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及大專教育活動報名表格（2022 – 23）
九龍大角咀晏架街四號麗華中心二樓 香港世界宣明會公共教育部

電話：(852) 2399 3476 (中學及大專) 傳真：(852) 2394 0566

歡迎使用網上系統報名：bit.ly/wvhk-school

學校名稱： (中文) 校長姓名：

負責老師： 職銜： 所屬科目/活動組別：

學校地址： 電 話： (學校)

(手提)

電 郵： 傳 真：

所有申請均有待宣明會核實詳情。本校希望以電郵 / 傳真 形式跟進。

宣明會將透過閣下的通訊資料提供有關教育活動等資訊。本人同意／不同意宣明會向我提供有關資訊。

主題講座 (每節講座約３0分鐘，不包括同學入座時間)

題目： 30分鐘救難實習 飯前抉擇 幸福BIG降 童一天空 社創出未來！ 病毒無邊界

形式︰現場講座 網上講座(Google Meet/Teams/Zoom) 錄影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延伸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需借用教育資源，請於宣明會網頁 bit.ly/wvhk-edu-borrow 下載及填妥借用表格，並連同此表格一併交回。

參加級別： 參加人數： 人

日期及時間 (首選)： 年 月 日 上 / 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日期及時間 (次選)： 年 月 日 上 / 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學界饑饉 體驗工作坊 利是送暖 (2023年1-3月舉行)

貧富一餐 清淡一餐 饑饉一餐

饑饉20-30小時 聯中饑饉營

模擬活動：

收成之路 糧能可貴

步步為營

貨如輪轉（公平貿易及血汗工廠）

Mission M（性別不平等）

擁有什麼（街童）

戰禍無辜（戰爭與難民）

活動日期：2023 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至_______月_______日

活動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活動時間：上/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參加級別：__________ 參加人數： _________人

舉辦形式：學校自行籌辦 宣明會到校帶領活動

會否進行籌款： 會  否

*凡參加的學校均可按需要獲得證書乙張、活動海報及貼紙。

活動日期：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會否借用捐款箱： 會  否

大捐款箱(30cm長x22cm闊x20cm高)_____個(最多2個)

小捐款箱(17cm長x12cm闊x18cm高)_____個(最多5個)

參加級別：________  參加人數：_______人

*上述日期僅供本會參考，運送及收回捐款箱日期

將因應本會安排而定。

活動時間：上/下午 時 分至 時 分

參加級別：__________ 參加人數：________人

舉辦形式：現場工作坊 網上工作坊

籌款活動 / 倡議及教育活動

活動形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日期： 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至_______月_______日 參加級別：____________ 參加人數： _____________人

會否借用捐款箱： 會  否 *如需借用捐款箱，請於宣明會網頁 bit.ly/wvhk-edu-form 下載及填妥借用表格，並連同此表格一併交回。

X (yyyy/mm/dd)

負責老師簽署及學校蓋印 填表日期

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一有限責任形式成立的基督教救援及發展機構，旨在為貧窮的兒童、家庭及社區帶來長遠的改變。 Web_May_2022

https://services.worldvision.org.hk/school/
http://bit.ly/wvhk-edu-form


中學及⼤專

教育活動

主題講座

⼯作坊

教學資源

饑饉活動

2022�-�2023

網上報名：bit.ly/wvhk-school
聯絡電話：2399 3476 (公共教育部)

費⽤全免

先到先得



另設Youtube版
40分鐘

另設Youtube版
30分鐘

社創出未來！
#創新設計與科技發展

認識社會創新的發明，了解創

新設計如何幫助貧窮人改善生

活；探討設計過程中社區參與

和以人為本的重要性；啟發同

學關注及回應貧窮人的需要。

目　　的：了解貧困兒童的處境及生命故事，建立同理心和正確價值觀，

　　　　　提升世界公民意識。

對　　象：中一至中六學生、大專學生 (每場人數最少100人或全級同學參加)
講座時間：30 — 40分鐘
講座主題：共6個
講座模式：可選  (1) 現場講座  (2) 網上講座(Google Meet / Teams / Zoom)

