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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簡介活動簡介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香港STEM培育協會(下稱「本會」)是一非牟利機構，以整合自然科學之原理和現象結合生活、交流、座談、遊戲等不同元素，啟發本港小朋友
及青少年對科學的關注，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本會主張「身體力行，親身體驗」的活動方式，鼓勵小朋友及青少年動手參與，從動手中，引
發探討的興趣；從設計中，鑽研部份的配搭；從遊戲中，學得科學的知識；從交流考察中，探索大自然和人類科學的奧秘。藉著科學性、挑戰
性、娛樂性及探索性展現本會的活動特色。

本會將透過「親身體驗與考察．感受科學的奧妙」的方式，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如交流考察團、STEM工作坊、比賽等，建立一個平台讓小朋友
及青少年一同觀察和發現身邊的事物，如建築物的設計、科技工程的原理、生活瑣事的現象、社會普世的價值等，激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和對
社會的關注；一同探索奇妙的世界，到訪不同的地方，認識當地的文化、科技發展；一同推理不同的科學原理，嘗試發掘不同現象的可能性；
一同探究不同的社會議題，關心社會的未來發展，為未來的香港、國家全面發展而努力。

本會宗旨：
＊推廣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以科學、數學、物理、化學原理等方面應用於各式各樣的STEM活動，為大眾市民提供有趣味性的
   科技數理工程實驗，從中了解科學、熱愛科學

＊藉STEM教育為STEM愛好者提供不同領域的教學課程及交流平台，幫助提升孩子學習的興趣，讓小朋友及青少年從實踐中學習「觀察、探索、
   推理、創造」

＊以親身體驗與考察為理念，帶領小朋友及青少年走訪世界各地，透過親身體驗、觀察與交流，探索身邊的事物，推理各現象的可能性，提升個
   人交際能力，拓展人際關係，同時了解各地STEM教育的發展

＊藉著本港活動(例如工作坊、比賽等)，鼓勵小朋友及青少年對生活細節的留意，對身邊事物的觀察，對社會時事的關注，激發他們從自己出發，
   從身邊做起，感染他人，提升個人能力，貢獻社會

關愛有禮關愛有禮
觸動眼球觸動眼球

智能電話攝影比賽智能電話攝影比賽

我們生活在節奏急促的香港，往往忽略身邊的好人好事，不理解社會的不同現象；甚至不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友善互動和自身的守禮行為。為
了喚醒香港年青一代對社會的關注，尊重、包容及關愛他人，求同存異；同時，提醒年青人要為自己的行為和人生負責，本會在民政事務局
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資助下舉辦了「『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本會旨在借助現時社會非常普及的智能電話，鼓勵
參賽者多留意生活的細節，向社會宣傳「尊重與包容」、「負責」、「關愛」、「禮貌」和「品格」，共同建設更和諧、更美好、更有愛、
更美麗、更快樂的香港。

「『觸動眼球　關人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活動目標如下：
1.  全面掌握「尊重與包容」、「關愛」、「負責」、「禮貌」及「品格」的意義

2. 關注身邊的人和事，明白「尊重與包容」、「關愛」、「負責」、「禮貌」、「品格」在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和重要性

3. 由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感染身邊人，一起尊重、包容及關愛他人，對自己行為負責，做到互相尊重，互諒互讓，共同建設更美麗香港

4. 互相分享在選取題材時的取捨，聽取獲獎者的分享，總結經驗，互相學習，做到「勝不驕，敗不餒」，展現此攝影比賽「關愛有禮」的主
    題，不怕失敗，培育積極的人生觀。

5. 從年青人角度掌握「尊重與包容」、「關愛」、「負責」、「禮貌」及「品格」在社會的意義和重要性，並與年青人一同弘揚這些核心公
    民價值，推動社會和諧建設。

