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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 ME 
童理˙大自然

PMQ元創方

「同理心」乃「以人為本」設計思維的第
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透過「同理

心」，我們可以學懂了解自己、他人、物以至
世界，一步步地溝通、重新連結和感受，了解不同

個體的世界。

面對全球疫症和無日無之的自然災難，城市和自然的界線日
益模糊；成人和孩子雖然覺知地球和人類健康岌岌可危，但與自

然的關係卻日見疏離。

科技為人類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城市生活卻令孩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越來越
狹窄—當現實種種皆成為片面化的概念，同理心將會是我們重拾生命質感的
關鍵。

年輕一代回應大自然的方式，將會形塑出未來城市和家庭日常的形態和
面貌。設計師將會帶領下一代，啟發創意之餘，亦與他們一起同理生

命，思考、體驗並創造出邁向同理世界的方案！

PMQ元創方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的贊助
下，今年的課程重點是培養和建立孩子對大自然的同理

心，將個人與人、與物、與世界連結，坦誠地感受
生命；學生將透過建築、藝術和STEM的跨界創

意體驗，以玩樂形式投入創作與學習。

香港創意地標PMQ位於香港島
中西區鴨巴甸街35號。前身為已婚

警察宿舍(Police Married Quarters)，是
香港特區政府於2009年提出的活化項目。該
址擁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最初為「中央書

院」的校舍，其後改建成第一所員佐級
警員的已婚警察宿舍，現已成為香

港的創意設計地標。

當社會不斷發展，科技不斷滲
透甚至改變生活，富創意及人性的

思考將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相信，及早
將創意播種到孩子身上，對其人格及創意

思維的培養，不同階段的成長以至未來社會發
展，均有著重要的正面影響。

自2018年起，PMQ Seed與多個本地創意單位及教學組
織聯手，以培育孩子的設計思維為本、跨領域學習

為綱、寓教於樂為引，設計策劃出一系列的教育
活動、工作坊和展覧，令創意設計成為孩子

成長的友伴。同時，亦活現以人為本的
精神，從孩子的目光反思現在、啟迪

未來。

PMQ Seed

創意是一顆種子，擁有改變，
甚至撼動世界的力量。

成為最傑出、最具

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

善業，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

弱，助貧健診，培德育才，

揚康樂眾，實踐環保，承

傳文化，造福社群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價值觀價值觀

使命使命

保良精神保良精神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出版緣起出版緣起
隨著AI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生活環境正快

速變動，為我們培養未來人才更具挑戰，亦是刻不

容緩的問題，因此要改變墨守成規的學習方法！

我們要從孩子的天賦潛能出發，培養他們的興趣

愛好，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優勢及價值，有信心敢於

探索人生，才可以找到連接新世界、新時代的鏈結

點，創造自己未來的一片天！

本校參加PMQ元創方「同理心·由自然出發」為主

題的創意教育活動，正好就是為孩子播下一顆擁有

改變，甚至撼動世界力量的種子。他們在短短的三

天學習過程，已經增強了跨域學習、資訊能力的培

養，更發揮了他們的創新思維，提升了公民素養！

真的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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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以 「 同 理
心 ˙ 由 自 然 出 發 」 為

主題，並透過建築、藝術和
STEM等元素，讓學生以玩樂形

式體驗設計思維，刺激他們的想像
力，增強協作力和自信，讓他們明白
自身以外他人的需要，在培養同理心
的同時提升他們批判思考的技巧和
解難能力，透過「設計思維」的訓

練，正好培養學生的創意，好
好裝備他們以應付未來的

挑戰。  

「2021年創意教育項目」學生活動計劃目的「2021年創意教育項目」學生活動計劃目的

參加 對象

導師團隊導師團隊

升小三及小四年級 升小五及小六年級

A組 B組

AaaM(Architecture as a Medium)-
AaaM建築設計工作室的三名香港年青建築

師創始人，相信建築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媒介，並
透過從事建築設計、空間裝置、文字創作、策展

