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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顧問：
馮以浤先生

專業發展顧問：
鄭燕祥教授
曾永康博士
郭偉祥校長
李孟正校長

的話

程介明教授
黃毅英教授
陳德恒校長
黃光啟校長
洪楚英校長

感謝各會員學校同工的支持及幹事的信
賴，本人繼續連任新一屆幹事會主席。
適逢去年教育改革，新高中課程的推
行，各幹事委員及顧問仍本著對教育的
滿腔熱誠，默默耕耘，發揮團隊合作精
神，完成繁重的會務工作及推廣活動，
在此對幹事及顧問們的貢獻致以衷心感
謝。

義務法律顧問：
劉汝琛律師

義務會計師：
江子榮會計師

本會在過去一年，致力提高香港中、小
學的課外活動質素，為促進專業交流，
籌辦了各類型研討會、工作坊、專業管
理課程，中小學管理證書課程更合併為
全新課程，配合時代的需要。同時亦致
力團結課外活動同工，推動本土文化活
動，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11年度第廿八屆幹事會：

為方便會員學校，在徵詢顧問意見及與幹事會商議後，本屆幹事會提出
修改會章動議，將會員學校會費改以學年計算及加入個人會員，並在會
員大會中獲得通過。本人將繼續以「多元經歷，全人發展」為宗旨，與
幹事們繼續盡心盡力為協會服務，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協會活動，携手發
展本港學校課外活動。

劃
計

作
工

林偉才

附設委員會

週年

主
席 ： 林偉才先生
副主席(中學) ： 文達聰先生
副主席(小學) ： 朱惠玲小姐
義務秘書(中) ： 羅愛萍小姐
義務秘書(小) ： 梁慧盈小姐
義 務 司 庫 ： 黎志明先生
編
輯 ： 鄭愛遠先生
委
員 ： 陳家明先生
黃家榮先生
陳潤華先生
陳國柱先生
曾婉堯小姐

資訊科技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陳家明先生
黎志明先生
王席雄先生
陳國柱先生

編輯委員會（會訊及網頁）：
鄭愛遠先生（召集人）
洪妍卿小姐
曾婉堯小姐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生態遊：香港地質
公園（新界東—
糧船灣/萬宜地
質）

6月

陳潤華先生（召集人）
黃家榮先生
羅愛萍小姐
王席雄先生
蔡南生先生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召集人）
李孟正校長
宋燕玲小姐
鄺文慧小姐
朱惠玲小姐
林偉才先生
編
印
督 印 人
編
輯
出版月份
承
印

：
：
：
：
：

2012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有限公司
林偉才先生
鄭愛遠先生
2012年5月
興業印刷公司

韓國教育交流考察

5月

2月

新教師研習
課程

全國野生動物保護科
普教育基地 之 香港校
長長隆訪問交流團

8月

9月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體驗日

福利委員會：
黃家榮先生（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梁慧盈小姐

2011

生態遊：香港地質
公園（走進印洲塘
海岸公園）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
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
— 「學生活動教育
文學碩士課程」

9月

昂坪360活動教室系列教室工作坊
課外活動專業發展研討會暨協會
2011年度會員大會

6月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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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Ο一Ο年度幹事會會務報告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10年度（第廿七屆）
幹事會會務報告

主席林偉才
簡介
本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並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小學
支部，在歷屆主席及幹事帶領下穩步成長。為優化
會務，在本會顧問的支持下，本會在第十六屆會員大
會正式通過修改會章，由二零零一年起合併中小學兩
部。幹事會現由十二位中、小學會員學校代表組成，
在精簡架構及資源重組後，本會更具代表性及更能照
顧中、小學會員學校的不同需要，現今本會中、小會
員學校享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本會於二零零三年四
月十一日正式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No: 845300) 及慈善
團體。本年度本會各幹事及顧問均致力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以「均衡教育、全人發展」為綱領，在學術與
實務並重的大前提下，促進本會會務及會員的專業發
展，並致力提昇本會形象及專業地位。
2010年度（第廿七屆）幹事會順利於2009年12月5日之
會員大會中經選舉誕生，並於2010年1月8日之新舊幹
事會聯席會議中互選職位，幹事會同時邀請部份資深
人士為本會顧問及特邀委員。是屆顧問、幹事及附設
委員會名單如下：
創 會 顧 問：
專業發展顧問 ：
		
