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學校簡介 

深井天主教小學(Sham Tseng Catholic Primary School)是一所位於荃灣

區的一所天主教的男女校津貼小學，創校於 2009年，校訓是「身心靈兼善」，

辦學團體是天主教香港教區。 
 

1.4 計劃資料 

    A. 計劃名稱：情繫深井十載情─深井人‧深井事‧深井情 

    B. 推行時間：2017-2019年度 

    C.計劃撮要 

     本校位處深井，建校至今已約九年，大多數學生居住在深井的私人屋苑，

非深井村原居民，對本區的歷史認識不深。於二零一九年，學校建校至今剛好有

十年，視覺藝術科於二零一七年開始，以「情繫深天十載情」為主題，籌辦一系

列關於「認識社區，與社區共融」的課程設計及活動，教學重點聚焦於深井新村

─深康路的潮汕文化及深井客家村─清快塘村的藝術及文化探究活動，讓學生對

社區的文化及藝術情境有更深入的認識。 

      計劃為期兩年(2017-2019)，透過一系列的文化探究活動及第二學習階段

(四至六年級)的視藝科課程設計，讓學生對深井社區的人、事有更多了解。深

井新村的居民主要為潮汕人，族群的傳統文化習俗包括有舞龍巡遊、英歌舞、

鐵枝木偶、潮汕糕點如潮州粿、反沙芋、煎蠔餅等均富有特色，每年舉辦的盂

蘭勝會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藝科期望能帶領學生進行一系列潮

汕文化探究活動，令學生對潮汕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能趁此機會跟村民作

交流。 

      深井新村由藉藉無名的小村落發展成現在香港著名的旅遊景點，全靠潮

州人的拼博及堅韌的精神，正好配合本校 2018-2019年度的關注事項(培養出學

堅毅不拔的精神)，視藝科課程設計會集中於深井新村名人的介紹及訪問，讓學

生透過繪畫肖像畫及拼貼畫，呈現深井人的特色。 

      課程設計方面，集中推廣一系列關於社區文化探究的教學活動。詳情如

下： 

年級 課題及學習重點 推展時間 

四年

級 

《水墨情─深井美食》─藝術家駐校活動 

藝術家車運雄先生教導學生繪畫水墨畫的基本技

巧，學生透過自主學習認識深井特有潮汕美食：如

潮州粿、反沙芋、煎蠔餅，並透過水墨畫把深井美

食繪畫出來。 

2017-2019 

http://www.stcpri.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nnnid=1
https://www.myschool.hk/primary-school/Tsuen-Wan-District
https://www.myschool.hk/primary-school/Tsuen-Wan-District
https://www.myschool.hk/sponsoring-body/The-Catholic-Diocese-of-Hong-Kong
http://www.hkhikers.com/Yu%20Lan%202013%20-%20Sham%20Tseng.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_UJv6YH-o
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heritage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zbnDDaB_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rXdrb9rB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1fy9_NfWBQ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10&ct=activity&styleId=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zbnDDaB_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rXdrb9rB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1fy9_NfWBQ


五年

級 

1.《舞龍巡遊─繪畫群像》 

介紹由深井新村舉辦，一年一度的盂蘭勝會及舞龍

巡遊活動，邀請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主席姚志明

先生作專訪及聯課講座 

《英歌舞─戲劇面譜設計》。 

2.配合戲曲中心的開幕，帶領學生參觀文化博物館

的粵劇館以推動粵劇文化。除此之外，介紹富潮汕

特色的英歌舞表演者的造型設計，讓學生認識一年

一度由深井潮僑街坊福利會於深井舉辦的的英歌舞

表演活動。 

2017-2019 

六年級 

 

1.深天大戲棚─《剪影戲》 

潮州鐵枝木偶是中國比較稀有的木偶品種，也被稱

為「紙影戲」，此課題學習重點是透過製作紙影戲及

戲劇表演，讓學生掌握製作紙偶技巧，同時向學生

推介由深井潮僑街坊福利會於深井新村免費公映的

潮州傳統民間木偶戲─鐵枝木偶。 

2017-2019 

2.《茶文化》 

為了配合課題《茶文化》，六年級於下學期進行茶文

化參觀活動─參觀茶具文物館，同時舉辦聯課活動，

科組邀請深井奶茶王鄭汝雄先生為學生即席示範沖

茶及講解宋朝茶文化，內容包括介紹宋朝的點茶技巧

(茶百戲)及詠唱「宋茶歌」等。科組更將學生的課堂

學習成果(一套茶具)贈送給奶茶王作紀念。 

2017-2019 

3.《深井人物誌》 

延續 2017 年本校參加香港青年藝術節活動《城市閘

誌》社區藝術先導計劃，透過小記者及校園電視台

訪問深井社區特色人物如燒鵝大王、奶茶王鄭汝雄

先生、清快塘村喜香茶居的傅裕淋先生，並以電腦

拼圖及封面人物的設計形式，呈現社區人物特色。 

2018-2019

下學期 

    

