缺席

學生，但全部未有接聽，由於少於半數學生出席，而且必須在九月重教，

為有效運用人力資源，餘下２天補課宣布取消。 

10 聖約瑟中一新生招募日 160 人 8/2013 蔡廸加老師講解生動有趣，簡報資料豐富，習作相片美觀吸引，學生投

入講座，講座完結後，學生獲安排參觀師兄的作品展，學生反應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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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煤氣烹飪中心「明火大使」烹

飪示範及實習 
20 人 11/2012 學生踴躍參與整項活動，樂在其中。 

2 「樂也盈營」長者餐食譜設計

及烹飪比賽 
3 人 11/2012 學生能與其他學校交流及觀摩，藉此培養他們的自信、創意及協作默契。 

3 「西餐新體驗」工作坊 12 人 11/2012 學生對活動內容深感興趣。他們除能學會製作一道簡單西菜外，還學習

基本用餐禮儀。整體反應良好，參與者均希望再有機會參與類似的活動。 
4 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

2012-2013 
(決賽) 

22 人 1/2013 同學事前準備充足，臨場發揮穩定、表現出色。參加的同學及老師均表

示，是次活動能提供一個平台讓各校同學應用日常所學到的知識與技

巧，並藉此交流健康飲食心得，很有意義。 
5 「草莓千層酥」工作坊（親子

活動） 
12 人 1/2013 出席率及整體效果理想。活動選擇於週六下午時段進行，此舉有助提高

家長的參與度，活動亦有助促進親子關係。 
6 優秀布藝作品選 2012-2013 中一至中三 1/2013 學生參與度高，部分作品極具創意。此活動對用心創作的同學給予鼓勵

與肯定。老師於評審學生作品時，亦分享教學心得，對日後教學活動的

編排有所幫助。 
7 循理會「健康生活」攤位活動 3 人 1/2013 此活動有助培養學生的組織能力及讓他們學習待人接物技巧。此外，活

動亦加強公眾對本中心的認識，攤位廣受歡迎。 
8 參觀衞生教育展覽及資料中心 14 人 2/2013 展覽內容配合中一課程，參觀地點有豐富資料，學生從中亦有不少互

動，建議可將此列為恆常參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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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9 第九屆扶康會「香港最佳老友」

運動電能烹飪比賽 
1 人 4/2013 參與此項比賽，除有助培養學生的創意及協作默契外，還能與其他學校

交流及觀摩。此外，透過與智障人士組隊，一起製作美食，加深同學對

智障人士有更多的認識，體現社會共融的精神。盧鎧婷同學（AS），以

其參賽菜式「『芝』味新『餃』作」，晉身決賽並獲得優異獎。 
10 創意雙週主題展覧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4/2013 展覧主題為「小『Teen』裁․大改造 」。此活動有助推廣環保意識，賦

予舊衣新生命。中三級同學透過運用所學知識及技巧，巧妙地將舊衣物

改造成截然不同的家居用品或時裝，各展品甚具特色及創意。 

11 佛教志蓮中學交流活動 36 人 4/2013 活動主題為「包裝膳食」。是次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多作交流，並且通

過小組協作而學習。同學表現合作，相處融洽，並積極回應老師提問。 

12 「食得有營–全港師生烹飪比

賽 2013」 
1 人 5/2013 此項比賽以師生合作模式進行，在比賽中，學生充分發揮創意及合作精

神，盧鎧婷同學（AS）以其參賽菜式「開卷有益」，奪得亞軍。 

13 「每日『果』兩份，拼出樂繽

紛」水果拼盤設計大賽（本活

動獲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促進校

園健康飲食基金撥款資助） 

300 人 4/2013- 
5/2013 

活動有效推廣每日進食足夠水果之健康飲食文化，並能培養學生的創意

思維，整項活動參加人數眾多，甚受歡迎。 

14 朱古力工作坊 17 人 5/2013 參與學生非常投入，效果理想。舉行之日期臨近父/母親節，學生能把製

成品贈予雙親，極具意義。 

15 「長幼烹飪樂融融」 9 人 5/2013 活動有助促進跨代共融，各參與者投入活動，反應熱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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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6 滋味科學： 
「小猪蜜蜜燒」 
 

