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校長：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
探索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 減碳小偵探
網上體驗工作坊
氣候變化是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應對氣候變化，除了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亦有賴全民積極參與
行動。培養大眾對自然環境的關愛、積極實踐低碳生活是有效而持久降減碳排放的關鍵。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誠邀 貴校參與將於 2021年7 月及10月舉辦的「探索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及「減碳小偵探」網上體驗工作坊。工作坊將帶領參加者認識氣候變化，探索如何從生活著手減少碳排放，
藉認識香港的生態多樣性及藝術創作，反思人與自然的相互聯繫。活動費用全免，隨函附上活動資料以供
參考，歡迎於網上或以傳真報名。
是次工作坊是「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項目其中主題活動之一。項目承蒙中國銀行(香港)贊助，由朗晴
慈善企業有限公司聯合多家機構舉辦一系列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旨在促進三地青少年攜
手同行推動「碳中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十分榮幸有機會參與合作。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996 2833 或 透過電郵 jessicawong@kfbg.org 與黃小姐聯絡。
敬希垂注，並祈早日賜覆。
敬祝
教安!

王麗賢
綠匯學苑主管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永續生活及農業部主管
謹啟
2021年6月7日
副本抄送：朗晴慈善企業有限公司董事 麥樂嫦女士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
減碳小偵探網上體驗工作坊 (適合幼稚園及小學)
（由綠匯學苑舉辦）
我們的日常活動和消費會直接或間接地產生碳排放，成為我們生活上的「碳足跡」，影響地球環境。
此1小時網上體驗將透過講座帶領參加者認識碳足跡和氣候變化，探索如何從生活著手減少碳排放，
從引導活動中，學習在家中進行簡單的碳排放審查，訂立行動目標以減少碳足跡，共同為改善氣候變
化出一分力。
工作坊內容：
第一部分 (30分鐘)：網上講座 — 氣候變化、我們的碳足跡以及如何作出改變
•

認識全球碳排放和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

•

了解香港市民的平均碳足跡與其他國家相比的情況

•

成為減碳偵探，探索碳足跡與我們生活選擇之間的關係

第二部分 (30分鐘)：引導活動 — 追踪及減少我們的碳足跡
•

研究電費單 *，並了解電力消耗與碳足跡的關係

•

比較有關使用冰箱、風扇和空調的碳足跡

•

思考有關電器的購買選擇、使用時間和使用習慣如何影響我們的碳足跡

•

引導參加者找出可以採取的行動，透過節約用電減少碳足跡

* 參加者須準備最新的電費單，並在日營之前將會收到一份碳審計活動紙和節能貼紙

對象

：小一至三年級學生 、K3幼稚園學生 (歡迎家長陪同參加)

費用

：全免

日期 / 時間

：幼稚園組別 : 2021年7月3日 (上午10:30-11:30) 或 10月15日 (上午10:30-11:30)
小學組別

: 2021年7月3日 (下午14:30-15:30) 或 10月8日 (下午14:30-15:30)

名額

：100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形式

：工作坊以Zoom直播進行 (本苑將以電郵通知該次活動的Zoom會議編號及密碼)

語言

：廣東話

報名

：1. 請填妥申請表格以以電郵或傳真方式提交 或
2. 透過網上報名，網址為： bit.ly/3cgT8KE

查詢

：請致電 2996 2833（黃小姐）或電郵至 ghprog@kfbg.org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

減碳小偵探網上體驗工作坊申請表格 (適合幼稚園及小學)
申請須於所選活動日期前至少 14 個工作天提交報名表。如學校在提交報名表後7天內未收到通知，請
致電(852) 2996 2833 與綠匯學苑職員聯絡。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填妥申請表格後，以下列方法交回本苑：
⚫

傳真：26380110

⚫

電郵：ghprog@kfbg.org

或選擇網上報名：bit.ly/3cgT8KE
申請人及機構資料
學校名稱：
(英文)
(中文)

學校地址 (運輸送貨安排)
學校辦公時間 (運輸送貨安排)
申請者姓名 (中文)
聯絡資料

(先生/女士)

手提電話：

電話：

(職銜)

電郵：
(請以正楷填寫或編印)

