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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邀請學校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全新項目 

以自然保育為題進行 STEM 教育 

 

適切的 STEM教育項目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將自然保育

結合 STEM教育，更能讓學生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真實的環境問題。 
 

世界自然基金會將於 2016-17學年展開以下三個以自然保育及解決環境問題為題之項目，

以支援學校推動 STEM 教育﹕ 
 

 環保基金 – 探索浮游世界將以浮游生物 (plankton) 作為切入點，讓學生透過親身參與收

集浮游生物、記錄生物特徵、分析及建立數據庫，以認識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生更會以不

同形式展示多采多姿的浮游生物世界。 
 

 環保基金 –攜手護海洋是本會大型保育項目育養海岸計劃 (Coastal Watch)的延續，育養

海岸計劃動員不同團體及市民分析本港海洋垃圾問題及收集海岸生態資料。攜手護海洋將

透過與學校協作，以科技追溯海洋垃圾的來源及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水資源教育計劃將於小學校園進行互動教育活動讓學生認識水的特性及水資源的重要。計

劃更會支援參與學校安裝節流設備及催化行為改變以節約用水。 
 

本會現正邀請本港中小學參與以上三個項目，隨函附上項目簡介﹙附件一﹚。 

 
 

為使    閣下及教師了解各項目之詳情及如何結合自然保育推行 STEM教育，本會將於 2016

年 10月 28日下午 3 時至 4時 30分，於尖沙咀柯士甸道香港童軍中心舉行簡介會，屆時本會

教育部同事將分享本會如何支援學校以自然保育為題之科學探究進行 STEM教育。   貴校如欲

派代表出席簡介會或參與上述項目，請於 2016年 10月 24日前填妥回條﹙附件二﹚並電郵至

education@wwf.org.hk。查詢請致電 3417-8102與曹先生聯絡。 
 

 

敬希垂注，並祈 早日賜覆。順祝 
 

教安！ 
 

  此致 

貴校校長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教育總監 

梁恩銘 謹啟 

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一 

 
 
 

世界自然基金會 

以自然保育為題之 STEM 教育項目簡介 

 
 
項目一 –「環保基金 – 探索浮游世界」 
以浮游生物 (plankton) 作為切入點，讓學生透過親身參與收集浮游生物、記錄生物特徵、分析及建立數據

庫，以認識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生更會以不同形式展示多采多姿的浮游生物世界。 

對象﹕小學及中學 

時間﹕2016年 11 月至 2018年 10月 

夥伴學校將參與不同的活動： 

時期 活動內容 

小學 中學 

2016 年 11 月 招募 10 間小學及 10 間中學成為夥伴學校 

 

2017 年 2 月 教師培訓工作坊 （於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舉行） 

計劃介紹、專家教授研究浮游生物的技巧及認識浮游生物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6 月 

於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考察 

收集及觀察浮游生物、認識海洋生態 

 
學校講座 

介紹浮游生物、香港海洋生態及其重要

性 

 
藝術工作坊 

藝術家將到校指導學生製作與浮游生物

有關的藝術品 

 

於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考察 

收集及觀察浮游生物、認識海洋生態 

 
浮游生物調查 

利用本會提供的浮游生物收集工具及手

提顯微鏡，於學校附近或海下灣進行浮

游生物調查 

 

學生培訓工作坊 

與專家交流，了解浮游生物有趣的特性

及相關科研成果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10 月 

學生藝術品展覽  

於校內展覽學生製作成果 

學生調查結果分享  

將調查成果建立本地浮游生物分佈的數

據庫，並以不同形式在校內發佈 

 
巡迴展覽 

本會將製作互動展板作巡迴展覽，讓學

生認識浮游生物及海洋生態 

 

2018 年 7 月-10 月 教材製作 

在專家協助下，本會將利用學生的調查結果，製成教材供課堂使用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 

海洋關注日展覽 

所有學生作品及項目成果將在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作公開展覽 

 

 



 
附件一 (續) 

項目二 –「環保基金 – 攜手護海洋」學校夥伴計劃 
本會大型保育項目育養海岸計劃 (Coastal Watch)的延續，育養海岸計劃動員不同團體及市民分析本港海

洋垃圾以瞭解垃圾的問題及收集海岸生態資料。攜手護海洋將透過與學校協作，以科技追溯海洋垃圾的來

源及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對象﹕中學 

時間﹕2016年 11 月至 2018年 1月 

夥伴學校將參與不同的活動： 

時期 活動內容 

2016 年 11 月 – 12 月 每間學校招募 30 位學生成為「公民科學家」 

 

