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起動」計劃
「趁墟做老闆」2018展銷會

最佳產品



1	 高雷中學	 Sweet	Moment
2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永不放棄
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飾「麥」、知「稻」
4	 棉紡會中學	 Eco	Infinity
5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三中手作坊
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怒酵
7	 獅子會中學	 心獅
8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簡‧清
9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拾‧芳園
10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William	Booth卜記
11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延香
12	 曾璧山中學	 i	Care

1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圓玄兵團
14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綠家易
15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森林手作坊
16	 培英中學	 白綠坊
17	 樂道中學	 「環」我本色
18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環保環住愛
19	 天主教鳴遠中學	 純粹簡茶
20	 深培中學	 木文
21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扶輪樂Fun	薰
22	 李求恩紀念中學	 Quality	of	Life
23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時光「余」你
24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雜中有「保」
25	 佛教何南金中學	 金緣保
26	 伯特利中學	 燭動．然愛
27	 麗澤中學	 花果山
28	 五育中學	 綠升吸給掂

29	 潮州會館中學	 潮の手作
30	 佛教黃允畋中學	 畋園閃MAX
31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馬中至寶
32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環」與你同在
33	 香港航海學校	 	赤子夢工埸
34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LINKAGE
35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Let’s	go	Green!
36	 新會商會中學	 Green	is	Here
37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栽」to	the	world
38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布布高昇
39	 閩僑中學	 閩僑四十載	綠得好精采
40	 北角協同中學	 花花．世界
41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真的變身了
42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觀功喜歡紅



1     |     高雷中學
Sweet Moment

4     |     棉紡會中學
Eco Infinity

3     |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飾「麥」、知「稻」
可愛頭帶
以鐵絲及布條製作，可按個人喜好利用這個可愛
頭帶設計不同的獨特造型，突顯個人風格。

2    |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永不放棄

5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三中手作坊

「給你抱抱」項鍊
玻璃球內的花為自己栽種、收集棄置花球而製成
的保鮮花。配襯膠珠是將收集之棄物壓碎而成。

Sweet Moment Set
內有手工Mocha & Earl Grey Tea 泡泡皂及
Planet Candles， 享受生活同時保護環境 

6     |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怒酵
環保酵素
利用果皮、糖和水等天然原料製作「環保酵素」。

蘆薈潔手泡泡及潤唇膏套裝
蘆薈潔手泡泡其中成份是有機蘆薈萃取液，通過
ECOCERT有機認證。

環保食物袋
可以用作食物包裝及循環使用，耐熱溫度為120
度，清洗方便，易乾。體積輕便，易於攜帶。



7     |     獅子會中學
心獅

10     |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William Booth卜記

9     |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 
 紀念中學       
拾·芳園
玻璃珠飾品
每一粒玻璃珠燒出來的顏色形狀及色彩都有獨特的
變化，再配合銀黏土或銀線襯托下，變成高貴優雅的
飾品。

8    |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簡‧清

11    |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延香

盆栽
由自己親手栽種，體驗到種植的過程，還可以當
成裝飾品放在桌上。

狗仔吊飾及防蚊香磚套裝
配合2018狗年，故以狗仔作為主打產品，配合自
製的防蚊香磚，既環保又實用。

12     | 曾璧山中學
i Care
自製天然護手霜
我們的產品是純天然人手製成的，採用天然原
料，崇尚自然環保。

花藝擺設
純手工製作，先以鮮花以風乾形式製成乾花，再以
六四比例襯配絲花，以日式水月流派花藝設計造
形，美觀實用又經濟。

利是封掛飾
利用回收利是封做精緻掛飾，款式多，適合於農
曆年期間掛在家中。



13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圓玄兵團

16    |     培英中學
白綠坊

15     |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森林手作坊
樹脂粘土手工製品
以樹脂粘土為原料，純手工製作出不同形態。產品富
有獨特性，並可擴展到工作坊體驗，客戶能夠現場了
解及嘗試製作樹脂黏土，傳達環保理念。

14    |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綠家易

17    | 樂道中學
 「環」我本色

發財樹
發財樹，綠色植物，配合本次環保主題。產品外觀
加上學生獨特設計和裝飾，增加產品獨特性。

自製天然環保洗潔精
此配方已經過本校同學於其他科學比賽測試，並
得到亞軍的佳績。

18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環保環住愛
花瓶
利用回收的玻璃瓶，改造成花瓶，全人手製作，用麻
繩加以裝飾，同時可保護瓶身，減低損壞的機率。