１

生命教育講座

Talk

在家饑饉

校內饑饉 x 模擬活動
(收成之路 / 糧能可貴)學界饑饉

氣候危機

教學資源

病毒無邊界
#公共衛生與全球化

回顧近年全球重大疫症，包括

新型冠狀病毒；探討全球化對

各國抗疫工作帶來的影響；了

解香港及貧困地區兒童面對疫

症的處境，並鼓勵同學參與援

助。

紙皮大變身

Tippy Tap洗手器製作

「疫」境同心 
物資支援計劃

全球抗疫

助⼈計劃

童一天空
#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

發展中國家正承受氣候危機帶

來的負面影響。透過認識貧困

兒童的處境，明白回應氣候危

機的重要性；鼓勵同學在日常

生活中實踐氣候公義。

教學資源延伸活動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難民危機
教學資源

「過去．現在．將來」

畫展 

馬太25挑戰

講座備有輔助簡報供老師作教學之用。

Talk

飯前抉擇
#飢餓

認識發展中國家飢餓的情況，

明白飢餓迫使貧窮人面對艱難

抉擇；了解宣明會應對飢餓問

題的方法，鼓勵同學在日常生

活中以行動回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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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禍無辜 

幸福BIG降
#基督教教育

透過耶穌的教導以新的眼光看

幸福；認識宣明會在貧窮地區

帶來復和及幫助；讓同學明白

施比受更為有福，鼓勵以耶穌

的愛幫助貧窮人。

30分鐘救難實習
#衝突與國際救援

代入救援人員身份，了解難民

的需要；認識宣明會為難民提

供的緊急及長遠幫助，並透過

不同見證，鼓勵學生成為一位

助人者。

體驗⼯作坊

校內饑饉 x 模擬活動  
(步步為營)

學界饑饉

開餐喇

展版借⽤

糧食危機
教學資源

展版借⽤

學界饑饉

在家饑饉

校內饑饉 x 模擬活動 
(收成之路 / 糧能可貴)

延伸活動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體驗工作坊

透過模擬生產，了解公平貿易與血

汗工廠生產模式的分別，反思並以

行動回應童工的需要及血汗工廠議

題。

透過討論及實驗，認識貧困地區的衛

生巾，及當地女童因資源缺乏而引伸

的失學問題，鼓勵參加者關注並回應

貧困女童的需要。

模擬難民家庭在逃難過程中面對的抉

擇，認識戰火如何令無辜平民及兒童

失去家園、親人及將來，鼓勵參加者

關注並回應難民的需要。

可於社交距離下進行 

可於網上進行

現場進行 

目　　的：透過模擬體驗，讓參加者體會貧困兒童及其家庭所面對的挑戰。

形　　式：模擬體驗、解說及反思活動

時　　間：約1小時（模擬體驗／解說及反思 各佔30分鐘）
對　　象：中一至中六學生、大專生（100-150人）
進行地點：學校禮堂/活動室（須設有投影及音響設備）
**各活動所需預備的物資不同，詳情可參閱本會網頁。

Experience

3

可配合主題講座

30分鐘救難實習

��輪轉 Mission M

擁有什麼 戰��辜

#公平貿易及血汗工廠 #性別不平等

#戰爭與難民

模擬街童拾荒為生，體驗街童艱辛、

沒有安全感的生活處境，鼓勵參加者

關注並回應貧困孩童的需要。

#街童

可配合預錄講座

一廁大事



延伸活動指引

教學資源包

以下教學資源可免費借用或下載。配合講座或校內課程使用，幫助同學深化學

習，關愛貧困群體。

Resource Pack

教學資源

Tippy Tap洗手器製作

讓同學製作模擬Tippy Tap，以了解貧窮人缺乏乾淨
食水的處境及適切幫助他們的科技原理，及享受製作

的樂趣。（學校須派員到宣明會借用物資）

紙皮大變身

了解貧窮人的處境，幫助同學發揮創意，在校內利

用紙皮，設計及製作發明品，改善貧窮人的生活。

（可配合設計與科技科/STEM教學）

可配合講座

社創出未來！

⾺太25挑戰
為期一星期的挑戰，每日接受一項挑戰，踏出安舒

區，實踐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25章的教導，關顧
弟兄姊妹中最小的一個，體會困乏人的需要。

可配合講座

幸福BIG降

內含專題介紹、短片分享、相關新聞及思考問題，幫助老師作專題教

學，加深學生對議題的認識。

全球抗疫 難民危機 氣候危機 人口販賣與剝削 糧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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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講座

社創出未來！

在家饑饉

本會可配合學校課堂上的安排，建立簡易版的「饑

饉活動流程建議」，以便同學們利用不同的時間體

驗饑饉活動。

可配合講座

飯前抉擇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ClimateChange-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Pandemic-WVResourceKit.pdf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images/data/07_Learn/02_Resources/04_SEC/Pandemic-WVResourceKit.pdf


收成之路
（氣候變化與農民）

模擬活動 (1)

模擬活動 (2) 模擬活動 (3)

