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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to-time, to include 
more information of this project.

Please check the iBookstore from time to time for up-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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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ME TO OUR EXHIBITION

Taikoo Plac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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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4-month programme, A group of volunteers from 
Hong Kong experienced a full design and build em-
powerment programme and a service trip to creat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Nepal students, by furnishing 
the interior design of two newly built classrooms in the 
village.

IDEA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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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 (SHING PAO) 4



NEWSPAPER (SHING PAO) 5



What do Nepal Students want for school?

DREAM SCHOO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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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rticipants

MEMORIZABLE 
MO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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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ONE

Recruitment Day39



小小的想法

這相片在是一眾IDEARs努力地裝崁模型時拍下來的。那時候大家將各組的想法，點子通通放進這個小
小的模型裡。隨後就是對所有點子進行修改，改良，慢慢地變成一個可以改善尼泊爾小孩上學環境的
企劃。到最後IDEARs去到尼泊爾，在數日間把當日那個小小的模型，變成大家在照片中看到的新校
園。我們小小的想法，換來一個個尼泊爾小孩的笑臉，這一切全都是大家踏出一步的成果。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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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GROUP

This was a photo taken during the last workshop before all 

IDEAers were going to Nepal to realize our design. We are only 

a small group facing constraints in different aspects, but yet we 

are organized and passionate to find out ways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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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尺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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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房內一椅一桌，看似是理所當然。這裡，破落不堪，光線不足，一個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間內坐了七十多個中學生，男生女生要分行而坐，黑板與第一
行同學只有兩尺距離，可想而知學習環境是如何擠迫。但學生份外專心上課，可見能夠上學已十分難得。他們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班房，更多的座位，令更
多小朋友可以有上學的機會。

Howie



STUDENT
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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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STE『紅綠燈』

【任務一】 集體遊戲

多少年沒有玩集體遊戲了？努力地把兒時記憶一點一點的挖出來—老鷹捉小雞、捉迷
藏、踢罐、跳飛機、跳橡皮圈繩、拋手巾、以訛傳訛、比手畫腳……

「也許可以玩『紅綠燈』？」

「說廣東話嗎？還是英文？」

「不對不對，山上的孩子們哪知道『紅綠燈』是什麼？」

「既然是屬於他們的遊戲，當然是用尼泊爾語！」

「我懂的尼泊爾語只有『Namaste』﹙你好）。」

「我也是！還有在工作坊學的『1、2、3』。」

「說『Namaste』時，要雙手合十，對吧？」

「要不，合十再加單腳站立？好像變得更有趣了……」

遊戲開始時，大概有二十個人，然後玩著笑著，笑著玩著，回頭一看，怎麼孩子多了一
大群？！

童年的記憶就像埋在大樹下的「時光囊」，縱然是再普通的小東西，多年後掏出來，還
是讓你回心一笑。

Ping

44



小身軀，大力量

小身軀，大力量。而力量來自一份童真、認真和真摯。
Yiu45



WALL PAINTING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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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的父愛

組員生病了, 但仍抱緊著小孩在懷中, 讓他靜靜
的、舒服的熟睡著
他動也不動, 似乎連呼吸也停頓了
彼此互不相識、言語不通、文化差異, 但卻對對
方深信不疑
多麼的簡單、純樸
讓這份溫情、無微的父愛, 彌漫著整個校園吧....

I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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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KiKi

48



DESIGN Design is all about how much we care about the user.
Wing49



最
漂
亮
的
玩
具

我所見過最漂亮的玩具！
在尼泊爾的山區中，我以為人們缺少物資，但
其實他們擁有整個大自然，一草一木，一塊石
頭，就是他們的資源。
小朋友用著在旁邊採的葉片作主體、地上的䅤
草作繩、路邊拾的石頭用作刀片般修飾，一個
尼泊爾天然的毽就這樣完成！就這麼開開心心
和兄弟姊妹踢著玩。
當我看著他得戚的笑容，特然間發覺＂富有＂
就是這麼一回事！