		
義務法律顧問 ：
義 務 會 計 師：
義務醫事顧問 ：

馮以浤先生
程介明教授
鄭燕祥教授
曾永康校長
陳德恒校長
黃光啟校長
李孟正校長
劉汝琛律師
江子榮會計師
李家仁醫生

黃毅英教授
郭偉祥校長
洪楚英校長

林偉才先生
文達聰先生
朱惠玲小姐
羅愛萍小姐
梁慧盈小姐
黎志明先生
鄭愛遠先生
陳家明先生
陳國柱先生

資訊科技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 (召集人)
陳家明先生
黎志明先生
陳國柱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陳潤華先生 (召集人)
黃家榮先生
羅愛萍小姐
蔡南生先生

		

福利委員會

		
		

黃家榮先生 (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梁慧盈小姐

王席雄先生

王席雄先生

本會在過去一年，致力提高香港中、小學的課外活動
質素，為促進專業交流，籌辦了各類型研討會、工作
坊、專業管理課程，教師培訓及課外活動比賽，協辦
境內、境外師生學習活動，並出版兩期會訊。現簡報
於下：

會務方面
1. 本會於每年十月中旬開始招收下年度學校會員，
2010年度有中、小學會員學校170間，其中中學會
員學校有140間，小學會員學校有28間，中小學有1
間，特殊1間。
2. 本年度幹事會共召開會議8次，共商會務。
3. 本會增加聯絡電郵：info@hkeama.org.hk，加強與
會員的溝通。

2010年度（第二十七屆）幹事會：
主
席：
副 主 席 (中學) ：
副 主 席 (小學) ：
義 務 秘 書 (中) ：
義 務 秘 書 (小) ：
義 務 司 庫：
編
輯：
委
員：
		

		
		
		
		

4. 本會繼續為香港教師中心的「學科團體」，並接獲
香港教師中心同意以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一樓
W106室用作為通訊地址。

黃家榮先生
曾婉堯小姐

陳潤華先生

附 設 委 員 會 ：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李孟正校長
宋燕玲小姐
鄺文慧小姐
林偉才先生

		

編輯委員會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洪妍卿小姐
曾憲江先生

朱惠玲小姐

5. 本會繼續協辦由香港珠算協會及香港多元智能教育
與研究學會主辦之2010年《多元智能盃》香港區珠
心算暨數學大賽。
6. 本會支持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及渣打銀行主辦之馬
拉松101教育計劃，並給予舉辦課外活動之專業意
見。

研討會及講座
曾婉堯小姐

1. 2010年6月29日於香港青年協會會堂舉辦27周年專
業發展研討會，「服務學習新路向：燃亮生命、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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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人生」。本會首次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並得到
總幹事王䓪鳴博士全力支持，並透過主題演講，與
老師分享青年教育的經驗；研討更邀請路向四肢傷
殘人士協會派員參與，講解社會企業的概念，令老
師對社企有新的認識。
2. 2010年12月11日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
育研究所合辦 「前輩匯聚談活動：今昔與未來」
專業發展研討會，邀得本會創會顧問馮以浤先生、
前副主席刁綺蓮助理副校長擔任論壇嘉賓；並由香
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致開會詞及致送紀念
品，同日舉行2010年度會員大會。

研究調查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合作，進行《香港中
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本計劃將訪問全港中學
課外活動主任，研究舊學制和新學制下，中學推行課
外活動的情況。研究初步結果在2010年度會員大會，
作公開發表。

現職教師及準教師培訓
本會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於2010年8月11日在香港教
師中心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的新教師研習課程已
順利完成，本會負責一節核心課程，課題為 「活動
與你」，分中、小學兩組，合共約二百多人出席該課
節。小學組由陳潤華負責主講，而中學組則由陳家
明、黃家榮負責主講，學員反應熱烈。

