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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雷中學｜ 設計與科技科｜王錫清老師｜2015.05.02



•我是王錫清

•任教設計與科技科二十多年

•獲英國利物浦大學榮譽學士學位

•獲理工大學設計碩士學位











分享分享…

1 C k h i1.Coke-sharing



可以互相交流…可以互相交流。



重新看重新看…

2 C k it2.Coke-securitycamera



找到新見解。…找到新見解。



長輩的影響力長輩的影響力…

3 Child3.Children see



可以很深遠…可以很深遠。













內容內容

「1. 教學理念–「創意先行」

2. 解讀 創意與綠色生活2. 解讀 創意與綠色生活

3 點睇 綠色設計在校園3. 點睇 綠色設計在校園

4. 一些 「創意教材」分享



1 創意先行1 創意先行



〝繼科技發展後 全球大方繼科技發展後，全球大方

向將是「創意」先行〞是 創意 先行

(2012年倫敦設計節主席John Sorrell爵士在香港「英國

非凡創意周」上說)



未來科技發展未來科技發展…

4 Mi ft4.Microsoft



助人的科技助人的科技…

5 l5.volvo



在重視創意的英國在重視創意的英國…

6 M D6.McDo



在香 會…在香港不會發生



大英圖書館(2010)舉行「21 世紀

發明展」，選出10年來15個英國發明展」 出 年來 5個英國

「 具啟發性」的發明，具啟發性」的發明

雙頭掃帚就是其中 項雙頭掃帚就是其中一項。



霍頓在5 歲時，憑霍頓在5 歲時，憑
這發明取得專利，
近還獲大英圖書近還獲大英圖書

館選為10 年來「
具啟發性」的發具啟發性」的發
明之一。

擇自：明報 A28寰宇花絮(2010-09-08)  



無葉風扇無葉風扇



同期獲選具啟發性發明

省錢能源監測器省錢能源監測器
在連到家中的電箱後，這裝置會向你提供像交通燈
般易明信號，監測你全屋的電用量。般易明信號，監測你全屋的電用量。

海浪發電機海浪發電機
這部使用海浪產生電力的發電機，零運作成本之餘
又潔淨環保。發明者指，英國只需購入1 1 萬部這又潔淨環保。發明者指，英國只需購入1.1 萬部這
些機就可以滿足全英國用電量，並節省高達75%電費。



培養創意培養創意

1.活用生活中各種事物，1.活用生活中各種事物

如廣告如廣告…

2.透過課堂活動



廣告廣告…   

7 i t7.sony-paint



色彩繽紛…色彩繽紛



廣告廣告…   

8 f t Kit h8.fantasyKitchen



啟發創意…啟發創意















廣告廣告…   

9 M th d9. Mother day



感人…感人



廣告廣告…   

10 B t j b10. Best job



令人反思…令人反思



















利用廣告作教材的好處利用廣告作教材的好處

1.免費1.免費

2 有新意2.有新意

3.生活化及實在

4.可擴闊視野



創意廣告1創意廣告1…   

11 Pl W11.PlayWme



創意廣告2創意廣告2…   

12 S t12.Smart car



創意廣告3創意廣告3…   

13 C k ki13.Cokepacking



創意廣告4創意廣告4…   

14 IBM14.IBM



啟發新思維…啟發新思維



發人深醒的廣告 1發人深醒的廣告 1

15 Th i l h ld 't15.  The girl who couldn't cry



發人深醒的廣告 2發人深醒的廣告 2

16 W t t lk16. Water talks



創意的呼籲創意的呼籲

17 k d17.naked



或許可以改變習慣…或許可以改變習慣



2 創意與綠色生活2 創意與綠色生活



















































Pallet Pen ｜ 卡板筆｜

綠意念 為地球。Ideas for a greener Earth
Ch bl R fill ｜筆芯可替換Changeable Refill ｜筆芯可替換







3 綠色設計在校園3 綠色設計在校園



綠色的校園綠 的校園

1.走出教室-善用空中花園1.走出教室 善用空中花園

2 校園中的升級再造2.校園中的升級再造



空中花園的用途空中花園的用途中花園的用途

多元智能之自然探索多元智能之自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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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再造可以是升級再造可以是…

18 k 2 d lif18. coke2nd life



升級再造較學術的升級再造較學術的

解釋是解釋是…



按棄置物的物料特質…按棄置物的物料特質，

通過人手設計，製造成通過人手設計 製造成

較環保的物件。



佈置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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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習作…   



+



樹枝可變成書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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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動動腦筋，任何物件都可只要動動腦筋，任何物件都可

是啟發創意之媒體。是啟發創意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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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重點是：

如何向學生解讀如何向學生解讀如何向學生解讀



Q/A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