Jenny50



-- 在未來之村感受幸福指數 --

尼泊爾少女收到我們在家訪送的電筒，面上露出媲美Natalie Portman的笑容。
「在生日那天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花！」我和她不禁對看一眼，發出會心微笑。
「妳有沒有害怕的東西?」
「大象！」我們像孩子般笑成一團。
「妳覺得生活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嗎，例如住大一點的屋？」
「我覺得現在好幸福，好滿足。」笑意滲進澄澈的眼眸。
未來之村，景象美麗得太迷離飄渺，讓人覺得不屬於人世。這裡有一群可愛的村
民，滿心歡喜的生活着，雖然電力供應有限，沒有熱水洗澡，沒有電視和電腦，
雖然有的盡是迂迴崎嶇的山路同義工們懼怕的小昆蟲。同他們相處，讓我重新發
現笑原來可以有好多種，咪起眼睛呵呵地笑，聳着肩膀咯咯地笑或是咧開嘴巴哈
哈大笑。有人說相由心生，境由心造，沒有做facial也沒有整容外科醫生，我們
卻在這裡遇見了阿chok，言承旭與這位Natalie Portman。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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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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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SAGAR手上拿著一個寫著自己名字的皮球給我看，然後我親切地叫了一聲"SAGAR"。
第二天，我牽著他的手，在操場上跑了一圈，我們都笑了。

第三天，我病倒了，他坐在我腿上陪著我，反而在我懷裡睡著了。
Howie



GAMES

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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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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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MOMENT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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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 user manual, our creation would not be 
more useful than colorful toys.

TEACH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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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UCTIVISM TEACHING

Dear Teachers, 

We hope you and your students like our IDEA school. 

We hope you enjoy teaching here, and students enjoy learning 
here.  

Here we would introduce CONSTRUCTIVISM for you to consider 
in your teaching. We want students to “build” the knowledge by 
themselves. Our classroom has been designed to facilitate stu-
dents’ learning by encouraging them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learning. 

Let’s join hands to make it happen! 

IDEA Nepal volunteers A.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vist Teac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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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 CENTERED
•	 Learning starts with the student’s past experience. This allows students to articulate their pri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	 Students are active learners, while teachers become the “guide on the side” instead of the “sage on the stage” (Slavin, 2009)



59 DISCOVERY LEARNING

Constructivist classroom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uthentic problems to 
solve, and require them to work out or 
discover the skill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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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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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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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FFOLDING



63 SITUATION



64 BRIDGES



65QUESTIONS



66

EXHIBITS



67 GROUPING



68

SUPPORT



Participants’ Feedback

FAMILY VISIT

6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Trip memory on Iky’s canvas

IKY’S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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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KE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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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份
午
餐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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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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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少女



O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s

AMY’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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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校園，這班房……

因為準備IDEA尼泊爾建校的資料，搜集了一系列有關課室設計的研

究。怎樣才是一個理想校園？首先要從三方面着手設計。第一是班房

空間上的鋪陳，二是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三是如何協助老師的

教學。建築師的研究指出，要從以下各方面考慮設計，才能打造一個

理想班房。

什麼是必要的課室元素？要考慮到房間形狀跟大小、天花的高度及形

狀、日照的角度與焦點、聲音的控制、課室設施的鋪陳、室內照明、

學生跟安老師對課室的空間需求。課室的最佳的比例約為1.5:1，避免

過長或狹窄的課室。課室的樓高也不能太低，不然會為學生跟老師帶

來壓迫感。課室應有窗戶的，除了一般的平天花設計，如果課室的天

花板設計能加上一點變化，例如引入圓弧拱或曲拱形，便能將學生的

焦點更加集中於所關注的教學區。課室應避免懸吊於天花的燈具，亦

應避免過度照亮天花板而形成的影子或眩光。課室的日光與觀點也是

非常重要的。有關課室內的照明，應該提供容易操控的一般照明系

統，於老師教授的位置容許重點照明，避免過度照明導致眩光讓教與

學也不太舒服。

設計上需要提供能往外面的窗戶，同時為面向東、南跟西邊座向的

窗，加設遮陽光的系統。遮陽光的系統能是固定的裝置，亦能是能夠

自動調節的系統。課室的地板適宜選擇地毯，牆身亦應加上顏色。盡

量避免白色的牆壁，令班房失去個性及沉悶。有關聲音的控制，課室

應提供隔音的結構和牆壁，令學生能夠專注學習。室內外的噪聲控制

也是很重要的，不使用硬的物料有助吸聲，讓學生輕鬆地聽到老師的

講課。有關課室內設備的多變性：提供長方形或梯形的桌子，容易移

動卻穩固的椅子，才能配合不同教育模式。不論是老師主導的演講模

式，或是小組討論，除非特別教學上的安排，不宜在課室內設置圓桌

的會議枱，大學課室內附有平板手臂的書桌也不太受學生歡迎。學校

跟別的建築有什麼分別？跟商場，住宅或商業大廈的分別是什麼？多

花一點心思，以教與學作為設計的依歸，這樣便能設計出更具人性的

課室。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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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個希望 

