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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 18/19 活動回顧 

經過一年的努力，草圖有幸在各方的扶持下繼續默默地成長，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過去一年裏，我們繼續得到語常會、誠光有限公司、其他基金及個人的資助，舉辦多

項推動青少年全人發展的活動。除了「愛語文」定向比賽外，我們還首次獲教育局語常會邀

請在「響應世界閱讀日──悅愛閱讀、愈讀愈愛」活動中籌辦「愛語文小學生閱讀挑戰賽」。 

為進一步推動草圖定向比賽的一貫目標────「鍛鍊體魄」、「團隊精神」和「認識社區」，

我們首次把比賽主題延伸到數理科技和藝術設計領域，舉辦「STEAM 跑青少年定向比賽」。雖

然比賽因天雨而改期，當日起點和終點場地亦受到諸多限制，但參賽者給予的正面回應，令

我們感到十分鼓舞。 

此外，草圖兩項環保設計活動「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比賽」及「拾 FUN 環保玩意設

計比賽」也在眾多專業設計師、大專講師和理工大學的支持下順利完成。參賽者善用廢物，

升級再造出實用好玩的物品，正好展現出年輕人的創意和活力。 

未來一年，草圖在語常會 English Alliance 的資助下，將新增兩項英語活動，包括小學生

Little Maze Runner 及 The Challenger，希望繼續通過新穎和實用的活動，讓學生體會學習語文

的樂趣。我們也會在「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比賽」中加插「拾荒尋寶」的環節，讓參賽

者在現實環境中找尋物資然後創作產品，增加比賽的趣味和挑戰性。 

展望將來，草圖在學校項目的基礎上，將更進一步走向社區。我們將在西環建立一個集

教育、康樂和社區參與的都市休閒農莊「堅。農圃」。未來將有多項活動，包括地畫、設計比

賽、參觀、工作坊等，適合中小學生參與，也歡迎學校聯絡我們商討其他合作計劃。 

一如以往，我們希望為年輕人創造一個充滿愛、包容和正能量的成長環境，長遠協助他

們建立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並且好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人生的不同挑戰。 

願孩子們如春草般成長，為自己繪畫出美麗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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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活動介紹 

 

「愛語文」小學生閱讀挑戰賽 

 

由語常會及草圖文化主辦、第一屆「響應世

界閱讀日──愛語文小學生閱讀挑戰賽」已於

2019年 4月 27日(星期六)下午假聖公會聖三

一堂中學舉行。是日小學組及親子組合共有

25 支隊伍共 98 名小學及家長參加，氣氛十分

熱鬧。比賽當日天氣炎熱，雖然活動範圍集

中在校園之內，但仍需要上下四方走動，幸

好參賽者都能認真投入，發揮團隊精神，找

出各個收藏起來的任務並合力解答，充份體

現孩子們活潑、好奇的一面，實在值得嘉許。 

  

  

 

「STEAM 跑」青少年定向比賽 
第一屆「STEAM 跑」青少年定向比賽已於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早上假尖沙咀區舉行。賽

事可謂歷經波折，首先是因天雨而須延期，

再來是系統故障及場地規限等問題。幸好當

日天公造美，既沒有烈日當空，也沒有風雨

交加，讓參賽者能在較舒適的天氣下進行比

賽。難得參賽者都能展現耐性和耐力，認真

投入，不怕艱苦。我們衷心希望，各隊伍能

夠體會四人一心、鍛鍊體魄、認識社區的目

標，以及學習和應用 STEAM 的樂趣，成為身

心志皆強的新一代。 

  

  

堅。農圃  

 

草圖將在發展局和賽馬會的支持下，在西環

堅尼地城城西道建設一個都市休閒農莊

「堅。農圃」，希望藉着不同的農耕和康樂設

施，向社區傳遞「愛自己、愛別人、愛環境」

的訊息，長遠推動都市人關注身體、精神、

情緒和環境健康。「堅。農圃」將會是全港第

一個結合水耕、魚菜共生和有機耕種的農

場，除了讓學生和市民參觀和體驗農種外，

也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情緒和精神治療，並為

弱勢社群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農圃預期於

2020 年 5 月全面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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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輯及賽果 

 

20.10.2018 「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比賽 (理工大學) 

 

冠軍：林裘謀中學《四海為家》譚詩茵、林曦渟、王美欣、趙若彤 

亞軍：梁銶琚中學《重拾光輝》劉海蕎、布巧琳、章嫚珈、董昕楠 

季軍：劉永生中學《自由神杖》蔡盈盈、陳玥澄、江樂琳、韓菲 

   真道書院《Super 媽咪》Woo Yee Man、Yu Sum Wai、 

   Leung Cheuk Kiu、Wong Man Huen 

 

27-28.10.2018 環保 Happy Show 及工作坊 (觀塘及深水埗綠在區區) 

 

參加示範學校： 

純陽小學、林裘謀中學、劉永生中學、真道書院、 

馬錦明中學 

 

 

24.11.2018 「愛語文」青少年定向比賽 (深水埗區) 

 

 

 
冠軍：蒙民偉書院 蔡宇軒、曾美雪、王龍海、陳珈瑤 

亞軍：梁省德中學 楊偉軒、柯岸穎、李溢朗、鄭光霖 

季軍：梁省德中學 李志胤、柳樂浠、鍾政、王子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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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2019「愛語文」小學生定向挑戰賽 (香港公園) 