與設計工作坊等傳播建築及設計文化。除設
計相關項目以外，AaaM亦具豐富教育及

公眾互動工作坊經驗。

鐵布仨是自2012年
起開始活躍的香港創科

團隊，由多媒體設計師、程
式員、工程師、動畫師及工匠等

多個領域的專家組成。團隊透過掌
握科學、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等跨
領域範疇，探討五感相關的高科技體

驗營銷和娛樂化零售，提供跨平
台、跨媒體的一站式創意行銷

策略，行銷範圍遍佈亞太
地區。

根據測試結果作

調 整 ， 學 習 與 他 人 

（ 包 括 同 學 ／ 老 師 ／ 家

長）分享創作過程、成

果及心得。

 透過觀察、

分組討論及資料搜

集，發掘問題及建立

同理心，利用腦圖或多

方思考，合力擬定解

決方案。

課程初期課程初期

學習基本製作技能，

動手集體創作，並進

行測試。

課程中期課程中期

課程後期課程後期

預期成效預期成效

活動地點
PMQ元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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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環境」
強調環境議題的認識和環境
技能的掌握。

2
「在環境中學習」
強調利用真實環境和現實
處境為探究學習的對象，
重視經驗和過程。它視環
境教育為學生與課程的對
話過程，通過環境學習的
過程重新建構知識。

3 「關心及改善環境」
是着重澄清環境價值立場，培養
正面的環境態度和對環境的友善
行為。

從日常生活中去體
驗科學、科技與人的

關係。科學是比較基礎的
研究，科技是偏向應用的發

展。透過科學的不斷研究，往往
產生意想不到的科技應用。

讓學生初步認識電腦編程的基
本知識，並透過提供的小零

件，學習設計簡單機械
和操作技術。

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
和內在聯繫的概括和間接反映。以新

穎獨特的思維活動揭示客觀事物本質及
內在聯繫並指引人去獲得對問題的新的解

釋，從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思維成果稱為創意思
維，也稱創造性思維。它給人帶來新的具有社會意

義的成果，是一個人智力水平高度發展的產物。 

創意思維與創造性活動相關聯，是多種思維活動的統一，
但發散思維和靈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創意思維一般

經歷準備期、醞釀期、豁朗期和驗證期四個階段。

創意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可以定義為一種傾
向或能力，可以迅速地產生出多種獨特新

穎的想法、替代作法，或多種可能，
並且加以發揮運用。

價 值 教 育 是 全 人 教 育 的 重 要 元
素，通過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的學

與教，以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
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在成長

的不同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
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並

付諸實踐，方能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以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為方向，運用生活化
的 題 材 ， 整 合 包 括 品 德 及 倫 理 教 育 、 公 民 教 育 、 

《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
育、禁毒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可持續發

展教育等各跨學科價值教育範疇的學習活
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並加

強彼此之間的連繫，促進學生的全人
發展。

環境問題一直是人類的
重要議題。它逐漸威脅人類

生存而漸受關注。

1992年，聯合國舉辦「環境與發展
大會」，制定了「廿一世紀議程」，強

調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香港教育局
課程發展議會(1999)公布修訂的《學校

環境教育指引》，建議以「可持續
發展」為導向的環境教育模式。

環境教育學者把環境教育分

為三類：

價值
教育

環境
教育

創意
思維

學習中的
教育理念

科學與科技教育

課程教師團隊以「高
倡導」、「高關懷」為宗

旨，以「寓學習於遊戲」為
導入，以「做中學」、「從
回饋中學習」、「學習中自
我改變」為原則，讓學生

真正獲得成長、自我提
升、邁向優才展現的

成效。

教學與學習取向教學與學習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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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第一天
˙感官體驗大自然

˙如果大自然有話說

˙室內體驗野外營

˙設計思維五步曲—心、釋、想、做、試

˙「無痕山林」七原則

1.事前規劃準備

2.找適合地點

3.減低用火

4.保持原有風貌

5.適當處理垃圾

6.尊重野生動植物

7.顧及其他使用者

˙學生反思回饋

人的行為、人的需要、人與自然的衝突

    我們用身體五官去感受自然物的質感、體

積、氣味，碰到的東西令我們的感覺多變，激

發了我們的好奇心、聯想力，對平時只用眼睛

看到的大自然，多了幾分不同的感覺與了解。

DAY 126/7/2021 體驗體驗

1. 感官體驗大自然

2. 記錄體驗好反思

    我們匆匆一次的體

驗，刺激了我們的思維反

響，快快把要對大自然說

的話記錄在小冊子裏。

3. 室內營地嘗野營

    大家齊心團結，通力

合作，在室內「營地」建

起帳幕，也是一種挑戰與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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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野外體驗見矛盾