2017 年 2 月 –  9 月 利用科技進行「海洋垃圾」調查 

學生將參與培訓工作坊，了解如何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進行調查 

在老師及本會職員協助下，於學校附近的河流或排水系統進行調查，監測垃

圾樣本的移動路線及搜集相關數據（共 2 次） 

在老師及本會職員協助下分析及整理數據，並與其他夥伴學校分享調查結果 

 

2017 年 10 月– 12 月 社區參與（每間學校將獲發最多$5,000 資助） 

籌備及進行社區參與項目，教育公眾有關海洋垃圾的影響及提出解決辦法 

 

2017 年 12 月 –  

2018 年 1 月 

活動總結及分享 

與其他夥伴學校分享進行「社區參與項目」的得著 

討論「減少海洋垃圾的建議」，有關建議在整理後將提交給相關政府部門跟

進 

 

 
項目三 –水資源教育計劃 
水資源教育計劃將於小學校園進行互動教育活動，讓學生認識水的特性及水資源的重要。計劃更會支援參

與學校安裝節流設備及催化行為改變以節約用水。 

對象﹕小學 

時間﹕2017年 1月 12月 

夥伴學校將參與不同的活動： 

互動教育活動 – 由本會帶領，讓學生認識水的特性及水資源的重要 

用水大搜查 – 透過探究活動了解學校用水狀況並構思節水點子 

為學校安裝節流設備 – 以簡單裝置協助達到節水目標 

 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 – 於計劃表現最出色之 3間學校，可安排學生、家長

及教師參與米埔自然保護區之活動 

嘉許 – 於計劃中達到節水目標之學校，將於計劃總結時獲嘉許 

 
 
 
 
 
 
 
 
 

 



  附件二 

世界自然基金會 

STEM 教育項目 

簡介會報名表格 及 參與項目意向 

 

請填妥此表格，並以傳真或電郵方式交回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教育部 

傳真：2328-2633      電郵：education@wwf.org.hk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10 月 24 日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有興趣參與以下教育項目（可多選於一項）及/或派代表出席項目簡介會，請聯絡下列代表： 

☐環保基金 – 探索浮游世界     ☐環保基金 – 攜手護海洋     ☐ 水資源教育計劃      ☐ 不適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要求，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準確及安全。  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

你的姓名、地址及／或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及其他）或會被本會及其指定之服務供應商透過郵 寄、電子郵件、電話通話、短訊及互聯網通訊等的方法，

用作提供最新組織資訊、問卷調查、籌募活動、捐款或會員通訊、 會員活動及其他通訊和推廣之用途。你有權查閲或更改我們所持有你的個人資料。若

想了解關於本會私隱政策之全文，請瀏 覽以下網址：wwf.org.hk/privacy。 閣下可隨時及在毋須繳付任何費用下，選擇不接收本會通訊，及如果想查閱

或更改你的個人資料，閣下只須致電本會之捐款 事務小組： 2526 1011，或發送電郵至 member@wwf.org.hk  ，又或以書面方式（郵寄地址：香港新界

葵涌葵昌路 8 號萬泰中心 15 樓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通知本會。 

 

若   閣下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收到世界自然基金會之通訊，請在下列方格內加上✓號。 

☐ 信件   ☐電子郵件   ☐ 電話   ☐ 任何通訊 
 
＊請填妥以下表格，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將處理閣下的登記事宜。 

 

項目簡介會 

日期﹕2016年 10月 28日 

時間﹕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香港童軍中心 

 

校長 / 教師代表資料 

名額 校長 / 教師資料 聯絡方法  

 

簡介會 

(2016年 10月 28日) 

 

1 
(中文)                                        ☐先生   ☐女士                                

(英文)  ☐Mr.   ☐Ms. 

手提電話：  ☐ 出席 

☐ 未克出席 

辦公室電話：  ☐ 教育項目聯絡人 

任教科目： 電郵：   

 

2 
(中文)                                      ☐先生   ☐女

士                                                                        

(英文)  ☐Mr.   ☐Ms. 

手提電話：  ☐ 出席 

☐ 未克出席 

辦公室電話：  ☐ 教育項目聯絡人 

任教科目： 電郵：   

 

mailto:education@wwf.org.hk
mailto:member@wwf.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