 

 
 

冠軍：般咸道官立小學 王子駿、司徒柏晞、謝樂怡、陳鎧彤 

亞軍：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黎子源、林偉文、鄭泳昕、鄧琬璇 

季軍：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朱元存、劉學謙、蔡高城、余卓軒 

 

27.04.2019「愛語文」小學生閱讀挑戰賽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冠軍：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林曉婷、羅嘉嘉、黎諺羲、嚴紫盈 

亞軍：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謝錦熹、黃謙祈、鄧叡、文梓羲 

季軍：保良局錦泰小學 陳曉桐、韓芷凝、茹靖珈、吳其蓁 

 

04.05.2019「STEAM 跑」青少年定向比賽 (尖沙嘴區) 

 

 

冠軍：蒙民偉書院 蔡宇軒、曾美雪、王龍海、陳珈瑤 

亞軍：蒙民偉書院 郭凱盈、陸穎賢、吳庭杰、姚浩然 

季軍：聖言中學 林永樂、瞿力燊、李家樑、李靖恒 

 

08.06.2019「拾 FUN」環保玩意設計比賽 (理工大學) 

 
中學組 金獎：陳震夏中學《玩轉紙皮大聯盟》趙天葦 

    銅獎：心誠中學《扭曲城市》鄧盈盈、岑彩怡 

小學組 金獎：李炳紀念學校《古音流傳》龔紫善、謝尚知、曾逸澄 

    銀獎：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小小環保廚房仔》劉恩彤 

       救恩學校《拾 FUN 健康環保長者遊戲》Lin Ching Chi、Chow Hei Yiu 

    銅獎：李炳紀念學校《Bingo 4》蕭詠儀、陳咏藝、李浚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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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 19/20 學校活動報名意向表 
學校名稱： ＿＿＿＿＿＿＿＿＿＿＿＿＿  電話： ＿＿＿＿＿＿＿＿＿＿＿＿＿＿ 

聯絡人： ＿＿＿＿＿＿＿＿＿＿＿＿＿  電郵：＿＿＿＿＿＿＿＿＿＿＿＿＿＿＿ 

請填妥本表格後電郵至 rough.org@gmail.com，我們將為貴校預留名額，並於活動開展時再聯絡以確認參加人數。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對象 內容 人數 

語文活動 

31.10.2019 「愛語文」青少年 

定向比賽  

何文田區 中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地圖找尋控制

點，途中完成兩文三語任務 

 

18.01.2020 Little Maze Runner 尖沙咀區 小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提示，在公園

或建築內完成英語任務及過關 

 

14.03.2020 The Challenger 1  將軍澳區 中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提示完成英語

任務及過關 

 

28.03.2020 「愛語文」小學生

定向挑戰賽  

沙田區 小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地圖找尋控制

點，途中完成兩文三語任務 

 

11.04.2020 The Challenger 2 九龍城區 中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提示完成英語

任務及過關 

 

25.04.2020 「STEAM 跑」 

青少年定向比賽 

九龍城區 中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地圖找尋控制

點，途中完成數理藝術任務 

 

09.05.2020 The Challenger 3  黃大仙 中學生 四人一隊，參考提示完成英語

任務及過關 

 

04.07.2020 The Ultimate 

Challenger  

待定 中學生 The Challenger 三區得分最高

的隊伍可晉身決賽，和其他區

的參賽者一起接受挑戰 

 

環保活動 

19.10.2019 「十。坊」尋寶及

環保產品創意設計

比賽 

待定 中學生 五人一隊，參賽者參考提示，

在區內尋找環保物資，再返回

場地運用創意設計全新產品 

 

30.05.2020 「拾 FUN」環保 

玩意設計比賽  

待定 中、小學

生 

利用廢物設計小玩意，可以個

人或小組名義參賽，網上遞交

作品，入圍者可參加終極評審 

 

「堅。農圃」學校活動 

30.11.2019 

(截止) 

「堅。農圃」 

吉祥物及紀念品 

設計比賽 

網上遞交 大、中學

生 

為「堅。農圃」設計吉祥物，

得獎作品有機會正式成為產品 

 

31.03.2020 

(截止) 

「堅。農圃」 

旗幟設計比賽 

網上遞交 大、中學

生 

為「堅。農圃」設計紀念品，

得獎作品有機會正式成為產品 

 

05.2020 後 參觀「堅。農圃」 

 

 

堅尼地城 學生 通過兩小時的免費導賞團，學

習農圃內不同的農耕系統和知

識，包括水耕、魚菜共生和有

機耕種，並可品嘗新鮮蔬菜及

體驗農耕 

 

 *確實日期以最後公佈為準，請於開課後登入草圖網站查閱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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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輯 

 

 

 

 
 

贊助及支持 

草圖 18/19 活動蒙以下機構贊助及支持，謹此致謝： 

贊助： 語常會 誠光有限公司 KTL Foundation 

支持： 香港設計師協會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 突破設計 香港設計文化協會 一介文化 

聯絡及查詢： 

電話：36110927 傳真：34223177 

網址：http://rough.org.hk 電郵：rough.or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