人數
級別

老師人數

活動類別

減碳小偵探網上
體驗工作坊

總人數
一般學生

津貼學生#

請以選擇參與日期及時間
幼稚園組別*
小學組別*

 2021年7月3日 / 上午10:30-11:30或
 2021年10月15日 / 上午10:30-11:30
 2021年7月3日 / 下午14:30-15:30 或
 2021年10月8日 / 下午14:30-15:30

#項目屬贊助活動，請校方提供參與書簿津貼計劃(半津及全津)或綜援家庭學童的人數，以作統計用途。
*歡迎家長陪同參加

 本人希望成為「嘉道理農場之友」，定期透過電郵接收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的通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及學校蓋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
探索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網上體驗工作坊 (適合小學及中學)
（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教育部舉辦）
香港雖然地方小，但有豐富多樣的天然環境及野生動物，不但為人類提供許多益處，亦能對抗氣候變
化的影響。要學會愛護這些珍貴的天然資源，我們必須與大自然建立連繫。此2小時網上體驗包括動
物講座及藝術體驗活動，讓參加者認識香港的野生動物，及以大自然作靈感創作藝術，深化對自然之
美的欣賞。 活動將引導參加者運用不同感官去感受及反思我們與大自然之間的相互聯繫。
工作坊內容：
第一部分 (60分鐘)：網上講座 —「動物覓趣」
•

透過於本園森林拍攝的動物影片，認識香港野生動物及其鮮為人知的趣事

•

成為動物偵探，觀察動物標本及仿製品，辨認動物留下的線索，從而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

•

觀察澳洲幽靈竹節蟲，加深與動物的連繫

第二部分 (60分鐘)：藝術體驗活動
「森林光影盒」箭豬的家 (小學參加者)
•

介紹箭豬的生態趣事，並示範簡單步驟，一起創作森林光影盒

•

探索光線和影子；尋找大自然元素，為箭豬創作獨一無二的森林場景；動動手製作創意剪貼

* 參加者將收到一材料套裝，內含瓦楞紙盒（內盒∕外框）、半透明紙、再生木座、箭豬樟木片及圖樣紙張

或
「大自然禪繞」（中學參加者）

•

通過學習禪繞藝術，與自然連繫

•

參與靜思練習、於室內尋找大自然的連結，培養對美的覺察力
* 參加者將收到一禪繞套裝，內含兩張紙磚、一枝針筆及一枝紙筆

對象

：小學及中學生

費用

：全免

日期 / 時間

：小學組別 : 2021年10月7日 (下午14:30-16:30) 或 10月21日 (下午14:30-16:30)
中學組別 : 2021年10月8日 (下午14:30-16:30) 或 10月15日 (下午14:30-16:30)

名額

：200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形式

：工作坊以Zoom直播進行 (本園將以電郵通知該次活動的Zoom會議編號及密碼)

語言

：廣東話

報名

：1. 請填妥申請表格以電郵或傳真方式提交 或
2. 透過網上報名，網址為：bit.ly/3gkdgNk

查詢

：請致電 2483 7197（鄭先生）或電郵至 kccheng@kfbg.org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

探索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網上體驗工作坊申請表 (適合小學及中學)
申請須於所選活動日期前至少 14 個工作天提交報名表。如學校在提交報名表後7天內未收到通知，請
致電(852) 24837197 與教育部職員聯絡。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填妥申請表格後，以下列方法交回本園：
⚫

傳真：24837199

⚫

電郵：edu_programme@kfbg.org

或選擇網上報名：bit.ly/3gkdgNk
申請人及機構資料
學校名稱：
(英文)
(中文)

學校地址 (運輸送貨安排)
學校辦公時間 (運輸送貨安排)
申請者姓名 (中文)
聯絡資料

(先生/女士)

手提電話：

電話：

(職銜)

電郵：
(請以正楷填寫或編印)

人數
級別

老師人數

活動類別

探索香港的生物

一般學生

津貼學生#

請以選擇參與日期及時間
小學組別

多樣性網上體驗
工作坊

總人數

中學組別

 2021年10月7日 / 下午14:30-16:30
 2021年10月21日 / 下午14:30-16:30
 2021年10月8日 / 下午14:30-16:30
 2021年10月15日 / 下午14:30-16:30

#項目屬贊助活動，請校方提供參與書簿津貼計劃(半津及全津)或綜援家庭學童的人數，以作統計用途。

 本人希望成為「嘉道理農場之友」，定期透過電郵接收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的通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及學校蓋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