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生導師培訓招募
「環保基金 香港生態桌遊大使計劃」是一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資助的環保教育及桌上遊戲
教育項目。
此計劃希望 打破舊有的學習方式 ，以有效及創新的教育方法，讓參加者 主動探索有興趣的範疇 ，同時有效地
透過桌遊活動，引發普羅大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興趣及認識。而本項目亦會 致力推動本地桌遊環教的應用 ，
讓這種極為有效的環教手法得以持續發展。

計劃目的

計劃內容

透過 桌上遊戲 ，以嶄新的環境教育方式認識 本地
陸上及海洋生態 及 生物多樣性 ，從而 培養興趣 及
保育意識
推動本地桌遊環教的應用及發展：為本地帶來更多
環教桌遊、讓公眾及中學生親自接觸及了解環教
桌遊，同時發掘對環教有興趣的人才
以工作坊、戶外考察、專家配對及環教桌遊設計等
形式，培訓大專生主動及由下而上地認識本地生態、
深造有興趣的範疇，並賦權他們 學以致用 ，獲取
環教相關經驗

此計劃橫跨2019年至2020年，共有三大部份：

大專生導師培訓 [現正招募!]
中學環教桌遊活動
環教桌遊公眾試玩會
報名及詳情
網上報名表格： 計劃網站：

Facebook：

提高中學生對本地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的認知和興趣，
並賦權參與環教桌遊及相關活動設計
(在此刊物上／任何的項目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一定
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的觀點。)

資助機構

主辨機構

查詢：treefong@owlhk.org / 3619 0625（方先生）

協辦機構

大專生導師培訓
大專生導師培訓內容圍繞生態及生物多樣性、桌遊及環境教育的知識和應用，當中亦有各類生態及桌遊專家配
對小組作培訓及準備。培訓過程包括四大部份：

認識香港生態、桌遊環教
考察海岸生態

培訓日

2019年

10月12日
（六）

2019年

認識環境教育

集合時間：上午 9 時【8.5 小時】

認識及考察森林生態

集合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B4-LP-01

10月26日
（六）

集合時間：上午 9 時【8.5 小時】

解散地點：大埔墟港鐵站

集合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D4-LP-02

考察地點：汀角

解散地點：大埔墟港鐵站
考察地點：大埔滘自然保護區

認識及考察海洋生態
乘坐玻璃底船及前往

2019年

11月3日
（日）

桌遊環教經驗分享

海鮮街進行考察

桌遊設計應用

集合時間：上午 8 時 15 分【8.5 小時】

會見專家與討論

集合地點：九龍塘港鐵站

集合時間：上午 9 時【8.5 小時】

解散地點：西貢市中心

集合及解散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考察地點：海下灣海岸公園

2019年

11月23日
（六）

D4-P-03

及西貢海鮮街

專家配對
小組培訓及準備

2019年11月-2020年8月
（按各組與導師安排而定）

每組參與者按培訓經驗和興趣，揀選桌遊主題和研究方向
獲配對相關範疇的生態專家導師、桌遊設計顧問及圖像設計顧問
設計及製作桌遊期間，專家導師及顧問將給予協助及建議
各組可獲資助$4,000作桌遊設計及製作費（實報實銷）

中學生試玩會
暨考察

2020年

3-4月
共一場

大專生已製成桌遊初版
在活動中帶領中學生試玩桌遊，同時教授當中生態知識
大專生收集意見回饋，並進一步完善桌遊環教

匯報日
小組介紹所製作的桌遊，並互相試玩及給予意見
小組各自就所得意見，討論並完善桌遊設計

2020年

3-6月
共兩場

培訓活動後，參加者亦需要完成以下三大任務：

桌遊設計和製作
按小組的興趣和培訓經驗，
與專家顧問協作，在培訓過
程製成全新的桌上遊戲
設計與桌遊相對應的延伸學
習活動

中學環教桌遊活動
帶領環教桌遊活動，如
講座、桌遊及延伸學習
活動等，讓中學生透過
小組設計的桌遊學習生
態及生物多樣性

2020年

9-10月
每組一場
約3小時

環教桌遊公眾試玩會
暨結幕典禮
帶領參加者認識及
試玩小組的環教桌遊

2020年

10月
共一場

組隊成為環教桌遊達人！
免費參與全面和深入的學習活動和考察
獲資助$4,000設計及製作自家桌遊
接受由本地專家帶領的培訓，把握全面和深入的學習機會
專家將與小組配對，度身訂造地作培訓及桌遊製作的顧問
培訓考察涵蓋各類自然生境，多元化認識本地生物多樣性