尊重是要尊重他人意見及價值；包容是要包容他人的不同，不能以自我為中心；關愛是要關心他人，關懷社會不同社群；負責是要對自己的
行為和人生負責，個人行為須符合社會道德規範及社會法律法規；「禮貌」及「品格」是人與人之間的友善互動，在不同場合表現出應有的
禮儀。本會期望參賽者透過作品宣揚「履行公民責任．共建快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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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簡介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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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一等獎

陳穎達

二等獎

最具網民歡迎大獎

劉柏男「小」心欣賞
拍下這張照片的那刻，我的感受很深刻，當時的現場
情況是：圍觀音樂表演的途人有的在高聲談話，有的
在吵鬧著，甚至有的在不停追跑。然而被我手機拍攝
下的這幾位小朋友，非常有禮貌地，不拘小節地趴在
地上細心欣賞優美的音樂。這一幕充分展現觀眾對表
演者應有的尊重，小朋友靜心聆聽音樂的行為，亦很
值得成年人借鏡，學會尊重，懂得禮貌，無論「小朋
友」或大朋友都需要謹記。

光影下的老人
「光影如梭，歲月不留人」一位老婦人走過了大半輩
子的人生，風燭殘年，獨自為伴，望著窗外的餘光灑
落在地上，時間從轉動的光影流走。年華老去的她只
有影子相伴，從孤獨到麻木，孤苦伶仃，內心的愁緒
又有誰人可以跟她傾訴？獨居的老人在香港十分普遍，
有些被子女漠視，有些則無可依靠，他們的晚年究竟
可以依靠誰，又有誰可以陪他們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
路？多一點關愛身邊的長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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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二等獎

王鴻

三等獎

黃麗心

遮埋你
每晚，屯門公路轉車站都擠滿剛下班的乘客，他們都
急促地上落巴士，趕著回家。天下起雨來，乘客顧不
及撐起雨傘，巴士公司的站長很照顧乘客的需要，每
當巴士駛近巴士站，她都會舉起雨傘讓乘客排隊上車，
免得上車的乘客被雨水沾濕。這不僅展示她對工作的
盡責，更流露出她對香港市民的關愛。

彩色．花瓣
這個作品是我在中三教育營時拍攝的。照片中，大家
需舉起一位同學以完成任務。那天天氣炎熱，但大家
都願意堆在一起，舉起雙手保護同學。哪怕同學有多
重，大家仍願意包容及互相尊重，而且負責任地舉起
手，保護這位同學，同時這位同學亦十分信任大家。
每一位同學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就像一片片花瓣，
去保護花最弱小的部份，成為一朵最美麗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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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三等獎

孔慶源

鶼鰈情深
老婆婆推著坐在輪椅的老伯伯一步一步地向前行，不
論發生甚麼事情，仍然互相扶持，充分表現出甚麼叫
做「鶼鰈情深」。

三等獎

優秀色彩構圖獎

譚美儀

夢中的小孩時候
我看到這兩姐妹在吹泡泡，就想到了我和
弟弟小時候在公園裡吹泡泡，所以拍下這
張照片在參加這比賽。希望有更多人可看
見兄弟姊妹之間真摯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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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優異獎

利永康

放生前三思
圖片中的烏龜叫「小草」。牠是我養了三年的烏龜。
在數天前，我發現它後腿受傷了，而且開始腐爛，當
時媽媽說看醫生很貴，不如把它放生吧！我當時直接
拒絕了。既然我養了牠，就應該為牠負上責任，好好
照顧他，更不應該在牠生病時拋棄牠。我牽著牠，代
表著我對牠的承諾和負責。現實中很多人都會以各種
理由而把寵物放生，其實這就是不負責的表現。希望
之後其他人也能做一個負責任的主人。