14 人 7/2013 此活動能讓學生善用暑假作自我充實。參與者均屬中一學生，他們對活

動內容深感與趣，表現投入積極。 

17 佳節樂「FUN」：「奶皇月餅」

工作坊 
10 人 8/2013 此活動在暑期舉行，學生表現投入。透過工作坊，學生能認識中秋節的

食品-奶黃月餅的製作步驟，他們均對其自家製無添加月餅感到十分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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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深水埗藝術文化展及賽馬會創

意藝術中心 
6 人 9/2012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反應正面，並計畫自己定期前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參觀展覽及參與社區文化藝術活動。 
2 皮銀包工作坊 

 
 

19 人 10/2012 小小皮塊，綑上膠帶，看似容易，原來膠帶很容易反轉。同學綑完又拆，

拆完又綑，最困難的是做出一個結實的「尾結」。幾經嘗試，大部份同

學都學會了。立即放上硬幣，高高興興把小小皮銀包帶回家。 
3 藝術蠟燭工作坊 

 
 

18 人 10/2012 
 

幻彩燭台，充滿聖誕氣氛，花了同學不少心思。倒熔蠟和混色的時候，

更是戰戰兢兢，幸而同學都互助互諒，最終完成了。 

4 「觀念藝術展覽」 6 人 10/2012 
 

學生對新穎另類的藝術創作手法和模式感到好奇，透過活動，激發了學

生的思考和聯繫性思維。 
5 中國藝術家岳敏君「笑可笑。

非常笑」藝術展 
6 人 10/2012 

 
學生從藝術作品中認識了不同階段的中國國情、國民對不同政策的反映

以及新中國藝術文化的改變。 
6 'Toppling the World' Dancing 

Show 
6 人 10/2012 由於是現代舞，內容較抽象，學生不易明瞭，感到有點沈悶，但也可増

廣見識。 
7 天主教新民書院「50 週年校慶

標誌創作比賽」 
220 人 10/2012 藉著比賽，學生展現愛校精神。 

8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作品集」

展覽 
20 人 11/2012 

 
學生對是次展覽十分重視。表示參觀這展覽能增進他們對校本評核作品

集的認識，並能更好地計畫自己的創作。是次展覽讓學生有機會觀摩一

些有水準的研究工作簿，令他們掌握工作簿內容，提高個人學習要求。

學生都覺得有所得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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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9 「攝影淺談」講座 18 人 11/2012 講座內容深淺適中，學生能與講者打成一片，氣氛愉快。 

10 寰宇希望長者希望日2013之福

袋繪畫比賽 
5 人 11/2012 透過比賽，鼓勵學生認識社會，關懷老弱，學生樂於參與。 

11 「後直：當代香港攝影」展覽 14 人 11/2012 學生認識一些另類攝影，能擴闊視野。 

12 參觀 20+20: 承傳與分野 — 
韓國與香港陶藝交流展 

6 人 12/2012 學生在現場觀賞韓國大學教授即席示範陶藝雕花技藝，並觀賞 40 位來

自本地與韓國的陶藝名家作品。學生反應熱烈，均認為有助擴闊其視野

及增進其對不同文化藝術的認識 
13 ‘An Origami Art-Shapes our 

Winter Wildlife’ Workshop 
9 人 12/2012 透過利用廢棄的牆紙作摺紙物料，能提高同學的環保意識，轉化所學。

同學表現投入。 

14 中國書畫工作坊 （共兩次） 20 人 12/2012 學生透過學習中國書畫歷史及繪畫技巧，領略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對藝

術修養增益不少，學生對活動感興趣。 

15 「綠色城市」巴士車身設計比

賽 
165 人 12/2012 學生踴躍參與，對環保意念及藝術創作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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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6 書法比賽 
(配合訓輔組主題-禮貌) 

1,756 人 12/2012 學生能認識中國書法或西洋書法。學生透過學習書法，從中領略書法藝

術，亦從是次書法的內容中認識禮貌的重要。在藝術修養及視野上增益

不少，學生表現積極。 
17 手工皂工作坊 

 
8 人 1/2013 學生認識了手工皂的優點，亦認識了它的製作方法。同學表現投入。 

18 中國書畫工作坊 （共兩次） 6 人 1/2013 
學生認識中國書畫歷史，學習書法及繪畫技巧，從中領略中國傳統藝術

文化，在藝術修養及視野上增益不少，學生表現積極。 

19 參觀中文大學藝術系 6 人 1/2013 學生在視藝科中六舊生（現為中文大學藝術系一年級生）帶領下前往參

觀，認識大學的藝術教育及參觀一年級生的作品展覽。 

20 參觀「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九龍塘) 

