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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 

2021/23 學界教育活動 

報名表格 

本校欲報名參加：(請在合適的方格上加上) 

 食魚教育 #Fishntrip ^ 

參與日期 形式 

首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3選1       ZOOM 線上教學       

       到校面授       

       實體戶外考察 
次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參加人數：(學生)________________(教職員)_________ 學生級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賞活動－「探索魚塘生態及文化之旅」^ 

參與日期 導賞時段 

首選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團    下午團 

次選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團    下午團 

參加人數：(學生)________________(教職員)_________ 學生級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講座－「本地魚塘濕地保育及生物多樣性」 

講座日期 講座時間 

首選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首選時間：       － 

次選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次選時間：       － 

 中學 (公民教育) 

既定主題 

認識魚塘濕地生境及保育價值 

魚塘濕地生物多樣性 

２選１ 

 香港塘魚養殖業的發展與運作 

 本地漁業困難及其可持續發展方向 

 高小 (常識科-大自然與生活) 

既定主題 

認識魚塘濕地生境 

公民教育－魚塘的保育價值 

3 選 1 

 了解本地及魚塘雀鳥 

 認識魚塘濕地其他生物 

 漁業困境與保育方法 

參加人數：(學生)________________(教職員)_________ 學生級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覽板借用－「新界西北的魚塘生態」 

借用日期 (YYYY/MM/DD - YYYY/MM/DD) 

首選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選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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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濕地與城市的角力」^      

參與日期 時段 

首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    下午 

次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    下午 

參加人數：(學生)________________(教職員)_________ 學生級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形    式 :      ZOOM 線上教學        到校面授 

 生物科專題研習－「魚塘生態探索」^  

主題 
 魚塘濕地的生態系統 

 魚塘濕地的生物多樣性 
形式 

 ZOOM 線上教學　　　　3選1 

 到校面授 

 實體戶外考察 

參與日期 時段 

首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    下午 

次選日期：            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上午    下午 

參加人數：(學生)________________(教職員)_________ 學生級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資料 

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                                 

學校地址：                                         聯絡人職位：                                 

學校電話：                                         手提電話：                                 

電    郵：                                         傳    真：                                 

 (請把表格電郵至 fishpond@hkbws.org.hk，本會將於 5 個工作天內回覆。) 

 

 

付款方法** 
確認報名後，申請人須於活動確定後一星期內以劃線支票或現金形式交回香港觀鳥會辦事處，支

票抬頭請寫「香港觀鳥會」。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532 號偉基大廈 7C。 

^ 如活動參與人數不足 20 位，申請學校仍須支付 20 人的報名費用; 若以上日子及時間皆不適合，可再作商議。 

** 如學校要求取消活動，必須於活動前 14 個工作天或之前通知本會。如學校於少於 14 個工作天內通知本會，本

會將會收取報名費的 50%作行政費用。 

 

資助: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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