    我們在室內野營，從黃昏看彩

霞伴日落，再欣賞黑夜漫天的星

星，等待晨曦初現的瞬間，在野營

中感受大自然與人、人與環境、人

與動植物的影響及矛盾！

    我們從角色扮演活動中，才知

曉人類手電筒對螢火蟲的傷害，也

明白人類用手杖驅趕野牛的驚嚇，

激發了我們的同理心！同時認識無

痕山林的七大原則。

5. 無痕山林初探究

    我們透過設計思維五步曲—心、釋、

想、做、試，以「人的行為、人的需要、人

與自然的衝突」三方面去分析，去探究人類

在地球上生活對其他動、植物的影響，我們

進一步明白同理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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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遊戲活動

-input輸入感應卡8款

-base處理器度MICRO:BIT

-output輸出感應卡6款

˙分組討論，析出主題

˙編程學習：

如果if…就會then…否則else

˙以概念圖去展示編程安排

˙製成品設計草圖、製作初步模型

DAY 2

1. 人工智能技術遊戲

    透過AI人工智能遊戲活動，我們輸入

(input)感應卡8款，再以base處理器度

MICRO:BIT去輸出(output)感應卡6款。

    這樣，讓我們在意識、思維的信息過程

中去思考、分析，透過遊戲卡讓我們思考更

多可能性的解決方法。

2. 討論分析面對問題

    我們展列出多角度的可能性事件，經過

交流討論後，初步析出有關人與自然、人與

環境、人與動物的衝突與矛盾，4個小組析

出的問題如下：

1. 野營夜探，用手電筒照射螢火蟲，影

響螢火蟲的生長及活動。

2. 野外燒烤，生火破壞山林樹木的生態

環境。

3. 郊野露營聚眾，破壞黑夜寧靜的環

境，動物受白光影響而迷失方向。

4. 遠足行山，遺下垃圾，令環境受破壞

而影響動物健康、植物生長。

第二天第二天體驗體驗27/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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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草圖共製模型

    我們經過一輪商議討論，

把析出的重點，先製成設計草

圖、然後初步製作模型，把概

念轉化成實體，初步完成設計

思維五步曲：心(Empathize)

、釋(Define)、想(Ideate)、做

(Protoype)、試(Test)。

3. 編程學習好好開始

    編程的時候，我們會加入條件

(Condition)，令程式出現更多功能。

    我們會運用3個考慮方向：如果

(If)…，就會(Then)…，否則(Else)…。

從而彙集很多資料。

4. 展示可能性焦點多

    我們用文字展示焦點，並把資

料概括成邏輯性的概念圖，經切磋

討論，最後作篩選濾化，找出可行

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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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製成品

-3大原則：

人的行為、人的需要、人與自然的衝突

-概念圖展示

-設計圖展示

-編程邏輯的介紹

-改良修正：紅燈（可能有錯）、綠燈（理想、好的）、

黃燈（可以改善） 

-測試、學習講解：

使用模型後，我們體會到……

我們發現了……

我們會……

˙匯報分享會（家長參與）

˙總結分享

˙大合照

DAY 3

幫助黑夜探索，想看螢火蟲的人，

解決令動物不受光害的影響，令螢火蟲可以延續下一代，

創設 FFO(fireflies observer)神器

第三第三天天體驗體驗

第一組
FFO神器

幫助動、植物保持大自然原貌，

解決發生山火的問題，以免破壞樹林，

創設 山火揚聲器

第二組
山火揚聲器28/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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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看到我們精神奕奕、言簡意賅的匯報分享，知道我們在這活動中學會了、明白了：