5

Famine

宣明會鼓勵學校籌辦「學界饑饉」活動，讓學生以3H：知識(Head)、愛心 (Heart)和
行動(Hand)關注全球飢餓及貧窮問題。透過角色扮演或體驗工作坊等活動，帶領參加者
感受飢餓的滋味，了解貧窮人的需要，並對自身的生活態度作出反思。

貧富/清淡/饑饉 一餐

捱餓體驗 

透過感受飢
餓及模擬活

動，體會貧
窮人

的艱難，以
行動表達關

注。

1.
      （貧富餐 / 清淡餐 / 饑饉一餐）

   2.模擬活動（三選
一）

   3.解說及反思

探索議題：氣候變化、地球村

透過分組抉擇題，體驗發展中國家

的農民在全球氣候變化下難以維持

生計，得到溫飽；了解全球氣候變

化如何影響農民家庭的兒童；反思

城市人應如何改變生活習慣來回應

氣候變化。

糧能可貴
（氣候變化與飢餓）

步步為營
（戰爭與飢餓）

探索議題：氣候變化、飢餓

透過互動問答比賽及食物靜觀，了

解氣候變化如何威脅貧窮人口的生

活及糧食生產；反思食物的可貴以

及城市的生活習慣，鼓勵同學以行

動回應全球飢餓問題。

探索議題：戰爭、飢餓

透過模擬南蘇丹人在河中採摘蓮花

充飢的經歷，認識氣候變化引發的

災害正危及發展中國家的糧食供

應。期望同學反思食物的可貴，並

以行動回應氣候危機及全球飢餓問

題。

學界饑饉



聯中饑饉營 (饑饉24小時)

透過聯校營會及體驗活動，讓不同學校的學生互相交流，一同

感受貧窮人的困苦，學懂珍惜所有、建立同理心及履行世界公

民的責任，以行動關心飢餓兒童。

營會將於2023年3月舉行 (星期六至日，具體日期待定) ，適合
中三或以上學生。營費待定（另設自行籌款，籌款額不限）。

學校可
擬定任

何合適
時間舉

行20-30

小時的
饑饉活

動，並
可參考

本會「
饑

饉活動
流程建

議」設
計的流

程。本
會

可提供
海報、

貼紙、
外借工

作坊物

資，或在
活動期間

到校分享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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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結青年力量，一同關注全球飢餓及貧窮問題，並透過體驗工作坊等活動，讓

參加者能親身感受飢餓的滋味，從而對自身的生活態度、社會角色及個人責任作出

反思。由學生領袖參與籌辦「學界饑饉」活動，讓學生透過進行資料搜集及帶領活

動，開拓世界視野之餘，更可跳出個人層面，實際回應貧窮人需要，在校內為他們

發聲。

Famine

饑饉20-30小
時

*詳情請致電本會公共教育部 2399 3476。



Youtube
Zoom
Google Meet

世界宣明會線上教育⽀援

網上支援渠道

宣明會公共教育部有⾒學⽣於防疫期間的學

習需要，以及為配合各校新的教學模式，因

此準備了相應的線上教育⽀援。

部份⽣命教育講座及活動現可以網上形式進

⾏，幫助⽼師及同學在疫情下繼續有多元化

的學習。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邁向第三個年頭，由學校停學、停課，到學校由⾯授課堂轉⾄網上

形式授課，校學模式都隨著疫情轉變⽽形成「新常態」。

各項教育活動均不設任何收費

2022 - 23學年講座/活動已開始接受報名，先到先得
每校每學年最多可申請兩場講座/活動，每場人數最少100人或全級同學參加
各項活動須於最少兩星期前報名，宣明會將以傳真或電郵形式與校方確認申請詳情

報名方法︰網上報名：bit.ly/wvhk-school；傳真表格至2394 0566；

備註：活動可按需要配合防疫措施或就內容及形式作出調整，

      詳情請聯絡本會公共教育部（電話︰2399 3476）

                        電郵表格至：edu@worldvision.org.hk

香港九龍大角咀晏架街四號麗華中心二樓

電話︰(852) 2399 3476 (中學及大專)
傳真︰(852) 2394 0566
網址︰www.worldvision.org.hk

世界宣明會是一個基督教救援及發展機構，旨在為貧窮的兒童、

家庭及社區帶來長遠的改變，援助不分宗教信仰、種族或性別。

作為耶穌的跟隨者，世界宣明會致力扶助世界上最有需要的一

群。世界宣明會由美籍記者卜皮爾博士於1950年成立，現時的
項目遍及全球近100個國家。宣明會的援助項目以兒童為中心，
因為當他們得到飽足，有棲身之所，可以上學讀書，並且受保

護、重視及關愛時，社區便能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