IDEA除了是一個往外地建校計劃，也包括了不少跟當地居民交流的活

動：家庭探訪，老師教學示範，跟當地學生一起參與的設計工作坊。

除此之外，上年IDEA 2柬埔寨建校期間，跟當地小朋友辦了一個小小

的Hope Project。訪問他們，如果能給予他一個希望，那會是什麼？

訪問的結果很有趣，一件玩具，一間多一點光線的課室，或是更充裕

的室外遊樂設施。簡單而直接，都是一些有關日常生活的細節。也有

一些提及將來工作的夢想，當醫生或是老師等等。試想想跟香港學生

做同一個訪問，得出來的結果會怎樣？PSP或是iPhone？或是將來找

一份能賺很多錢的工作。不是說香港的學生的選擇不對，事實上香港

也有很多抱有希望的學生。事實是香港的客觀環境不同，物質層面上

已很富足。希望對學生來說又帶着怎樣的一份價值？

IDEA義工並不是真的擁有超人能力。Hope Project不是真的能夠做到

送一個希望給小朋友，而是透過一條簡單的問題，喚醒潛藏在各人心

內一隅的冀望。哪怕只是幻想，或是不切實際的夢想。捧着希望比沒

有希望的人，更有存在感。希望能搜集不同地方的希望，跟同齡的香

港學生分享。對學生來說，應該會有一定的震撼。讓他們知道，生活

在地球另一端，跟自己一樣年紀的人，會有這樣的想法。不用老師用

教課書，硬生生將某個地方的知識塞進學生的腦袋裏。經過獨立分析

思考，再反省自己身處的境地，會是很寶貴的一課。

透過累積不同地方學生的希望，對未來IDEA在第三世界地方建校，能

建立一個很寶貴的資料庫。設計學校最重要是能夠服務用家，先決條

件便是了解用家需要。單憑香港的經驗或是參考外國例子，未必真的

了解當地學生的需要。畢竟文化地域的差異也會影響設計的方向。

IDEA 計劃，已完成在柬埔寨跟印度的計劃。累積經驗，希望在尼泊爾

計劃上能做到力臻完美。事實上沒有設計是完美的，但考慮學生需要

而作設計依歸的學校，已比沒有特色的標準學校進步。第三世界地區

有很多建校的項目，但除了滿足數字上的需要，成為醞釀夢想的場所

也是同樣重要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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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設計