考察交流
2010年5月15日，本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文化
生態綜合資源中心合作，舉辦『大澳漁村生趣之旅』
教師工作坊，介紹本土文化，讓老師深入認識香港漁
村的演變，會員反應熱烈，短時間內已經滿額。

會訊及刊物
於五月及十二月分別出版了第39及40期會訊，由本會
編輯鄭愛遠及編輯委員會負責；並繼續加入特色學校
活動介紹，歡迎各會員學校推介、投稿或安排專訪。

專業發展課程
聯誼活動及會員福利
1.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合
辦兩年制「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巳進入第
六個年頭，反應踴躍，今年收生達38人。此課程每
年一月招生，九月開課，香港中文大學「中學/小
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畢業生修讀此課程
可獲豁免部份學分。
2.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之一年制
「中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本會顧問曾
永康博士任課程主任，洪楚英校長、課程及學術委
員會宋燕玲、鄺文慧主席任助理課程主任，邀請資
深講師任教。本學年學員人數30名，報名人數踴
躍。
3.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之一年制
「小學課外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本會顧問李
孟正校長擔任課程主任，副主席朱惠玲及課程及幹
事林偉才任助理課程主任，邀請資深講師任教。本
學年學員人數28名。
4. 現隨著香港中小學的課程改革，學生活動有著新的
發展，其教育功能亦更備受重視，這為統籌及帶領
各類學習活動的中、小學老師帶來了新的挑戰。有
見及此，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
與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將於2011年1月，推出全
新設計的「中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
以整合並優化原有之兩個專業文憑課程。
5. 本會委託東瀛遊代辦，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合辦專業
外遊領隊課程，提升課外活動主任的專業知識，增
加老師帶領遊學團的信心；本會更獲得聖文德天主
教小學借出場地，使課程得以順利進行。

1. 各專業顧問和幹事會委員於農曆年期間拜訪創會顧
問馮以浤先生進行新春團拜。
2. 由中國數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與香港多元智能教育
與研究學會主辦，本會協辦之「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教練員證書培訓」課程，本會會員學校老師繼續以
優惠價報讀。

其他
1. 主席林偉才代表協會出席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及渣
打銀行主辦之馬拉松101教育計劃的啦啦隊比賽，
並擔任嘉賓評判。
2. 主席林偉才代表協會出席，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
發展中心「專題研習匯報」決賽評判。

總結
最後，本人謹代表幹事會多謝各會員學校的支持，本
人更多謝本屆各幹事委員及特邀委員的衷誠合作，本
著教育理想提供無償服務，使本會在各顧問的匡扶與
指導下，會務得到蓬勃的發展。本會同仁將繼續努力
為會員學校提供優質服務，以促進香港中、小學課外
活動的發展，並配合當前的教育及課程改革，結合本
會龐大的會員網絡，對會員學校提供支援，使學生能
透過各類學習活動獲得全面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得以
全面發展，並藉此提高本會及會員學校成員之專業地
位，對香港及國家的教育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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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合辦

課外活動專業發展研討會 暨
協會2010年度會員大會
本會幹事鄭愛遠老師

主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前輩匯聚談活動：今昔與未來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9:00—下午12:30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壁樓二號演講廳

渠道提出課外活動的重要性，故而在八十年代初，課
外活動這話題比較熱門。在1983年，中大教育學院和
教育處合辦了一個「中學校長課外活動研討會」，研
討會反應熱烈，當時大約四百多間中學，有近三百個
校長出席。這研討會的結果，是在1984年成立了「課
外活動主任協會」。同時，在67年暴動後，政府鼓勵
中小學生多關心香港，希望他們熱愛香港。當時的港
督麥理浩希望建立一種香港意識、認同。於是在課外
活動加添了關心社會的元素，就是宗教社會等等活
動。而當時沒條件辦音樂、體育等活動的學校亦辦一
些學術學會。於是中文學會，英文學會、地理學會等
等便出現。馮先生認為課外活動在香港的發展與西方
有不同的地方，但這是因為要適應香港的社會，故是
合宜的。
至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的課外活動也發展良
好。但到九十年代，課外活動開始有點變質。香港在
回歸之後要緊跟國內。於是提出課外活動的目的是全
方位學習。馮先生認為課外活動的重點不是學習，而
是好玩，故而提出課外活動「至緊要好玩」的說法。