正確價值觀—要用同理心去對待身邊的人和事。

思維五步曲—心、釋、想、做、試。

環境教育—有保護環境、愛護大自然的意識。

科學科技—初步學習人工智能、邏輯編程、模型製作的知識和技巧。

我們用同理心出發，經歷了兩天半的團結合作，用 屢敗屢戰的勇氣，從錯誤中學習、嘗試，終於在

幫助自然界的小動物、小昆蟲避免受人類嗓音滋擾，

解決行山人士辨識嗓音的影響而予以提示，

創設 多功能相機

幫助懶惰又粗心大意的露營人士， 

解決因人類隨意丟棄垃圾而破壞環境，

創設 營地垃圾偵測系統

第三組 第四組

匯報匯報 分享會分享會
  我們更從整個體驗、實踐活動中，學會了團結合作、積極參與，遇到問題或困難時不輕易

放棄；我們從導師的身教言教中，感受到高關懷、高倡導的指導協助，大家在寓學習於遊戲中

懂得回饋、反思，齊心協力去共同完成一個保護大自然的創新設計模型。

求同存異的商議下，創新設計了改善人與 自然關係的模擬製成品，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

多功能相機 營地垃圾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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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在進行營會前，我發現PMQ元創方裏
有很多新潮的東西，令我感到好奇，而且外

形也很有趣。在進入元創方後，裏面有一個廣
場。首先，我們先分組，再了解今天的活動的主

題。我希望可以更快完成講解，快點開始營會。我
覺得我們應該要保護大自然，避免造成破壞，特別是
露營的時候，要帶走垃圾。在進行體驗大自然的遊戲
時，我能用觸覺感受到大自然的物件。

在紮營時，我們遇到了困難─我們竟然把兩個營
的棍桿混淆了。之後，我們群策群力，耐心地搭

營，最後終於成功了。我們在這一節的體驗活
動裏，被分配扮演不同角色，感受滋擾者的

破壞和被人滋擾的感受，讓我能以自己
以外的角度體會別人及大自然的

感受。

學習日記

期待已久的PMQ日營終於到了，我
感到十分興奮。下了車，PMQ的導師叫我

們戴上眼罩，然後帶我們到不同的地方去感受
事物。

首先，我的雙腳感受到一些沙子和石頭。然後，我的
手臂接觸到一些葉子。最後，我的鼻子嗅到一些青草
味。我從來沒有試過這樣去感受大自然，真是既新奇又
刺激啊！

接著，我們玩角色扮演遊戲。我扮演動物愛好者，
負責保護動物，不讓牠們受到傷害。在遊戲中，我

看到一些行山人士用行山杖來攻擊野牛，於是
便上前勸告他們不要這樣做。在這個活動

中，我明白到動物也是有感受的，人
們也應該尊重動物，不應傷害

牠們。

今 天 早 上 ， 我 們 用 不
同、特別的方法，體驗探索大

自然—蒙著眼用手和腳去感受。沒
有了視覺，我對觸碰到的東西感覺大為

不同，激發了我的思維、聯想力、好奇心和
創意力，比平時單單用眼看到的大自然多了
幾分了解。

下午，我們體驗了紮營活動和選定了成品
的題目。我們從紮營活動中看到了很多人

的惡行，並且明白了我們的行為對大
自然的影響，我們應該要用同理

心去做每一件事，顧及別人
的感受。

DAY 1

4B 陸羨娗

5A 馮振銃

4B 陸羨娗

5A 馮振銃

5A 馬炯鑌

今天，我和我的組員設計了一
個新發明給去看螢火蟲的遊人使用。

這個設計可以減少光污染對螢火蟲的壞影
響。經過我們的討論，我們決定設計一個螢

火蟲觀察器，我們把這個觀察器命名為F.F.O.神
器。這個F.F.O.神器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工

智能相機。這個相機可以偵測到螢火蟲的存在，再
把訊息傳送給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一個頭燈，當它
接收到訊息，就會由白燈轉為紅燈，以減少對螢火
蟲的傷害。在這時，第三部分的振動器便會振動，