 

 

 

 

http://www.hkhikers.com/Yu%20Lan%202013%20-%20Sham%20Tseng.htm
http://www.hkhikers.com/Yu%20Lan%202013%20-%20Sham%20Tseng.htm
http://www.stcpri.edu.hk/download/LatestNews/2151/201709260933061783722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_UJv6YH-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_UJv6YH-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_UJv6YH-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_UJv6YH-o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04&ct=activity&styleId=1
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heritage2018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43&ct=activity&styleId=1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43&ct=activity&styleId=1
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4%9F/77975/%E8%8C%B6%E5%AE%A4%E7%99%82%E7%99%92%E7%B3%BB-%E5%B0%8B%E6%89%BE%E9%9A%B1%E4%B8%96%E8%8C%B6%E9%A6%99-%E5%81%87%E6%97%A5%E9%81%BF%E9%9D%9C%E4%BA%AB%E5%8F%97%E4%BA%94%E8%A7%80%E9%AB%94%E9%A9%97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559&ct=activity&styleId=1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559&ct=activity&styleId=1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etw/magazine/article/20100625/3_14169144/%E7%81%AB%E8%A3%8F%E9%B3%B3%E5%87%B0-%E6%B7%B1%E4%BA%95%E8%A3%95%E8%A8%98%E7%87%92%E9%B5%9D


為了讓學生對社區有更深入的認識，視藝科同時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推展時間 備註 

2017-2019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視藝培訓班推展校園藝術大使作小記者，訪

問深井人，包括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主席姚志明

先生、隱世奶茶王鄭汝雄先生及裕記老闆，以發掘

深井人樂觀積極、堅毅不拔、勇於承擔的性格特

色。同時將此深天精神作為藝術創作的靈感，將深

井情呈現於一系列藝術創作中。 

2017-2019 附件五 

2017年 11月

17日 

活動名稱：深井新村社區導賞 

     視藝老師帶領視藝培訓班同學前往深井村

深康路進行參觀，導賞活動由深井潮僑街坊盂蘭

勝會‧深井潮州街坊福利會舉辦，會長姚志明先

生為我校視藝培訓班學生介紹深井的歷史與文化

特色，學生們穫益良多。 

2017-2018 附件六 

2018年2月24

日 

活動名稱：深井新村學生視藝作品展 

邀請深井潮州街坊福利會為校園藝術大使

作街頭導賞服務，講解深康路的歷史和變化，透過

小記者訪談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主席姚志明先

生、奶茶王鄭汝雄先生及裕記老闆等，加深藝術大

使對社區人物的認識。 

為了讓學生能夠有機會擴濶視野，視藝科邀請

了藝術大使擔任藝術導賞員，向深井新村學生視藝

作品展來賓介紹本校學生視藝作品。同時學員會

欣賞富地方特色的英歌舞表演，並與深井社區人

士，如村代表、議員及深井村民接觸並作藝術交

流，並可出席及享用由深井村由潮州深井福利會舉

辦的盆菜宴。   

2017-2018 附件七 

2018年1月16

日及 1月 18

日 

活動名稱：午間藝賞 

     展出視藝培訓班創作的一系列關於深井村

的作品，並由本校的藝術大使為各級學生講解作

品資料，並分享創作過程。 

2017-2018 附件八 

2018年 5月份

及十月重陽節 

活動名稱：週六課外活動(國畫班) 

     邀請國畫班老師指導學員繪畫深井清快塘

村，清快塘村為深井的一條客家村，有農田、荷

花池及由深井村居民保育的祖屋，學生透過繪畫

2017-2018 附件十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24&ct=activity&styleId=1
http://stw.shamtseng.com/intro/shamhong/chiuchow.php
http://stw.shamtseng.com/intro/shamhong/chiuchow.php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51&ct=activity&styleId=1
http://stw.shamtseng.com/intro/shamhong/chiuchow.php
https://zh-hk.facebook.com/groups/195682417456495/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51&ct=activity&styleId=1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51&ct=activity&styleId=1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47&ct=activity&styleId=1