燙畫T恤
自家DIY，具獨特性(減少撞衫機會)、按客人喜好
的環保圖案，燙印在T恤任何位置

天然酵素
我們不採用任何化學原料，選取橙皮混入黃糖及
水製作，比市面出售的洗潔精更天然。



19     | 天主教鳴遠中學
純粹簡茶

22    |     李求恩紀念中學
Quality Of Life

21     |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扶輪樂Fun 薰
護膚精華液
用天然的原材料來製造成精華液來護膚，從內地及
本地原材料批發商入貨，再自行人手製造。

20    |     深培中學
木文

23    |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時光「余」你

飾品
時尚、簡約、設計獨特、文青風格

阿里山茶
阿里山茶的芽葉柔軟、果膠質含高、甘醇美味、香
氣幽雅持久，具有濃厚的高山冷冽口感。

24    |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雜中有「保」

金屬飲管
金屬飲管經濟環保，可代替平時我們日常用的膠飲
管，用來品嚐冷飲或熱飲。

咖啡小香包
收集咖啡店即磨咖啡的殘渣，焙乾後再製作防臭
小香包。再加上同學親手繪畫的圖案，成為環保
及精緻的咖啡小香包。

不織布手工製品
採用柔軟而不刺激的不織布為原材料，既耐用又環
保，再以純手工製作出美麗又高雅的盆栽花和可愛
又實用的動物紙巾盒。



25     | 佛教何南金中學
金緣保

28    |     五育中學
綠升吸給掂

27     | 麗澤中學      
花果山
低溫風乾水果片
由果欄採購新鮮本土當造水果，以風乾機自家製作
低溫風乾水果片。

26    |     伯特利中學
燭動．然愛

29    | 潮州會館中學
潮の手作

大豆蠟燭禮盒
以大豆蠟為基底，配以自家制的浸泡油提煉出獨特
的香氣及顏色；再配以乾花裝飾，可作家居擺設。

小麥纖維餐具
以小麥纖維為原料，製成既天然又環保的餐具，
可重複多次使用。

30    | 佛教黃允畋中學
畋園閃MAX

玻璃瓶氣氛燈
利用回收玻璃瓶制作氣氛燈擺設，產品獨特。放在
家居既能環保，亦能為家居增添一份美感 。

手工利是封
以紙包飲品盒為原料，百分百的手工製造，提倡
廢物利用，環保創造的理念。

空氣淨化器
吸吸掂的主體以本校學生會在校內收集的棄置抹
手紙筒製作，再配合從舊電腦拆出來的小風扇和
USB線。



31     |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馬中至寶

34    |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LINKAGE

33     | 赤子夢工埸      
香港航海學校 

個性木牌
個性木牌的設計是由學校有百多年歷史的樹木為原
材料。因暑假時颱風令這一棵樹倒塌了，所以我們利
用樹幹來做原材料，再由同學親手鋸木和雕刻 。

32    |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環」與你同在

35    |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Let’s go Green!

利是封裝飾
使用家中多餘的利是封折成元寶、燈籠等形狀作家
居裝飾，可以迎接新年到來，也可以鼓勵減少浪費
紙張。

環保矽膠摺疊水樽
此水瓶只占少許空間，方便隨身攜帶；彈性高，可
適用於任何運動，耐摔 。

36    | 新會商會中學
Green is Here

環保酵素
環保酵素是一種果皮蔬菜廚餘酵素。混合了糖和水
的廚餘（鮮果皮蔬菜垃圾）經過三個月發酵後，便可
立即使用。    

廿四味曲奇
由科技與生活科同學研發，以廿四味涼茶融入曲
奇餅，是首創及創新口味。

布藝手作
以布為原料，純手工製作，鼓勵人將過量食物帶回
生活繼續品嚐，不要浪費。



37     |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栽」to the world

40    |     北角協同中學
花花．世界

39     | 閩僑中學
閩僑四十載 綠得好精采 

盆裁(連滴灌管)
盆裁以動物設計為主題，能配合綠色家居佈置，它的
環保土壤肥料由咖啡喳製成，連包裝也可自然分解。

38    |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布布高昇

41    |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真的變身了

立體絨布揮春
揮春設計具有創意性，卡通公仔的設計立體，且有
刺繡字體，有品質保證；絨布的材料，做工精細，且
可水洗，循環再用，可有效減少使用紙張揮春 。

盆栽
產品以環保及新年作主題，包括以洗米水、蛋殼
及廚餘作肥料，以玻璃樽作器皿，另外在盆栽上
加入了可愛小動物公仔作裝飾。

42    |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觀功喜歡紅

幸運手繩
為配合以「善用資源、惜物減廢」為主題，產品以DIY
形式來售賣，純手工製作。

時光寶石鐘
以「環保7R」原則，把回收所得的金屬罐升級再造
成「時光寶石鐘」，為時尚生活增添環保原素。

衍紙燈盒
利用平平無奇的紙條以衍紙工藝變成美麗的圖案，
配以循環再用的木材和小小的電子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