優異獎

黃立孜

團隊分工趕潮汐
在暑假前的一個午飯時間，目睹工人，互相分工，趕
著潮汐的到來，亦為了下雨前，完成任務。這是對工
作、對人們的負責。

優異獎

陳偉文

優異獎

徐鴻森

分享關愛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一買一賣」交易制度看似正常，
但可能慢慢蠶食我們對人的關愛。雖然香港未致於眾人
處於飢餓中，但有很多人連買一棵菜也要精打細算。商
販賣剩的食物，如送給別人看似違反從商之道，但在社
會子中有重要的價值—關愛。無論對方陌生或熟悉，我
們只要釋出關愛，則可令社會更添溫暖。不是凡事都要
得到金錢回報，博取一笑也物超所值。

不渝中的包容
有人說過，婚姻除了愛情之外，還需要大家的互相尊重
和包容，照片上兩位年長的夫妻就正包含著不渝的包容。



13 14

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優異獎

梁曉彤

非華裔「外賣仔」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經叫過外賣。炎炎夏日，我面前有
一位送外賣的員工，他剛剛踏上摩托車，我連忙把他
的背影拍下來。雖然他的身分仍然未明確，但是我深
深體會到在烈日當空下，身穿長衫長褲，還要疲於奔
命為客人送上食物不是一件易事。在人來人往的街道
上，並沒有人察覺到他汗流浹背，這是我第一次感受
到他這份工作是多麼艱辛，但卻對我們來說是何其重
要。再仔細看看他的頭巾，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都會
令非華裔人士在適應和融入社會方面遇到不少困難。
因此，社會應該給他們更多尊重和包容。

優異獎

鍾小天

我很好，你呢
小孩去公園玩，看到一個陌生的姐姐，主動與她打招
呼。不僅如此，小孩更十分天真無邪地指向那位姐姐
臉上的傷疤，不忌諱的問道：「阿哦…..」小孩面對姐
姐毫不避諱，還熱心問那位姐姐如何，體現小朋友對
別人的關愛。

優異獎

徐鴻森

優異獎

萬理寧

大愛無言
愛，其實一直都存在。事實上，父母一直默默地守護在
子女左右，而這張照片就是最好的證明。

與狗的邂逅
這張照片是我和朋友行山的時候，看見了兩隻四處流浪
的狗，於是我朋友把身上所有食物給牠們吃，我便拍下
了這張照片。關愛身邊的動物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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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優異獎

黃景偉

同學幫助同學做功課
同學做功課遇到困難，之後有一位同學幫他，經過他
們同心同力，互相討論，那位同學的功課就學會了。
從這事件中，我明白互相幫助，共同解決問題，關心
身邊人的不同需要，有助於建立和諧的氛圍。

優異獎

陳惠權

有紀律的人
有紀律，要遵守，不要隨便亂扔垃圾，保持香港環境
的優美。這就是我們香港人應該做的事情，我們要做
一個有禮貌，講文明的香港人，這就是「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的意義。

優異獎

林忻蓓

優異獎

唐綺婧

傷健共融
社區道路平坦，可以令輪椅者與普通人一樣逛街，充實
日常生活，展現社會對他們的關愛。

午後的時光
現時社區裡越來越多老人家，他們退休後除了在家，買
菜，她們最喜歡的是幹甚麼呢？老人家都需要傾訴的對
象，因此他們茶餘飯後最喜歡的是和三五知己在長椅上
坐著聊天，其實他們也需要我們家人的陪伴，因此在我
們空餘時間多去陪伴自己家中的老人，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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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優異獎

馮曉容

城市的美
清潔工人每天為城市打掃，讓城市變得更美。即使下
雨，他們也會堅守崗位，進行清潔，風吹雨打，他們
都會把每個細節都打掃乾淨。微小的垃圾或雨漬，他
們都能發現。在我們的眼中，他們是負責的人，正是
他們的付出，我們的城市才會這麼美。