本會今年度之專業發展研討會一如以往，與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
研討會先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
教授致歡迎辭，並由盧教授向各嘉賓致送紀念品。
是次研討會由本會創會顧問馮以浤先生帶領曾永康博
士、德愛中學校長沈彩蓮博士，以及妙法寺陳呂頌德
紀念中學助理校長刁綺蓮女士討論課外活動的今昔發
展及展望。
馮以浤先生首先談及課外活動之緣起。他指出課外活
動的概念自古有之，而香港作為早期一個英國的殖民
地，早期教育集中在皇仁書院、拔萃男書院、聖保羅
書院及聖若瑟書院，因而論及課外活動直到戰後初期
亦主要以這四間學校為主。而在中文中學之中，比較
重視課外活動的是培橋學校、培正書院這兩家。
課外活動直到七十年代也不受重視，但經過1966和
1967年的暴動之後，政府建議多辦活動以疏導青少年
的精力。而由1967年開始，政府鼓勵學校及其他青年
團體舉辦暑期活動給學生，目的正是消耗他們多餘的
精力。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越來越多人在不同

沈彩蓮博士則分享了她的個人經驗。她認為在學習以
外亦可以有東西讓學生發揮、輕鬆一下。課外活動對
學生來說，該是在開心之餘，潛移默化地學到一點東
西，例如人際溝通。而在課外活動當中，更重要的，
是師生關係的建立，平日可能上課時，老師對學生會
有要求，而學生對老師亦有責任。但完了課堂，其實
彼此是可以一起分享興趣的。在這當中，學生學到技
術、與人溝通的技巧、如何面對失敗，這種學習是一
個經驗的學習，不是那種要寫出來告訴別人今天學了
甚麼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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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外活動的學與教問題之上，沈彩蓮博士認為雖然
籌劃課外活動時，應由學生做主導，老師協助。但老
師的角色之重要及艱難之處，在於既要放手讓學生
做，但又要容許他們出錯，好讓他們學習。因而沈彩
蓮博士認為非課堂的課外活動也是教學，而且還是心
血很大的教學，並期望教育當局能投放更多資源。
刁綺蓮女士認為課外活動的角色在學校中，一定有反
對聲音，問題是有心的老師該如何為學生爭取。她提
出了一個思考方向，就是如果把課外活動的元素放回
學習中，課堂便能更為有趣。

刁綺蓮女士則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談及了過去在不同
崗位上是如何提倡課外活動。她指出現在是在學校層
面營造一個融和的氣氛，提倡學校的關愛文化，其中
主要便是將課外活動和輔導這兩個理念結合，舉辦如
敬師愛生週的全校性的活動。活動令同學老師互相明
白對對方的珍惜之情，而這是在一個很輕鬆、沒有壓
力的環境下舉行，因而大家也享受那刻的開心、建立
的關係。

馮以浤先生表示，課外活動最重要還是讓學生參與，
讓他們犯錯，在適當時候給他們一點意見改正。要做
到這點，老師一定要與學生一起參與。因而老師參加
課外活動，其實壓力很大，所需時間也多。解決時間
不足的問題的方法，即是少做不重要的教學工作，例
如批改習作。他認為教學最重要的該是備課，而備課
之餘最重要的是，是與學生一起參與課外活動。參加
課外活動，在適當時間稍為提醒，便做了最大的教育
工作，對學生最有好處。
對於老師在課外活動的參與方面，台下有同工表示有
很多老師只願意帶領感興趣的活動，而他們在分配工
作時，亦會很量化地計算這些非教學的工作量。若校
方不將活動計算在老師的工作量，這樣會令同工不想
承擔額外的工作，因為他們不知道會否有時間帶領活
動，或者實際上根本沒有這麼多時間。
馮先生回應說，學校通常有課外活動委員會，這委員
會決定全校的課外活動。這委員會通常也會制定規
則，譬如說如要開辦新活動，如能召集到一定人數便
能開辦。如果有這章則的學校，老師找到十多個有興
趣的同學便可成立學會。當然，第一年，同工不能要
求計算工時，但到第二年，若可持續，便正式成為這
委員會屬下的學會。