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的概念，是用家也能參與建築設

計的過程。香港的環境中，有關建築設計，往往也依賴專業團隊的方

案。以學校設計為例，香港有「千禧校舍」的藍本：佔地約六千平方

米，共有三十個標準課室及十六個特別室。包括音樂室、美術室、資

訊科技學習中心等，大禮堂設有中央冷氣。千篇一律的倒模式設計，

教育當局認為最能配合填鴨式教學。香港各區不難發現，設計一樣的

校舍。有趣的是，兩所並排的千禧校舍，如鏡像一樣對稱的，只欠學

校的名牌不同。這樣的建築設計，不能配合不同學校的特色，如宗教

信念，教學宗旨等。胡恩威在《香港風格 3》狠批香港的校舍建築抱

有「監獄主意」。由管理層主導而且自我封閉，設計缺乏人性。高高

的圍牆包圍着小小的運動空間，有如監倉的課室內沒有空間感，加上

偽人文主義的粉紅色外牆。

標準倒模式的校園能達至最高的成本效益？非也，若果用家能跟建築

師直接對話，設計能緊貼每一間學校的獨特需要，花心思的設計不一

定造價昂貴。事實上香港的國際學校設計較人性化，建築成本跟標準

校園差距不大。如何得到用家的要求？這才是最重要的一環。透過訪

問學生理想校園的訴求，詢問學校的辦學理念，設計過程中交換意見

等等。但要教育學生，設計除了流於表面的裝飾之外，還有別的成分

能轉化成建築物，需要高超的技術。專業人士擔起設計框架的責任，

再讓用家填充。或許在最早的階段加入不同選擇供挑選，再從中融合

及深化設計，給予學校獨特的個性。讓學生、老師跟家長也能擁有學

校部分的設計，建立歸屬感。讓校舍這硬設施也能拉近用家的距離，

更愛學校，更有上課的原動力。筆者理想化的參與式設計，是由用家

自發性地給予設計藍圖，讓設計融入社區。然而香港的客觀事實是，

學生的參與限於班房內的壁報設計，或是學校的園藝閣內的盆栽。香

港的教育制度不斷在改變，三三四、小班教學等。在教育政策改革的

同時，有沒有考慮到校舍設計上的配合。香港不只有填鴨式教育，有

關校舍設計，尚有更多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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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尼泊爾

不足一個月的時間，便要展開尼泊爾的IDEA義務建學校之旅。今次合

作夥伴是未來之村（Future Village），它是一棟具有當地建築風格石

建的兩層小屋，位於距離首都加德滿都以北的達定山區，海拔一千多

米的山丘之上。未來之村是由一群熱心旅客於2004年籌款興建，當中

亦包括了一位香港的創辦人。未來之村的意念源於一句尼泊爾常見的

話，N-Never, E-Ends, P-Peace, A-And,L-

Love。希望在享受尼泊爾動人風光之外，旅客能從一趟旅行之中反思

及啟發生命的意義， 回饋這個尚未被現代化染指的純樸地方。

是次計劃目的是為當地十三四歲的學童興建兩間課室。這項任務並不

簡單，尤其是要遙距控制建校。無法知道圖紙上的設計，以當地的建

造技術及材料是否適合。就算圖紙寫上了英文註釋，但無法親身跟當

地工人溝通。就算附上了3D的圖，欠缺專業解構，當地人未必能夠了

解設計意念。完美的設計，在現實中也必定有偏差，更何況建設在尼

泊爾發生。透過這次經驗學懂了，在香港建築行業內理所當然的事

情，換了個場地，會是另一個模樣。知道嗎？尼泊爾人不會用握手來

代表歡迎，而是會雙手合十，奉上微笑。香港人點頭代表對，搖頭代

表不是。在尼泊爾，卻把這是非黑白倒置。拋開固有的想法，會發現

每個地區的獨特之處。學校對當地來說是什麼一個場所？尼泊爾的童

工問題嚴重，而且不少家庭還是以耕作為生。教育有它的必要性嗎？

讓孩子上學或許會減低家中的勞動力，而且女孩年幼成家。上學的概

念，尼泊爾跟香港是兩碼子的事。讓家長明白教育對孩子未來的影

響，在發展中的國家，知識還是能夠改變命運。

這一趟義務之旅，要考慮這一群香港人來到這村落，對當地人生活的

影響，亦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山上的資源有限，不要讓行程影響當地

人的生活才是最重要。不要在工程中使用太多的食水，畢竟水是很珍

貴的資源。二十多個義工住宿的地方，亦是學童上課的地方。除了真

的為他們興建一所學校，體驗生活亦是其中一項重要環節。未來之路

會怎樣？還是在期待這一趟未來之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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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

