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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4 理事會

炎夏將至，部份人會選擇安坐家中「嘆冷氣」 或者外出

逛商場。你有沒有想過往公園或在路旁去欣賞在夏季才

盛開似驕陽的金鳳或我們最喜愛水果之一的芒果樹呢?

每年夏天在香港可以看見其中一種最美麗的顯花樹木，

就是盛放中的金鳳。金鳳又名鳳凰木，每當夏日，鮮紅

色的花朵簇生於樹上。令滿樹皆紅，遠遠已經可以看

見，故英文名稱為“ Flame of the Forest”（森林的火

焰）。它的倩影，往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賞花之外，其實賞果亦是另一種樂趣。你

有沒有留意到上月芒果樹盛放的花，如

今已到了結果的時候。你工作或居住的地

方附近有沒有芒果樹呢?若果有，你又有

沒有留意樹上現在已經是果實纍纍呢?雖

然公園及路旁芒果樹的果實不可以隨便採

摘，即使可以採摘亦未必可口，但從觀賞

的角度來看，它告訴了我們四季的變化其

實就在我們身旁，只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

它的存在吧。除了這兩種植物之外，你的

四周還有甚麼時令植物呢?

外展服務  公關小組  

今年公關小組積極舉辦外展服務活動，並先後探訪

了志蓮護老院、東涌兒童院、新生精神

康復中心及女青年會深水埗長者中心等

多個不同類型的社福機構，推廣園藝、

環保及綠化的訊息。公關小組在進行每

次外展活動之前均會充分準備，安排義

工作前期的籌備工作。例如在探訪志蓮

護老院前，組織了義工預先將水仙球切

割及栽種，於外展之日轉贈與志蓮護老

院的院友。往東涌兒童院及新生精神康

復中心之前，安排義工預先製作沙藝瓶

栽作植物護理講座的材料及禮物。這樣

的安排解決了部份探訪機構的院友在參

與有關活動時行動困難，令本會的外展

服務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夏日賞心樂事  出版小組

項目 暫定日期 活動 備註

1 6月29 日
(星期六)

園藝交流：
深圳東湖公園

名額25名

2 9月14或 28日
(星期六)

參觀 ：市建一站
通資源中心

名額20名

3 12月28日
(星期六)

參觀：玄圓學院
菊花展覽

名額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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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活動

  

預告篇  活動小組

外展活動及事前籌備工作 工作內容

聖誕沙藝工作坊
2012年12月8日(六)

義工製作沙藝瓶栽作外展之用

水仙切割工藝坊
2013年1月19日(六)

義工水仙球切割及製作水仙球外展之用

探訪志蓮護老院
2013年2月2日(六)

探訪院友及指導製作環保花燈並轉贈
水仙切割工藝坊的製成品與該院

探訪東涌兒童院
2013年2月3日(日)

探訪院友及教授植物護理並轉贈沙藝
瓶栽製作

探訪新生精神康復中心
2013年4月21日(六)

探訪院友及教授植物護理並轉贈沙藝
瓶栽製作

園藝工作坊
2013年5月1日(三)

義工製作節日環保禮花作外展之用

探訪女青年會深水埗長者中心
2013年5月8日(三)

訪院友及教授母親節花藝製作並轉贈
環保禮花

樹皮知多少?
答案

1. 木麻黃  2. 白桂木  
3. 珊瑚樹  4.  水翁  5. 木油桐  
6. 香港楠  7. 無患子  8.儀花  

9. 訶子  10. 豬腸豆  
11. 糖膠樹  12. 海南紅豆

出版小組

每年三月在維多利亞公園舉

行的香港花卉展覽是本港一

年一度園藝界的盛事，本會

今年繼續支持及參與「二零

一三年香港花卉展覽」，並

在會場內設置以「植物命名

趣談」為專題的展覽攤位。

本會展區內展出各種以不同

方法命名的植物，有根據顏色、形狀、特性、來源

等等，五花八門，極具趣味及教育義意。另外，展

區內亦種植了洋水仙、葡萄風信子及鬱金香等顏色

鮮艷奪目的花卉，吸引了大批市民參觀和讚賞。展

攤內花卉植物的擺設與主題

非常配合，並得到評判的

讚賞而奪得「最具特色獎

大獎(本地機構)」的獎項。

「2013年香港花卉展覽」掠影



會員工作坊  活動及公關小組  
今年的香港花卉展覽於三月十五至二十四日期間在

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今年花展的主題花是石斛蘭，

而主題為「春日萬花筒」。為了讓會員欣賞本會在

花展中的特色展品和植物的最佳狀態，本會安排會

員在花展開幕後的首個星期六參觀花展。

活動當日，報名參與活動的會員集合後，首先入場

參觀本會的展覽攤位。今年本會的展覽攤位以「植

物命名趣談」為主題的，會員對本會展區

覽展出的植物非常有興趣，加上

看到鮮艷奪目的花卉，都大加讚

賞。參觀完畢後，大家來一張大合

照，隨後各會員繼續興致勃勃的前

往參觀大會的其他花展攤位。

2011年香港花卉展覽掠影  活動小組  參觀「2013年香港花卉展覽」  活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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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刊於背頁）

猜 我是誰 ?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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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特徵知多少（三）科研小組
水仙切割工作坊暨燒烤活動  活動小組  

在二○一三年一月十九日，我們舉行了水仙切割工作

坊。參加的學員於當天早上便興致勃勃地到達大埔的

會址，各人在班房內留心導師的講解和示範，隨後便

各自拿起刀子實習，製造自己的傑作。

那邊廂，燒烤的爐具已準備妥當，大夥

兒於工作坊完畢後便一起開始燒烤。我

們的名譽會員鄧永昌先生贊助是次燒烤

美食並與家人一同參與活動，大家一邊

燒烤，一邊分享對園藝的心得，談個不

亦樂乎。

這次活動能順利舉行，有賴會友的協助

和支持，在此再次多謝各位會友。

公關小組分別在2013年4月1日、5月1日及5

月17日為會員舉行了三次工作坊，以加強會

員之間的連繫及增進會員在園藝及綠化方面的

認識。每次工作坊的主題均不同，4月1日的

工作坊是園藝綠化工作坊，內容包括園藝修剪

實習、創意henna手繪花藝及非洲紫羅蘭講座

等。而5月1日的工作坊園為藝護理實習，至於

5月17日的自然保育園藝工作坊內容包括參觀

鳳園蝴蝶保育區及夏天食療園藝講座。由於節

目豐富，活動娛樂與學習並重，參與的會員均

非常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