其後數位亦談到年輕時玩的課外活動。馮先生說他在
中學時熱衷籃球、足球、乒乓球。直至當教師，也是
一樣的和學生玩成一塊，因而與學生熟絡。而在學生
的經驗方面，學生在參與傳統的課外活動時，因為容
許他們自己去辦，從而能夠培養辦事能力，這點亦是
課外活動的真締。
而沈彩蓮博士發現，對學校最有歸屬感的，是參與課
外活動的學生。學生當被問到對學校哪些地方最感恩
時，他們的回應都是有關課外活動。相反，好像沒有
甚麼學生會說在課堂上學到甚麼，當然他們也會感恩
說老師備課充足，但他們記得的經驗大多是和課外活
動有關。
刁綺蓮女士則指現在下課後，她會隨學生自由去玩，
並會想一些環保、花費不多的活動讓學生參加。學生
在過程中能學到東西，而又覺得沒壓力。學生也很留
戀這個地方。有些學生還會變相當了校園大使去招待
嘉賓。

而沈彩蓮亦表示，學校也可鼓勵學生自行組織活動。
而在學校方面，如果每一個老師也只參與自己有興趣
的活動，那對學校也不好。畢竟學校是一個大組織，
學生有不同的才能，故而學校需要不同的組織。如果
所有人只願參與受歡迎的事，那對學生的栽培也不平
衡。但她認為同工若有聲音，不妨向校方提出。當校
方看到方向是對的，資源調配自然更可調節。她覺得
是可以協調的。

程序表
09:00-09:15 登記/報到
09:15-09:30 致歡迎詞及致送紀念品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
09:30-10:15 專題論壇—「前輩匯聚談活動：今昔與未來」
創會顧問馮以浤先生及本會專業發展顧問
10:15-10:30 答問時間
10:30-10:50 2010年度會員大會
10:50-11:00 茶點
11:00-11:20 「中小學學生活動管理專業文憑課程」啟動禮
11:20-11:40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校友會啟動禮
11:40-12:00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問卷調查報告
12:00-12:30 總結及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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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考察活動花絮

教師工作坊

走進印洲塘海岸公園
印洲塘海岸公園位處香港東北面， 鄰近船灣郊野公
園。由於該處的生境地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 政府於
1996年把印洲塘及荔枝窩一帶的海岸列為「印洲塘海
岸公園」， 加強保育工作。
有「小桂林」之稱的印洲塘， 是生態旅遊的熱點，
十分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生作科本考察或環保活動。讓
學生走進大自然，學會欣賞，學懂珍惜。
在印洲塘海岸公園中，遊客可欣賞到典型的圍村建
築，具傳統智慧的風水林，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泥灘，
面積廣闊的紅樹群落及富神話色彩的地形。

本會幹事陳家明老師

本年2月26日，本會趁著春回大地之時，舉辦了一次教
師工作坊，以先遣行程（Pre-trip）形式，讓經驗的導
賞員與老師們作互相交流及分享。行程中，除了認識
每個導賞景點外，老師更可利用是次活動的「導賞資
料冊」，把路線設計例子、分組方式、工作紙樣本等
資料，帶回學校，為日後擬辦的活動作準備。
是次活動，本會選擇了海上交通，讓老師欣賞到「印
洲五寶」的獨特景色。總結行程，老師們均對活動表
示滿意，並期望不久將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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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質公園—
糧船灣/萬宜地質

