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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天主教中學 

全方位學習 – 學習領域(2019-2020) 

 

活動涵蓋的學習領域：____藝術教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科目：____視覺藝術科_____) 

 

*每項活動涉及的學習經歷(請以 1-12作代號顯示) 

1. 德育教育 2. 環境教育 3. 性教育 4. 公民 / 國民教育 5. 理財教育 6. 生命、健康教育及禁毒教育 

7. 智能發展 8. 體育發展 9. 藝術發展 10. 與工作有關的經

驗 

11. 社會服務 12. 其他(請註明)                 

 

日期 活動 目的(請說明屬 

促進、延伸、擴闊或其他) 

主辦單位 學習經歷* 

(1-12) 

備註(奬項/評估) 

30-9-2019 職安 STEP BY STEP貼紙設計比

賽 

為學生提供事業探索機

會，讓學生了解各行各

業，協助他們做好生涯規

劃 

職業安全健康局聯

同新城電台合辦 

9 參加人數：5 人 

 

30-9-2019 預防科技罪案---四格漫畫設計

比賽 

透過創作提高同學及大眾

對科技罪案的認識及了

解，減少成為受害人或誤

墮法網的機會，並提高同

學們對漫畫創作的興趣，

增強自我表達能力。 

香港警務署處新界

南總區防止罪案辦

公室及香港課外活

動主任協會 

9 参加人數： 3 人 

5D  黎桐欣  高中組優異獎 

(獎狀) 

5A  陳嘉盈  高中組感謝狀 

5D  黎樂妍  高中組感謝狀 

30-9-2019 職安健漫畫設計比賽 鼓勵學生及公眾透過設計

漫畫，發揮創意，藉以傳

遞管理工作壓力的相關職

安健訊息 

職業安全健康局 9 參加人數：3 人 

4-10-2019 第十屆香港企業公民計劃月曆 社會能夠不斷進步，持續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9 參加人數：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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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比賽 繁榮地發展，有賴各行各

業履行公民和社會責任，

實踐優質專業、回饋社

會、關愛員工及支持環保

的理念，從而達到「有禮

有品，企業公民」的目標 

 

31-10-2019 兒童事務委員會「愛兒童.童行」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透過設計切合比賽主題的

whatapp 貼圖，以提高參加

者對兒童福祉、發展、權

利和權益有關事宜的認

識；及鼓勵中學生於設計

方面發揮新穎的概念和創

意 

兒童事務委員會, 

勞工及福利局 

9 參加人數：1 人 

 

1-11-2019 「禮‧品」宣傳大使設計比賽 舉辦「『禮』．『品』宣傳大

使設計比賽」，讓市民以富

色彩、具創意的新穎形式

重新認識禮貌、品格和責

任在社區和社會發展的重

要性，鼓勵市民走進社

區，服務社區，建立良好

鄰里關係，共同建設快樂

社會。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9 參加人數：1 人 

 

1-11-2019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陳呂重德紀

念中學 

全港中學第十屆健康人生繪畫

比賽 

鼓勵同學以「健康人生」

為繪畫主題，表達積極向

上、追求卓越及健康的生

活，使人生充滿理想和目

標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9 參加人數：1 人 

 

6-11-2019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活動旨在賽加深學生對化 保良局教育事務部 9 參加人數：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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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創作比賽（香港賽） 

 

 

學元素週期表和基礎科學

的認識，鼓勵學生了解它

們對科學發展和日常生活

品質的影響。 

 

7-12-2019 香港動漫海濱樂園漫畫寫生大

賽 

讓本地學生認識香港漫畫

的文化、藝術及歷史，從

而加深他們對創作及藝術

的認識；及增加本地學生

對香港動漫行業的認識，

從而提升他們對從事有關

行業的興趣。 

香港動漫聯會 9 參加人數 2 人 

13-12-2019 創意思維襟章設計比賽 To let creativity soar and be 

turned into artistic work that 

celebrates the Odyssey of the 

Mind Hong Kong Regional 

Tournament 2020. 

青年會書院 9 參加人數：1 人 

 

15-12-2019 第十一屆 ICEHK2020「伴我同

行」國際繪畫比賽 

本年的主題是「伴我同

行」，是次繪畫比賽希望搭

建一個平台讓參與者探索

身邊的事、人或物，藉此

獲得支持和力量去追尋人

生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

流（香港） 

9 參加人數 1 人 

 

31-12-2019 食物安全人人「like」！海報設

計比賽 

透過海報設計活動，提升

學生們對食物安全的知識

和推廣食物安全的信息。 

食物環境衞生署 9 參加人數 16 人 

 

21-12-2018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讓他們盡展才華及潛能之

餘，更鼓勵他們與人分享

藝術的樂趣，實踐「活出

香港藝術發展局 9 參加人數：1 人 

3D 陳靖柔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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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積極分享」的精神。 

31-12-2019 第十三屆徵文、攝影、微電影、

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 

希望透過「理想家園」活

動,教育下一代從小認識企

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鼓勵他

們關心社會，同時發揮藝

術和創意天分，描繪對理

想家園的憧憬。 

香港品質保證局 9 參加人數 5 人 

 

31-12-2019 滅鼠三式 4 格漫畫創作比賽 透過 4 格漫畫創作活動，

提高學生對滅鼠的知識，

並鼓勵學生積極實踐減鼠

的預防措施。 

食物環境衞生署 9 參加人數 55 人 

 

31-12-2019 防癆吉祥物設計比賽 目的是透過防癆活動為參

加者及市民帶出癆病訊息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

病協會 

9 參加人數 2 人 

 

31-12-2019 《萬象之根：周綠雲繪畫藝術

展》藝術徵集及展覽 

公眾可藉此比賽分享自己

從周綠雲展覽中所獲得的

聯想，與周氏的藝術世界

作交流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9 參加人數 1 人 

10-1-2020 Eminent visual art competition 是次比賽希望提供一個創

作平台，鼓勵學生的藝術

交流及發展，令一班愛好

藝術的同學能夠得到更好

的栽培和教育，成就他們

對藝術的抱負和理想，從

而推廣香港的藝術教育發

展。 

Academic Advisers 9 參加人數 1 人 

 

31-12-2020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

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推廣物品管制分類別，不

良資訊要拒絕的重要訊息 

電影、報刊及物品

管理辦事處主辦 

9 參加人數 13 人 

31-12-2020 面具設計比賽 19-20「向歧視說 宣揚不歧視愛滋病病毒感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9 參加人數 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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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染者的訊息為比賽目的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

構)主辦 

4D 羅梓殷 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