34 人 1/2013 透過展覽，同學欣賞到其他中學生的優秀創作，對提高個人的學習水

平，有莫大的幫助。 

21 楊秀卓老師新高中視藝教學與

分享 - 藝術與社會關懷 
6 人 1/2013 是次分享包括影片播放、講解、討論及文章閱讀等活動。學生從中瞭解

社會上不同階層人士的生活，明白尊重生命及珍惜自己擁有的幸福。並

學會如何運用社會上不同資源去建構自己的創作，以及不同類型的創作

模式。學生積極參與各種活動，主動提問及回答講者問題，並表示是次

分享內容豐富動人，令他們印象深刻。 
22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九龍塘) 
11 人 2/2013 共 11 位學生作品參展，其中一位獲獎： 

優異獎 Cho Chi Leung 曹鋕良 6VA53/54GA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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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23 「全情『頭』入齊慳水 Cap 帽

設計比賽」  
(與環保教育組   
合作) 

88 人 2/2013 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先認識不同地區水資源的缺乏或污染問題，瞭解水

資源的珍貴，並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養節約用水的習慣，以應付未

來可能發生的水源短缺的情況，再設計出不同風格、鮮艷吸引及帶有不

同珍惜食水訊息的 Cap 帽。學生積極參與，表現投入。 
24 「尋‧情‧100 香港故事：藝術

與文學創作探索」到校講座 
 
 
 

61 人 2/2013 廖偉棠先生主持的講座題目為「潛行城市-詩與攝的雙重顯影」。當中展

示了不同紀實攝影師在不同地區做不同類型的攝影，從中看到人文關懷

與及道德價值的表達。講者並以相片中的構圖、氣氛與及人物的拍攝手

法向同學展示相中的詩意，並講解文字如何與圖片配合表述事情。可能

由於講題較深，部分中三學生為能清楚理解，表現未夠投入。但中四學

生則十分投入，感到獲益良多。 
25 參觀「安迪‧華荷十五分鐘的

永恆」展覽 
(尖沙咀) 

132 人 2/2013 
3/2013 

透過展覽，同學近距離觀賞這位叱吒一時的「大師」的真跡。同學心存

敬佩，靜心觀賞。擴闊了視野，亦為未來的創作埋下根基。 

26 參觀「視覺藝術科公開考試作

品（模擬答卷）展覽」 
 

27 人 2/2013 在導賞員解說下學生對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公開考試卷中不同

類型的題目及其作答模式與技巧，有了更深入的認識。同學反應積極，

並認為，此活動有助他們應試。 
27 ‘Song Dong:36 Calendars’ 

Exhibition 
 

13 人 2/2013 是次展覽讓同學認識到一個中國藝術家的創作歷程，引發同學對創作的

思考，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28 彩虹書法工作坊(專才老師到

本中心教授) 
 

179 人 2/2013 
3/2013 

彩虹書法又叫八彩書法，結合了中國書法和「象形文字色彩美學」，老

師下筆瀟灑，同學依樣畫葫蘆。同學越學越有趣味，要向困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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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29 「九龍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

賽 
2 人 3/2013 增加學生的藝術體驗。 

30 「中國皮影戲演出暨示範講

座」 
102 人 3/2013 皮影木偶主要由牛皮製造，關節可活動。一個皮影木偶有時要由兩個人

操作，演出時要配合中國戲曲。同學時而歡呼，時而拍掌，投入專注。

一個小時的活動，同學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認識，又跨進了一步。 

31 彩麗皮玫瑰花製作班及中國結

製作班 
(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作) 

9 人 3/2013 讓同學接觸不同類別的藝術，認識中國結製作，並豐富課餘生活。 

32 全港學界「光的藝術」創作比

賽 2013(中學組)作品公開展出 
(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作) 

15 人 3/2013 5 位同學作品被大會評為入選作品，而胡芷喬 (瑪利諾神父教會學校中

五級)及徐嘉萃 (九龍塘學校（中學部）中五級)「中學組節能燈飾設計」

入圍獎，作品在數碼港展出。 
 

33 中國結製作班 
(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作)    