本會幹事陳潤華老師

六角狀火山岩柱群的陸上遊覽路線，
較適合初中生及小學生參加。我們的
參觀路線包括西貢糧船灣及萬宜水庫
一帶，並可欣賞一億四千萬年前由超
級破火山口形成罕有的六角柱石群、
地殼運動引至的摺曲、斷裂及岩脈入
侵等地質地貌。此外，當天的導賞員
更沿途解說萬宜水庫建造的歷史背
景、對當地「客家人」生活文化的影
響及保育地質公園的概念。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挪威時
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宣布，接
納香港國家地質公園加入為世界地
質公園網絡的新成員，而香港地質
公園今後正式成「世界級」地質公
園，並命名為「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
園」 （節錄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
頁）。』
香港地質公園已是教育界的熱門課
題，而本會亦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舉辦
了「香港地質公園—糧船灣/萬宜地
質」教師工作坊，並希望藉此協助老
師們在校內籌組相關活動及推廣地質
公園保育與可持續發展的訊息。

是次活動除加深了我對香港地質的認
識外，更讓我在地質公園保育方面，
上了寶貴的一課。一貫以來，我們的
已有知識告訴我們，香港山多平地
少，並且非常缺乏天然資源，但依靠
着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香港得以
繁榮昌盛。然而在政府缺乏長遠發展
策略及保育計劃下，「維港」可能很
快從地平線上消失。所謂前車可鑒，
保育香港地質公園已是刻不容緩的課
題，身為育人事業最前線的同志們，
愛香港、愛地球，「出手」吧！

香港地質公園包括「西貢火山岩區」
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區」兩大園區，
而兩個園區內再細分為八個景區（見
表一），根據各景區的特點和情況，
設計了八條陸上遊覽路線和兩條海上
遊覽路線，供遊人參考。而是次行程
選定了「萬宜地質步道」為目的地，
此線道是香港地質公園內唯一可欣賞

【籌組活動小錦囊】
參觀「香港地質公園」基本上會分為
「陸線」及「海線」，「萬宜地質步
道」是唯一可考察六角柱石羣的「陸
線」，較適合初中及小學生。
如計劃使用旅遊車遊覽「萬宜地質步
道」，必先分別向水務署及漁農及自然
護理署申請「禁區紙」。
部分島嶼及沿岸地區難以到達，不宜登
岸，只宜安排乘船由「海線」遊覽，而
成本則比較貴；同時，亦需避免在十月
至四月吹強勁東風期間前往島嶼考察。
切勿攀爬岩柱或踐踏遭受嚴重風化或侵
蝕的岩石表面，亦須留意鬆散或光滑的
岩石，以免發生意外。
活動前，請先將地質公園保育的訊息帶
給學生。

【實用資料】
大埔環保會

表一：香港地質公園八個景區

服務： 大埔地質教育中心
馬屎洲自然教育徑導賞
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導賞團
網址： http:// www.taipoea.org.hk/tpgeopark
電郵： tpgeopark@taipoea.org.hk
電話： +852 2667 0996 / +852 2667 0992

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

東平洲

印洲塘

赤門

赤洲—黃竹角咀

橋咀洲

甕缸群島

果洲群島

西貢火山岩園區

糧船灣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
服務： 郊野公園之友會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
荔枝窩自然步道導賞
蓬瀛仙館吉澳地質教育中心
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導賞團
網址： http://www.rocks.org.hk
電郵： aghk@rocks.org.hk
電話： +852 9200 5760

西貢區社區中心（拉闊自然）
服務： 西貢地質文化資訊中心
西貢火山岩園區導賞團
網址： http://www.ecotoursaikung.com
電郵： ecotour@skdcc.org
電話： +852 2792 1762

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岩石學堂」活動室
對象：
人數：
語言 :
日期：
時間：
費用 :

中、小學學生
最多30人
廣東話
逢星期一、三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10:00-12:00；下午2:00-4:00
活動費用全免，但學校須自行安排交
通接載學生前往及離開活動地點。