計劃對象
就讀本地大專院校學生
對香港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桌遊或圖像設計有
興趣
積極及主動參與
身體狀況適合戶外考察
懂廣東話
以小組形式報名參與（四人優先，三至五人亦可）
如未能成功組隊，亦可先以個人報名，大會將會安排
分組

立即報名
於2019年10月7日（一）或之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成功入選者將於2019 年 10 月 9 日（三）或之前收到
確認電郵或電話聯絡。

按金及津貼
所有培訓活動費用全免。唯參加者須繳付 $70 船費參
加培訓日（三）WWF-HK帶領之外判活動。
入選的參加者需遞交 $500 按金，按金將在參加者出席
所有培訓活動（四天培訓日、專家配對 - 小組培訓及
準備、中學生試玩會暨考察及匯報日）及完成任務
（設計及製作桌遊，並在後續中學及公眾活動中協助
帶領）後全數發還。
培訓期間，各組可獲$4,000資助作桌遊設計及製作費
（實報實銷）。完成培訓後，帶領上述兩項後續活動
各會獲得 $85 津貼。

報名及詳情
網上報名表格： 計劃網站：

Facebook：

查詢：treefong@owlhk.org / 3619 0625（方先生）

導師及顧問簡介
生態專家導師
香港陸上生態及生物多樣性

桌遊設計顧問
鄭雅儀博士

曾栢諾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

於2018年在香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在

教授，亦是本港桌遊環教的權威，

香港大學從事生態研究，現職為博士後研究員。攻讀

曾於多份學術期刊發表有關環境教育

博士學位期間，主要研究生境破壞如何影響不同陸地

的研究以及負責出版環教桌遊。

生物的生物多樣性，包括蝴蝶、螞蟻和雀鳥。

陳奕希先生

羅文雪博士

陳奕希先生自中學時期已熱愛桌上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講師，

遊戲，在大學時期亦經常參加不同

專研香港土壤生態及蚯蚓物種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曾參與多項本地植物
調查及森林群落研究，及生物多樣性教育項目。
馬昀祺博士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創辦
人及教育總監、環境運動委員會教育工作小組
成員、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國際
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
沈鼎榮先生
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創辦人及保育總監、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
生態考察外遊領隊。

勞丕禮小姐

桌遊團體的聚會。畢業後更設立了以
桌遊為主題的派對房間Nakama。
李鐘海先生
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本科
畢業。自小對大自然充滿好奇，因此
在大學時期選修生態學。在課餘時間
經常到戶外考察香港生態環境及生物，
尤其熱愛觀鳥。
甄炯雄先生
本地桌遊出版商聯合創辦人。多元
桌遊人，參與遊戲設計、遊戲編輯、
項目管理、生產支援的遊戲近二十款，
同時也有教授桌遊設計。

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創辦人
及創作總監、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曾於
本港的森林研究，及建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擔任
普查的工作。

香港海洋生態及生物多樣性

圖像設計顧問
Aimee Mak
從事藝術設計，是藝術團體&dear的

黃偉浩博士

創辦人之一。自2011年透過不同的

黃偉浩先生為香港大學理學士，主修生態及生物

藝術設計分享動物保育的訊息，希望

多樣性和地理學，以及香港大學生態哲學博士學位。

提高大眾對大自然的關注及認識。

黃先生熱心亞洲區生態發展，特別在海洋生態之
可持續發展，為人類及生態的共同健康積極尋求共贏。

陳文灝先生

許天欣博士

多樣性，現時主要負責兩棲及爬行

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其研究興趣為潮間帶動物的行為生態，尤其在於
如何在如此多變而複雜的環境尋找食物，及躲避熱
帶高溫的挑戰。

Henry畢業於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
動物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同時是一名
生態藝術工作者(RedstART Studio)，
結合生態知識去傳遞自然保育的訊息，
將藝術融入環境教育。

崔佩怡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講師，郊野公園及海岸
公園委員會委員，皮尤海洋研究員，是本地珊瑚

揭紫琪小姐
紙皮是擅長繪畫野生動物插圖的本地

專家。近年，崔博士推出了外展項目「珊瑚學院」，

設計師，有豐富的設計經驗，作品被

透過不同類型活動推廣香港水底世界，以培養及深

眾多本地機構採用。香港大學哲學

化學生及大眾對海洋生態保育的意識及行為。

碩士畢業的她亦熱心各類生態教育，

BLOOM Association

曾參與了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第一

B LO O M 是 關 注 海 洋 生 態 的 國 際 性 組 織 ， 而

副香港生態桌遊的設計。

BLOOM Hong Kong自2009年扎根於香港，致力
於專業的海洋研究以及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