15 人 3/2013 學生投入學習製作簡單中國結的結繩技巧，完成作品贈送給安老院長

者，積極投入社區服務。 
 

34 再造紙工作坊 7 人 4/2013 同學透過學習再造紙製作，增強環保意識。 

35 小陶器工作坊 
 
 

7 人 4/2013 
 
 

同學透過學習製作簡單的陶器，豐富個人的創作經驗。 



 

 51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36 「木偶粵劇(一)中國木偶演出

暨示範講座」  
(飛鵬木偶團) 

151 人 4/2013 傳統木偶分為掌中木偶、提線木偶和杖頭木偶。劇中的杖頭木偶高兩尺

半，主角面貌俊美，衣飾華麗，配合中國戲曲來表演，同學都投入觀看，

大開眼界。 

37 平面設計《文化與設計》及《設

計與評賞》工作坊 
33 人 4/2013 學生在導師引導下評賞設計名家的作品，瞭解設計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又於活動中學會平面設計創作要求，以及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學生積

極參與活動。 
38 玻璃熱工創作 16 人 4/2013 同學學習利用微波爐窯，燒製簡單的玻璃飾件。工作坊內，同學投入創

作，製成品已於開放日展出。 

39 玻璃飾品設計 16 人 4/2013 同學把已燒製的玻璃飾件，配合其他物料，製成吊咀、指環、胸針等飾

品。工作坊內，同學投入創作，製成品已於開放日展出。 

40 漫畫與文化工作坊 277 人 4/2013 學生在導師引領下嘗試以漫畫表達自己及新一代的生活文化。學生積極

參與活動。 

41 窯燒玻璃瓶 7 人 4/2013 廢玻璃瓶經陶窯燒製，可以重生再用，學生甚為驚訝，亦加深了環保意

識。 

42 烙畫 7 人 5/2013 用電烙器在樹皮木上烙畫，同學都小心翼翼，成品大方、古樸，人見人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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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43 「書法比賽」展板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5/2013 在地下大堂展出學生的得獎作品。圍觀者眾，學生樂意看見自己的作品

被展覽。 

44 參與及參觀第一屆香港觸感藝

術節 
5 人 6/2013 學生的作品是由視藝科與科技與生活科合作而成。另有學生參與「第一

屆香港觸感藝術節」中的全日工作坊，學會以不同物料及方式創作。透

過是次活動，學生除了學會以非一般藝術原料創作之外，更對失明人

士、質感與想像等事物有深刻的體會。學生反應熱烈，積極創作和參與，

對自己能參與深感愉快和滿足。 
45 「藝術小天使」計劃 

(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作) 
15 人 6/2013 學生投入義工服務。 

46 手繪蠟染工作坊 15 人 7/2013 此活動在暑期舉行。學生學習上蠟技巧及擦染技巧，製作了小手巾及環

保布袋。學生掌握得不錯，反應很好。 

47 趣緻音樂盒工作坊 21 人 7/2013 
 

此活動能讓學生善用暑假作自我充實。學生在音樂盒表面塗上塑膠彩，

運用平塗、混色、重疊、漸變和海綿印等不同技巧，各有各精彩。貼上

閃鑽後，成為華貴悅目，獨一無二的音樂盒。學生很享受這一次的學習。 

48 創意擦膠工作坊 
 

21 人 7/2013 
 

此活動在暑期舉行。神奇的材料，表面上是普通的泥膠，在滾水中灼二

十分鐘後，便成為實用的擦膠。學生不怕髒，努力搓、掐、拼，最後完

成一塊塊精美的擦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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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參觀香港文化博物館粵劇文物

館 
44 人 11/2012 學生積極投入參與活動，留心聆聽導賞員講解，並完成研習工作紙。學

生從參觀活動中加深了對粵劇音樂文化的瞭解。 
2 上學期音樂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2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從專題展覽、音樂廣播及影片放映中對「披頭四」

音樂及其影響增進了解。 
3 音樂科創意雙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2 學生對活動反應良好，並對展示的高中音樂學生的原創及改編作品感興

趣。 
4 參加「戲棚粵劇齊齊賞」 4 人 1/2013 學生往西九大戲棚觀賞現場粵劇折子戲演出，對粵劇音樂及文化加深了

解。 
5 參觀香港文化博物館粵劇文物

館 
2 人 3/2013 學生透過參觀展品及互動內容，對粵劇音樂的元素加深了解。 

6 下學期音樂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5/2013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從專題展覽、音樂廣播及影片放映中對「貓王」