香港地質公園
網址： http://www.geopar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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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交流考察

(2011年5月21∼25日）

環保篇
廢棄物質源化技術分享
本會副主席（小學）朱惠玲老師
香港因垃圾堆填區的選址問題﹐引起社會激烈討論。本
次韓國考察，讓我們有機會實地體驗韓國人民如何利用
集體智慧，將垃圾成為夢的資源，令填埋場以夢幻樂園
重新誕生。

1992年填埋垃圾時的填埋場

首都圈填埋地約20平方公里的
綠色填埋場﹐距離首爾有40分
鐘的路程。作為世界最大規模
的單一填埋場，每天平均運到
填埋場並衛生填埋達的垃圾有
18000噸，包括首爾、仁川、
京幾道地區2400萬市民排放的
生活垃圾、建設垃圾、工廠垃
圾。填埋垃圾之後所產生的甲
烷氣體和滲濾液等以尖端技術
進行處理。
在技術人員的適當處理下，垃
圾將成為很好的資源。填埋場
2011年綠化了的填埋場

正在運行利用填埋場內所產生的甲烷氣體，推動50
兆千瓦的發電設施，每年生產的電力價值451億韓幣，
並從聯合國獲取39萬4千噸二氧化碳的減排權。填埋場
由廢資源能源城、資源能源城、生物能源城、環境文
化區合組成“首都環境能源綜合城”，將於2020年竣
工﹐計劃每年生產280G卡能源，由此取代192萬桶原油
效果﹐相當於減少排放二氧化碳117萬噸的效果，減低
地球的溫室效應。

運載垃圾車輛進出填埋場地都進行嚴格的清潔措施

這個世界最大的填埋場﹐將分階段營造為首都圈市民的
環境主題公園—“夢幻樂園”，連同2011年完工的
“京仁阿拉航道”等週邊地區營造為“世界最大填埋
場—世界最佳環境旅遊景點”。2014年“仁川亞運
會”高爾夫球、游泳、賽馬等項目亦將在此舉行。
韓國人民推動低碳生活，推動環境建設的可持續發
展，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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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篇
Drawing Show — 彩繪秀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陳淑琳老師
難忘總叫人回味！
記憶猶新，腦海尚有很多片段，耳朵還聽到此起彼落
的呼叫聲，拍掌聲，身體像是仍沉醉在當時當刻，那
氣氛是抹不掉的！可曾看過讓你有喜出望外的文化表
演？
韓國彩繪秀Drawing Show是將美術，繪畫技巧和特
殊效果融為一體的演出，表演者在強烈的音樂節拍，
用手指塗上顏料後，以飛快的手勢，直接塗畫或是以
潑灑方式，只需數分鐘就能繪畫出美麗的圖畫，沒有
重畫的機會，每一筆都快而準，未到最後一刻也估不
到，猜不透。更精彩的是以建築投影藝術來配合整個
彩繪秀演出。藝術品變得更精緻化，更具震撼力。設
計師試圖用3D影像讓台上建築的一板一木及平面的作
品看起來就像賦予生命力，會隨著音樂自由移動、伸
縮。帶給觀眾們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視覺新感受。
就凝聚著大家的焦點，不想分心，屏息靜氣地等待
著，要追看個究竟來。表演者終於停下來了，幹嘛仍
是看不通，猜不透......再看他把大畫板一分為四，頓時
成為四幅獨立畫作，更看不通，更猜不透......表演者就
舞動著每一塊組件，像拼圖、像扭計骰，轉轉不同的
角度，再次拼合，看！眼前的盡是驚訝......畫中的他
......米高積遜出現了！
這種不需要語言的表演，絕對可以讓任何人都能感受
到這個「奇妙的繪畫音樂會」文化，沒有語言的障
礙，也能溝通，欣賞，甚至交流。
我想香港的學生對這活生生，充滿創造力，像魔法幻
影般的繪畫秀，真正的擴闊視野，打破框框，一定帶
來無限的靈感。