優異獎

陳茵桐

老有所依
當幼時能安穩依偎的靠山與港灣逐漸老去，曾經的孩
童們步入中年，小輩便要肩負起更多責任—這是中國
社會獨有的家庭關係守則，它稱為「孝」。香港是中
西文化匯聚之地。「盡孝養老」的現象雖存在，但因
年輕一輩工作忙碌，少有時間照料雙親，於是越來越
多的老人被迫送往老人院。因此這張照片展現的是父
女相處的狀態變得彌足珍貴。老有所依，是每個人都
期望的，但也是現代社會少有人能擁有的，值得我們
反思。

優異獎

王仕杰

優異獎

嚴敬琛

成長
今次的主題都是圍繞著人，而我就覺得這些都關於一個
孩子的成長。每一個從孩子到成年人，期間的經歷一定
包括尊重與包容、關愛、負責、禮貌和品格。作品裡面，
這些小朋友在吹泡泡，臉上洋溢著迷人的笑容，天真的
他們在享受這玩樂的時光，而這些的背後不正因為有父
母的關愛，負責……父母就是小朋友的榜樣，教會他們
尊重別人，包容別人，對別人關愛，對別人負責，做一
個懂禮貌和品格兼優的人，他們就是香港的未來，也回
應了這比賽的主題。

瀰漫在人潮中的歌聲
一把美妙的歌聲在茫茫人海中瀰漫，緩和了尖沙咀碼頭
急速的節奏。緊張的氣氛被勤快的樂器覆蓋，路人都沉
醉其中，站在這隊樂隊前細心觀賞。也許，打賞只是向
樂隊表示認同，但其實，站在樂隊前，認真欣賞樂隊的
表演，才是真正鼓勵樂隊的表現，因為這是對他們尊重
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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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2019

優異獎

羅浚銘

關懷
在來自異鄉的關懷下，不禁展露出開懷的笑容，發自
內心的關懷，從不分你我。

優異獎

譚嘉軒

撿荒者
一些婆婆或公公會因為沒有日常需要的金錢，或是他
們的家人還沒有給他們家用，所以會收集紙皮轉售換
取金錢，從而維持生活和購買日常用品。這令我們反
思青年人對老年人的關愛及負責。

優異獎

黃寶欣

優異獎

何月彤

兄妹的愛意
姐姐在學校裡得到的禮物，一回到家就立刻給弟弟，和
弟弟一起玩樂。因為家裡經濟不景，再加上父母都要外
出工作，對弟弟的關懷很少，所以姐姐經常陪伴弟弟，
愛護弟弟。

無家可歸
這張相片可以表達出現時的「空巢老人」問題越來越嚴
重，有些青年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老人，又或者根本沒
有足夠金錢供養老人，他們只好決定離開家園，去外地
打工掙錢供養父母。雖然青年人到外地工作可以有能力
供養自己的父母，但還有一部份青年人認為供養父母會
妨礙他們的「私生活」或者用其他的藉口拒絕供養他們。
我個人認為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供養成人，付出一切，
我們就有責任去照顧父母，直至到他們離世，這是不可
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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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何月彤

老人收集紙皮箱
這張照片可以反映到現時人口老化和獨居老人的問題。
現時社會經濟越來越繁榮，但是暗地裡依然有生活沒
有受到保障的人，特別是老年人。我們要擁有一顆尊
重與包容和關愛的心，關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優異獎

黃幸移

小孩的成長過程
小孩身上的衣著，完全是他自己整理的，髮型、衣著
和鞋子，都是小孩自己獨立完成的，小孩年紀這麼小，
就已經懂得如此自立，十分之有責任感。

優異獎

梁立強

優異獎

梁立威

關愛建立於行車道
圖片是一位老婆婆推著一輛裝滿紙皮的手推車在行車道
的巴士間穿梭。由於老婆婆年紀大，行動慢，司機們都
按起車笛，催促婆婆的行動。工作是生活的基本，司機
們開車工作，路人也要工作，老婆婆也需要靠賣紙皮而
養活自己。可是司機只顧自己的行車時間，路人也冷眼
相看。難道大家不能互相包容、尊重嗎？賣紙皮的不是
工作？沒有老婆婆的辛苦工作，一些有價值的回收物能
歸類重造嗎？拍完後，我放下手機去幫忙了。