皮禮士利的音樂及其影響增進了解。 
7 2013 年聯校音樂比賽 11 人 7/2013 參賽者在獨唱項目、樂器獨奏項目及樂器合奏項目皆表現精湛及投入比

賽。是次比賽促進了同學間音樂上互相交流及切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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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高中課程資訊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2013 學生透過投影片播放，對本中心開辦的高中課程內容加深了解。 

2 升學及就業輔導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5/2013 學生透過專題展板及投影片播放，對香港中學文憑試評核制度、本中心

開辦的高中課程內容及各科目的升學就業路徑加深了解。 
 
訓輔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標語創作比賽」主題禮貌 339 人 11/2012 透過比賽，學生加強了對禮貌的認同和實踐。 

2 班際秩序比賽 全中心的學生 3/2013 
4/2013 

學生反應良好，投入活動。 

3 好故事---開拓心靈空間展板 全校 6/2013 同學能從小故事中領悟生活智慧及做人道理，潛移默化、活出精彩人生。 

4 德育文章及金句資料 
 

全校 全年 各科老師透過內聯網下載合適文章/金句、或透過「圖書館」活動，與學

生探討相關課題，或融入教學當中。學生透過開放式討論而加以判斷及

作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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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香港居民擁有的權利」展板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2 讓同學認識自己的公民權利。 

2 公民教育劇(一) 60 人 11/2012 學生投入活動，教育同學們消除歧視，學會互相尊重、平等對待。 

3 公民教育劇(二) 80 人 11/2012 學生投入活動，教育同學們消除歧視，學會互相尊重、平等對待。 

4 班際課室整潔比賽 
 

中一至中三 12/2012 學生反應積極 

5 「愛回歸、愛香港、愛國家」

口號創作比賽 
10 人 12/2012 學生投入活動 

6 「中國農村兒童的健康夢」展

板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2013 學生投入活動 

7 全港學界「光的藝術」創作比

賽 2013(中學組)作品公開展出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15 人 3/2013 5 位同學作品被大會評為入選作品，而胡芷喬 (瑪利諾神父教會學校中

五級)及徐嘉萃 (九龍塘學校（中學部）中五級)「中學組節能燈飾設計」

入圍獎，作品在數碼港展出。 
 

8 中國結製作班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15 人 3/2013 學生投入學習製作簡單中國結的結繩技巧，完成作品贈送給安老院長

者，積極投入社區服務。 
 

9 彩麗皮玫瑰花製作班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15 人 3/2013 學生投入學習製作彩麗皮玫瑰花，完成作品贈送給安老院長者，積極投

入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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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0 「珍惜海產」展版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4/2013 帶出保育海洋的訊息，人類應該依季節、依種類、依捕魚的漁具漁法來

選擇消費的海鮮，這樣對海洋就是一個永續經營與利用。 
11 「藝術小天使」計劃  (與視覺

藝術科合作) 
15 人 6/2013 學生投入義工服務。 

 
 健康及衛生小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認識流感」展版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0/2012 學生踴躍，投入參觀展板。 

 
圖書館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圖書館學生大使計劃 
 

10 人 11/2012 學生踴躍參與策劃全年閱讀推廣活動。 

2 閱讀創意推廣日 20 人 7/2013 此活動在暑期舉行。學生全力參與創意閱讀，學會創意方法及完成 3 份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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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多菜少肉，慳水生活」展板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2 學生瞭解種植食物與飼養牲畜在用水量上極大的差別，意識到多點素食

少些肉食才是對生態環境更好的生活方式。中英對照，令不同國籍的同

學均能看得懂。 
2 「全情『頭』入齊慳水 Cap 帽

設計比賽」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88 人 12/2012 
至 
2/2013 

學生瞭解在個別地區已經存在及全球即將面臨的水危機問題等知識

後，以尊重大自然和日常節約用水為主題創作，並明白到藝術創作與現

實和日常生活之間息息相關的聯繫，並具有啟發思維的影響力。同學均

樂在其中，參與積極。 
3 寓環保於創作 

（使用廢棄物料於藝術創作

中） 

65 人 1/2013 
至 
5/2013 

學生在創作上或創作時運用不同類別的廢棄物料作為創作之用或循環

使用以廢棄物料作調色或其他用途，學習減少浪費及建立循環使用物料

的習慣。學生對「循環再用」物料的反應正面和積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