眼見那位技藝超凡的創作人，在大畫板上塗塗抹抹，
看得見色彩斑爛，聽得到節拍牽動著情緒，感覺到表
演者身體的節奏，配合著燈光投映，台下觀眾那份熱
切期待，像活火山的溶岩翻滾著，心中卻像小朋友
般好奇，腦裏旋轉著帶著千百個問號，還未到最後一
刻，總是猜不透究竟是什麼呢？內心的疑惑及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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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活動介紹

1

2

5

3

6

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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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UNDESD香港獎勵
計劃
3. 中國ESD實驗學校
4. U8攜手共進計劃
5. UNDESD香港項目
學校
6-7. 東亞兒童藝術節
8. UNESCO東亞地區
會議
9. 成立春茗
10. 學生論壇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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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服團隊介紹—獅子會禁毒先鋒隊

獅子會禁毒
先鋒隊介紹
本會幹事曾婉堯老師

鳴謝： 獅子會禁毒先鋒隊參贊
林建強PMSM 先生接受訪問及提供資料

關於野外定向的活動，以「模擬緝毒」為主題，要求
隊員分成若干小組，小組需要按所得資料，用最有效
的方法在野外地方尋找毒品的確實位置。尋找的過程
中，隊員需要互相協作，解決過程中的問題，提升學
生的協作及解難能力。

禁毒先鋒隊致力推動禁毒訊息，讓新一代年青人能建
立健康積極的價值觀，成為一個愛國、愛港、愛己的
良好公民。本隊著重宣揚禁毒訊息外，同時著重培訓
年青的領袖能力，好讓他們都能成為社會楝樑，為社
會出一分力。

此外，隊員還可透過「WAR GAME」，學習如何在
逆境中解決問題，親自體驗在較大壓力下，小組又如
何在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學習與隊員溝通、照顧
隊員，培養團結的精神。

「禁毒先鋒，由我做起」

「愛國愛港」，以我為先；
「我們服務」，力行爭先

配合現在急速的社會發展，禁毒先鋒隊籌辦多元化的
活動，讓隊員可以透過不同經驗的積累，認識毒害，
由關心自己健康開始，推己及人，關心社區的年青
人。

特色活動舉隅 (1)—參觀警察博物館

為了鼓勵隊員積極參與活動，禁毒先鋒隊設立了獎章
制度（見附表），隊員可透過參與「領袖訓練」、
「公民、國民教育」及相關的專題研習得到學分；又
可以參與「軍式訓練」及社區服務取得學分，爭取金
章。藉著這些訓練，讓隊員既有愛國心，更有服務人
群的使命感。

附表：獎章制度
獎章
所需學分

銅
200

銀
500

金
1000

訓練、培訓學分計算

只聞毒品的禍害，又怎能比得上親眼見證呢？禁毒先
鋒隊的隊員有難得的機會參觀警察博物館，他們藉此
機會能深入了解毒販運毒的方法、毒品的種類以及制
毒工場的情況。透過參觀、警員講解，學生對「毒」
的認識有深刻印象，更能加強他們的警覺性，防止毒
害禍延至自己及身邊的朋友。

特色活動舉隅 (2)—野外定向、WAR GAME

領導才能訓練
每課得分

堂課
15

登山任務
30

宿營任務
50

團隊組織訓練
每課得分

堂課
15

登山任務
30

宿營任務
50

堂課

參觀考察

優秀論文

15

30

30

堂課

參觀考察

15

20

公民、
國民教育
每課得分
專題、
興趣活動
每課得分

優秀論文、
報告
30

軍式訓練、服務執勤學分計算
步操訓練得分
服務執勤、
禁毒宣傳工作、
維持秩序服務
士官、尉官
領導才能

每10次
良好記分
10分
每小時
10分
指揮官
嘉許服務
紀錄冊上
註錄嘉許

每10次
優異記分
20分
每10次
優異記分
20分
高級指揮官 部隊主席兼
嘉獎狀
總指揮官
頒發及註錄

嘉獎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