近日鬧哄哄有關撤回國民教育科的議題，究竟國民教育的定義是什

麼﹖何秀蘭議員在通識及公民教育科代替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

上，給予一個不錯的闡述。「公民教育亦包含了人文價值，當中包括

文明、關愛、平等、包容、勇氣、尊重他人的自我規限。而國民教育

則較狹窄，培育人民認識並實踐對國家的責任。」承認身為香港人，

退後一步便是中國人。這血濃於水不爭的事實，再放大一點，中國就

是亞洲的一部分。而亞洲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我是香港人，也是整個

世界的一分子。

誰是世界公民， 龍應台的定義如下：「相信個人的行為，可以讓世界

變得不再相同。」很多人不相信自己能夠改變社會行走的軌迹，而當

你認為所做的任何事也無法改變什麼的時候，便會失去行動的驅動

力。普遍的人認為做什麼也改變不了大勢，習慣了的奴性，漸漸放棄

了反抗的能力。如果對世界跟周遭環境採取的是保持距離的態度，便

不是世界公民。在撤回國民教育科議題上，市民自發性聯合起來，和

平而理性的抗爭，是對抗不公的最佳教材。香港人或許沒有身為世界

公民的自覺。但潛藏的成分告訴政府，多年來香港自由自主的教育並

沒有白費。在香港的生活很磨人，但還願意為良心走出框框，這是香

港作為中國一部分難能可貴的素質。世界公民首要條件是熱情，對公

平和正義有所關切。同時亦關懷人類社區的現在和未來。

當交通的發展尚未完善的時候，根本沒有旅行的概念。每個人生活的

地方便是他自我世界的，沒有世界大同、責任旅行跟世界公民的概

念。然後每個國家發展的步伐不一，已發展國家的人民，更有條件探

訪發展中國家的機會。不要把別人的不同當作動物園的動物，這是他

們一如既往的生活，旅遊者應尊重當地文化，種族中的相同與不同。

有人以為施捨，便是做好事；以為給錢，就買了愛心。但有想過嗎？

孩子不認得錢，亦根本沒有機會看牙醫。不要讓旅行變成別人的負

累，以殷切的心關懷世界的子民。而世界公民的責任，不應只在外地

時候才肩負起，香港人多幸運，也請別失掉心中那份熱情跟正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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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走路 

從尼泊爾回來一個星期，還是尋不回本來走路的步伐。是否把自己某

部分，遺留在天的另一端。從沒有想過，活過這些年之後，還是要重

新學走路。尼泊爾山區的路不好走，道路也不是正規鋪設的。被人走

過的，成為道路。將石頭堆疊一起，便能通過。這是一個尚未被城市

化污染的樂土，這裏是未來之村（Future Village）。幾年前未來之村

是一塊沒有汽車連接的土地，現在吉普車成為未來之村跟城市連接唯

一的交通工具。若要登山的話，得背着背包步行六小時。而當地人，

只需要四小時便能走畢全程。這裏的人很快樂，遊走其中，步履輕

盈；這裏的人很幸福，日落日出，沐浴於自然中，渾忘自我。

由未來之村到達興建中的學校，要走一段十多分鐘的小徑，才能到達

吉普車接載義工到學校的車路。一路走來，小心看着自己的步伐，生

怕踏錯一步。受傷了，便會為別人增添負擔。從來不了解自己的潛

能，還有太多不知道的地方。踏下一步，原來我是可以的。在香港絕

少行山，不會跟大自然接觸。在尼泊爾山上，面對它的宏大，個人變

得如此渺小。跌下來很痛嗎？或者只不過是害怕跌倒的恐懼大於痛

楚。扶我一把之後，路還是要走下去。當地朋友曾說﹕「因為酷愛大

自然，才不會感到恐懼，甚至死在其中。」多少人為了登山犧牲生

命，在浩瀚的宇宙裏，重新尋找愛上世界的理由。這一趟尼泊爾的義

工之旅，重新學習走路的方法，回到香港面對未來的日子。

當穿上防滑防水的行山鞋，再撐着行山仗。走着走着還是雙眼對焦地

上，戰戰兢兢，生怕腳踏的石塊不穩。這是香港人走路的方式嗎？在

蹣跚走過碎石路的時候，穿着露趾膠拖鞋，穿着校服的學生雙手合十

跟你說：「Namaste！」然後以輕快的步伐走在你的面前。為何總是

擺脫不了的累贅？是欠缺的安全感，還是對走着的路欠缺一點信心。

尼泊爾目睹的一幕，年約三歲的兄長，背起不足一歲的弟弟走路。爬

石級的時候，跨度之大不是一個三歲小孩能夠做到。哥哥跟弟弟一併

跌倒。沒有一句哭聲，不用上前扶一把，哥哥把弟弟再背緊一點，再

次爬上石級。學走路，希望尚未算遲。

Future Village（Nepal）：未來之村（尼泊爾）
http://www.facebook.com/future.village.nepa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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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級的家