提示使用者附近有螢火蟲。

在製造F.F.O.神器時，我學懂了一些電腦知
識。而在做報告時，老師也教了我一些

演講技巧，使我獲益良多。

今天，我們整天在做保護大
自然產品的設計，我最難忘的是編

程，並在MICRO:BIT上測試。在編寫程
式的過程中，我們經歷多次錯誤，但我們仍

不放棄、努力嘗試，終於成功了。接著，老師
吩咐我們用二十分鐘去製作樣本，於是我們分工
合作，一些負責繪畫並砌貼，一些為MICRO:BIT
裝上電線、燈等。

不過，今天我們有時不太專心，希望這點能夠
改善。今天我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包括繪

畫設計草圖、製作樣板、編程、如何運
用MICRO:BIT和它的各項延伸部分部

件等，獲益良多。20 21



三天的PMQ日營在今天結束
了，我的人生中又多了一段充實又難忘

的旅程。

經過這次日營，我透過第一天的角色扮演遊戲，明白
到露營時可能會引發了人與大自然的衝突，不同露營人士

在露營時會做出的不當行為，以及因社會進步而令大自然面
臨的問題。

透過製作「F.F.O神器」，我不但學會了如何編程，還學到設計
物品的技巧。參加營會前，我以為設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想不
到，在老師的指示下，一步一步來，設計變得十分簡單。我發
現，我其實對設計挺有興趣，也有很多新奇的點子，所以，我

可能會結合這個興趣和希望保護地球的意識，長大後能成為
廢物設計師！

今次的營會除了使我大開眼界，也令我獲益良
多，更給我一個機會嘗試當發明家的滋

味。我有份參加這個活動，真是
個幸運的孩子。今天我學到了「信心其實很重要」的道

理。今天早上，我們剛到PMQ元創方就要開
始進行整個產品的最後設計了。首先我們把大概的

外形做出來，然後就要去想怎樣把電池、MICRO:BIT、
聲音感應器、AI鏡頭等裝進去。過了不久，我們組就想好

了，然後就是要試一下可否行得通。在不斷的換位和重複裝
作之下，我們終於決定好最後方案了。接下來就是要進行裝
飾，我們決定把我們的產品裝飾得美美的。由於我要把這個
產品畫下來，所以我就只可以看著同學們裝飾，沒有「落手落
腳」的份兒。

不久之後，就是最重要的匯報時刻，我們還特意邀請了家人
到場分享成果。後來我發現，這次匯報對我非常重要，因

為它是我找到信心的關鍵。我在匯報時完全不怯場，非
常有信心。我覺得這件事令我更有信心，也好像是

自己第一次這麼有信心，我當下真的覺得自己
很厲害。現在的我只希望這份信心能一直

幫助我迎接六年級和未來的中學
生活。

在這次PMQ日營，我學到
如何藉著設計思維和同理心，去尋

找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平衡。在這三天，
我有很多進行匯報的機會。起初，我很害怕在

同學、老師和家長面前演講，但後來明白到只要對
演講內容有充分的準備，在別人面前演講並不可怕。

這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呢！所以我的說話技巧從中
有了不少的進步。

在完成產品設計圖後，我知道需要運用一些電腦技巧去製
作，如要用MICRO:BIT和駁線等，因我之前從未試過，便
害怕不能順利完成它。幸好，有PMQ導師一步一步的耐
心教導，加上組員的分工合作，最後我們終於成功製作

出這個作品。

這次活動令我明白到，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只
要不放棄，積極地想解決方法，並努力實

行，那就能得到成功。

經過這三天的日營，我獲益良多，
明白到人類的劣行對大自然造成巨大的破

壞，明白到要用同理心去對待身邊的人和事。
我在自我表達這方面有很大的躍進，不會沈默寡

言，學會積極參與和主動發言。我學會了編程和製
作樣板的知識，學會了如何運用人工智能，學會了在
遇到問題時不可輕易放棄，學會了要待人有禮，學會
了設計思維五步曲—心、釋、想、做、試。感激老
師們為我們安排了這次活動，也感謝PMQ的工作人員
和導師們不辭勞苦的教導，並為我們準備了這麼多的
東西。還有，身在英國的許老師到現在還留意我們

的近況，並鼓勵我們要加油、努力，我十分感謝
他。我真希望能夠再次參加這些有益身心的活

動，令我增廣見聞、擴闊眼界。

5A 馮振銃

5B 高美蘭

4B 陸羨娗

DAY 3

4A 洪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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