多餘的露宿者
「多餘的露宿者」照片拍攝於油麻地砵蘭街的文明里休
憩公園。在照片中可見一位露宿者坐在公園中的一張長
椅，而長椅卻是鋪滿、掛滿他個人的雜物和衣服，猶如
這便是他的居所，儘管是晴天，還是雨天他仍只有這處
歸宿地。「多餘的露宿者」的名稱是因為拍攝地附近有
一間「油麻地露宿者之家」，而在我探訪過後，發現那
兒已經爆滿，故這位露宿者可能是缺乏居住空間才被迫
淪落街頭，當一個多餘的露宿者。這也反映社會對露宿
者的照顧不足，故想通過這作品喚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愛
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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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捕捉獎

陳映君

伴你成長
這幅作品拍攝於樂富廣場裡面，爺爺抱著孫女，母親
用勺子把香蕉刮成一小塊給女兒吃，全程看著女兒似
乎沒有一絲邂怠，體現出爺爺和母親的關愛與負責，
反映出港人對新生一代的關愛。

精彩捕捉獎

黃立孜

圖書館的一角
各人有自己的喜好，在偶然下發現書櫃內有一洞天，
各人互有興趣、互有投入、互不相干，享受寧靜的一
刻。大家要在尊重的前提下，才可以不受影響，可見
尊重和包容的重要性。

精彩捕捉獎

巢景瑜

優秀色彩構圖獎

陳穎達

被忽視的鋼筋
有人說過婚姻除了愛情之外還需要大家互相的尊重和包
香港現時繁榮的發展，少不了上一代人的努力，香港像
是高樓，而上一輩的老人像是鋼筋，給了最堅固的根基
幫助香港發展。如今香港已是萬丈高樓，而包覆在樓裡
的鋼筋，也早已被人忘卻，正如在太陽雨下打傘的老人，
被路人們忽視。我們應懷著感恩的心，給這些功臣們多
一些關愛。

關．愛　
相片是在途經某舊式屋苑時拍下的，相片的佈局及老人
家的神情和形態給我感覺極深，就好像孤獨的長者給都
市人的冷漠所關閉，得不到關心。然而我把此作品名為
「關．愛」，其雙重意思亦是希望藉著作品去喚醒大家
對一眾長者的關懷及愛護，讓所有老人家能夠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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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

古今絲路文化行@陝西

古今穿梭—文化古蹟保育行@泰國

湖州南京文化科技考察之旅

第四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滑出未來—
香港小學生滑翔機飛行賽2020

「觸動眼球　 包容互愛」
智能電話攝比賽2020

到校STEM工作坊

STEM動手空間

STEM實驗室

報名日期：2020年5月
截止交稿日期：2020年6月下旬
頒獎典禮：2020年9旬下旬

活動日期：2020年6月
地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對象：本港14-35歲青年
名額：40人

報名日期：2020年9月
比賽日期：2020年11月中旬

報名日期：2020年5月
比賽日期：2020年6月下旬

活動日期：2021年3月
地點：泰國(清邁、清萊)
對象：本港14-35歲青年
名額：30人

對象：7-12歲兒童
名額：每場不多於20人

對象：小二至小四學生
名額：每場10人

對象：全港中、小學
本會提供不同的STEM到校活動，
歡迎各學校致電向本會查詢

活動日期：2020年7月
地點：陝西省西安市、寶雞市
對象：本港14-35歲青年
名額：40人

活動日期：2021年4月
地點：湖州市、南京市、蘇州市
對象：本港14-35歲青年
名額：40人

活動最新詳情請密切瀏覽本會網站

http://www.STEMNurture.org
電話：2234 9288      傳真：2234 9229     電郵：STEMNurture@gmail.com香港STEM培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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