尼泊爾之旅，有關興建學校，亦是一趟生活體驗。當中家訪當地家庭

的環節，更體會到尼泊爾山區家的概念跟香港的差異。在香港擬好了

一份問卷，大概想了解當地家庭的生活環境。到真正接觸當地家庭，

才了解太多是香港生活的我們不能比擬的。沒有浴室跟洗手間的概

念；沒有睡房跟大廳的區別。屋前的空地是一家人圍着坐聊天的客

廳。伸手不見五指的便是家，卻不感到黑暗。村民兒時，根本沒有接

觸電燈。地下是廚房也是睡的地方，上層有放置農作物的地方。孩子

伏在露台溫習做功課，沒有書枱亦談不上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村裏

的孩子也會上學去，卻沒有帶着香港學生的愁眉苦臉。

一般家庭也沒有電腦，要到鎮上才能接觸電腦。也有不少孩子從來沒

有到過加德滿都。家訪的小朋友，一般而言個子也比同年齡的香港孩

子小。十四歲的少年看似八歲的小孩。家長告訴我們，種植的糧食不

足以讓一家溫飽。其中一家家訪對象，家中有四名小孩，母親明白教

育對孩子將來的重要性。但面對生活逼人，母親臉上流露出不安。問

孩子未來想當什麼職業？醫生或是老師？跟他們解釋筆者建築師的職

業，他們不懂。同組的義工有律師，也無法解釋那是一份怎樣的工

作。律師跟建築師對他們來說非常陌生。沒有金融科技，也能好好地

生活，不感到什麼缺失。

未來之村的負責人，在2006年曾經做了一件創舉，帶領村上六十個孩

子到加德滿都。從來沒有接觸過汽車，亦沒有看見過多層大廈。除了

未來之村，世界原來這樣大。接受教育能夠改變生活，卻搞不清改變

是好是壞。將恬靜的鄉村城市化，提升生活質素，卻打亂了自給自足

的模式。改變對孩子來說是最佳的選擇嗎？跳進了他們的生活一周

後，返回香港。反覆對自身生活反思，建築這份工作能為生活改變什

麼？生命這樣擦身而過，對各自的人生歷程又發生了什麼影響。下定

決心，作出一些決定，也許是尼泊爾的小孩給予勇氣。香港人，其實

我們沒有很富足。面對自己渾身的缺點，跟不能面對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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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書包椅

IDEA尼泊爾建校計劃之中，二十多位義工分組負責不同的設計項目。

筆者負責班房內部設施的設計：包括學生的書桌跟椅子。小組在創作

初期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百變的桌子，反過來能變成盒子的桌子

連椅子設計。還在琢磨連接部分的細節，展開跟收納時變身過程，如

何能夠順暢一點，輕巧一點。想得很完美之際，突然想起現實中的課

室，學生椅子跟桌子真的要變身嗎？放開了設計師的私心，設身處地

為同學想，班房需要些什麼？

在尼泊爾鄉間看見不少學生頭頂着十數本教課書。或許設計一個耐用

的書包，對學生來說更實際。不少志願團體也有捐書包給學童，但一

式一樣的設計，沒有個性。忽發奇想，何不將學生的書包跟班房的椅

子結合，成為獨一無二專屬的書包椅？最後跟香港Deja vu Creation合

作，設計了同學能參與設計的書包椅：椅子是香港最標準的設計，以

鐵作支架，木板作背板跟坐的位置，加上數口螺絲繫緊。書包的物料

採用棄用並且處理過的橫額海報膠，代替一般的布質物料製成。好處

是用料耐用防水；亦是廢物循環再利用。橫額不但延長了物料的壽

命，更能推廣環保教育跟支持本土設計的概念。因為回收的橫額各

異，書包的色彩更顯得斑斕。每一個書包也有自己名牌的位置；讓同

學創作一個獨一無二的書包椅。背起它，盡顯學生的個人風格。回到

校園，把書包翻過來，掛在椅衣的背後，合體為一張我最愛的書包

椅。書包的設計一絲不苟，窩心地加上拉鏈，內膽亦加上棉布。

來到尼泊爾的學校，面對同學跟他們玩遊戲跟設計書包工作坊。教同

學在書包空白的位置上繪畫心愛的圖案。畫的也是生活中的所見所

聞，連綿的山嶺跟花草樹木。有趣的是，某位同學竟然畫上「China 

Nepal Friendship Forever」。學校獲得不少國家義工組織的資助，不

但建校舍，也設立衞生間跟圖書館。同學習慣了外地義工的探訪跟交

流。建築包括水泥、木頭、磚塊建成的外殼，更包括設計學生如何利

用的空間。可惜因為經費關係，不可能每位同學也擁有自己的書包

椅；希望這小小計劃能做到示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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