水墨畫，對清快塘村有更深入的認識。其中一幅

水墨畫順利入圍教育局舉辦的學生藝術作品展。 

     於 2018年十月份的重陽節，科組邀請師生

往深井著名客家村清快塘村郊遊寫生及參觀富傳

統的客家祭祖活動，活動有清快塘村村民作導賞

講解祭祖習俗及當年傅昌榮祖從家鄉遷徙至深井

的奮鬥故事。 

2018年2月13

日 

活動名稱：老師專業培訓─老師茶文化工作坊 

     鄭汝雄是深井老街坊，他的鄭記士多出品的

奶茶遠近馳名。2009年鄭汝雄贏得金茶王銅獎。

視藝科組邀請鄭生為本校老師舉辦工作坊，認識

沖茶文化及分享茶藝品茗心得。 

視藝科老師於 2018年二月份，探訪深井隱世

奶茶王鄭汝雄先生，透過深井隱世奶茶王的沖茶技

藝示範及講座，讓老師有機會認識及探究深井社區

的茶文化，並對透過與奶茶王的對談及交流活動，

對本地奶茶文化有更深入了解。 

2017-2018 附件九 

2018年 4月 活動名稱：2017-2018教育局學生藝術作品展 

     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教育局學生藝術作品

展，邀請視藝培訓組學員為深井新村設計及創作

一系列的藝術作品參展。 

2017-2018 附件十 

2018年 5月 活動名稱：學生參與日本沖繩文化交流團 

     為交流團設計一大型畫作，畫作描述深井乃

香港其一著名景點，且特別多美食，畫作主題是

將深井美食及文化特色介紹給日本沖繩小學的學

生。 

2017-2018 附件十一 

2019年 4月 活動名稱：藝術家駐校活動─深井新村光影 show 

     邀請藝術家洪強駐校與學生一起創作短

片，名為「深井村光影 show」，內容主要描寫深井

潮汕及客家文化特色。 

2018-2019  

2019年 4月 深天大戲棚─《剪影戲》 

     藝術培訓班學員籌備及演出「深天大戲

棚」，劇目名稱：深井人‧深井事‧深井情，將以

剪影戲形式拍攝成短片於校園電視台展出。 

2018-2019 附件十二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ferences/va-ref004/va-exhb011.html
https://bkb.mpweekly.com/cu0002/spotlight/20171120-58850
http://www.stcpri.edu.hk/Content/02_school_life/02_Activity/displaySingleActivity.aspx?activityId=1604&ct=activity&styleId=1


    D. 目的   

1.學習活動以單元及探究學習模式為主，讓學生從實地考察、人物專訪及聯課講

座活動中，可以達致「培養創意及想像力」及「發展技能與過程」兩個學習目標。 

2.讓學生透過一糸列富主題性的相關課題，發現及認識深井社區的人、事的獨特

文化，從而培養一份深井情，以藝術創作借人、借事、借景抒情。 

3.以天主教五個核心價值建構教學設計內容，從而幫助學生建立樂觀積極、堅毅

不拔、勇於承擔的正向的價值觀，同時作出自我反省及評價自己的生活、社群、

社會及文化與藝術的關係。 

    

   E. 所涵 蓋的藝術範疇  

             單元課程設計、藝術家駐校活動、校園壁畫創作、戲劇演出、

社區導賞教材設計、校園電視  台及展覽等。 

 

   F. 計劃 對象及參與人 數  

 展覽名稱  地點  人數  備註 

1 視藝培訓

班作品展  

校內午間藝術欣賞  

16/1/2018 , 18/1/2018 

兩天 200 人參觀   

2 視藝培訓

班作品展  

校外展覽 2 4/3/20 18 

深井潮州街坊福利會門口 

(英歌舞表演場地 ) 

超過 300 人參觀   

3 視藝培訓

班作品展  

校外深井村展覽  

深井村球場(盆菜宴) 

 

超過 1400 人參觀   

4 視藝培訓

班作品展  

校內展示板  

(四及五樓梯間 ) 

全校師生、畢業

禮及學校開放日

家長  

超過 1000 人參觀  

附 件 十 三  

5 2017-2018教

育局學生藝

術作品展 

香港大會堂 

共展出本校六件學生入圍作品。 

超過 1000 人參觀   

6 網絡文章發
表： 
《紫荊雜
誌》2018 年
9 月號及網
上版紫荊論
壇 
 
 

深井與潮州祭祀活動的淵源及發展 

作者：  
劉蜀永(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羅遠婷(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
歷史研究部項目主任) 

紫荊論壇 9 月 12 日     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6eN5olkrOxts
HKsfbv8eEA 
 

不詳  附 件 十 四  

https://mp.weixin.qq.com/s/6eN5olkrOxtsHKsfbv8eEA
https://mp.weixin.qq.com/s/6eN5olkrOxtsHKsfbv8eEA
https://mp.weixin.qq.com/s/6eN5olkrOxtsHKsfbv8eEA


       

 備註：請點擊文件中的連結網頁(hyperlink)以取得更多相關資料。 

7 長春社 與長春社文物保育組合作，把本校
計劃資料刊登於長春社網站供公眾
參考，本校老師更獲邀請於其舉辦
的活動中分享本校推廣文化的經
驗。若長春社將來舉辦深井導賞
團，本校藝術大使亦獲邀參與導賞
工作，介紹本校學生藝術作品。 

不詳  

 

 

 

https://www.cahk.org.hk/works_type.php?u=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