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劃簡介會（中學）

主辦機構贊助機構



時間 活動

10分鐘
【環保風紀計劃】簡介
計劃背景、目標、架構及時間表

環保風紀職責

20分鐘

【環保風紀計劃手冊】
檢視清單項目及使用

建議監察方法

籌辦活動建議

反思及規劃

5分鐘 【環保風紀計劃】預期成效

5分鐘
【過往參與學校經驗分享】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5分鐘 活動總結及問答環節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計劃於2020年開展，在2021/22學年
共培育了5 086名環保風紀



• 提升參與學校的環保表現

• 培育一群有活力及對環境議題有較深認識的環保

風紀，為其他同學樹立榜樣

• 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及於校園內建立環保習慣





6

氣候災難的最後通牒

聯合國警告：只有12年時間限制氣候改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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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災難的最後通牒

聯合國警告：只有12年時間限制氣候改變危機

氣候災難的最後通牒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限制全球氣溫上升1.5°C 需要

迅速及大膽的

社會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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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2019年6月推出

《長遠減碳策略

公眾參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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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5日 2022年10月4日



全面的環境教育





哪

告 訴 我 們 您 的 想 法 ！



哪



哪

環境議題是

互相扣連的！



• 中學課程中的「全方位學習」

• 《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型》 (Hungerford & Folk,1990)

認知 聯繫 賦權

認知香港以至全球正面對各種環境問題

了解導致環境問題的原因

Hungerford, H. R., & Volk, T. L. (1990). 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3), 8-21.



• 中學課程中的「全方位學習」

• 《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型》 (Hungerford & Folk,1990)

意識到環境問題與自身的密切關係

愛護自然、關心環境議題

認知 聯繫 賦權

Hungerford, H. R., & Volk, T. L. (1990). 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3), 8-21.



• 中學課程中的「全方位學習」

• 《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型》 (Hungerford & Folk,1990)

透過行動實踐

為環境問題付出及作出改變

認知 聯繫 賦權

Hungerford, H. R., & Volk, T. L. (1990). 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3), 8-21.



負責老師

環保風紀隊長

1-2位
環保風紀

每班1-2位



• 學校可根據校況修訂團隊架構

• 例：
增減環保風紀隊長/環保風紀數目

只委任中一至中五同學成爲環保風紀



• 協助負責老師管理團隊和籌辦環保活動

• 擔任團隊的發言人

環保風紀隊長

環保風紀

• 以「環保風紀計劃手冊」內的環境檢視清單

監察同學的環保行為及校園的環保表現

• 樹立實踐綠色生活的榜樣

• 鼓勵同學於校園內建立環保習慣



電子版

環保風紀手冊

「大嘥鬼」襟章



嘉許狀

傑出表現獎

• 頒予有滿意表現的

環保風紀，表揚他

們的貢獻

• 頒予執行職務時表現優秀，並能正面影響

朋輩環保習慣的環保風紀



時段 計劃詳情

2022年10月20日 計劃簡介會

2022年11月

至

2023年5月

• 環保風紀進行監察及評估

（至少每月一次）

• 推行其他環保活動

2023年6月
經電郵發送環保風紀獎狀（電子檔

案範本），供學校簽發予環保風紀

2023年7月 意見調查及評估



 環境檢視清單

 可行措施及環保小貼士

 推廣活動例子及範本

協助環保風紀履行職責



• 認識計劃背景
及目標

• 了解自身責任



• 籌備環保活動
建議及例子

• 認識環境範疇



• 監察及評估方法

• 環保小貼士

• 反思及規劃

• 有用資源參考



清新室內空氣

節約能源

節約用水

避免和減少

廢物

綠化、自然保育

及生物多樣性



考考你！



請舉出在課室

最耗用能源的設施。

觀察題





空氣調節

57%

照明

15%

辦公室設備

11%

熱水及冷凍

3%

垂直運輸

3%

其他

11%

資料來源：機電工程署《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2022》

按最終用途劃分



疫情期間，師生每日洗手4次。

假設正常洗手使用1公升水，

在環保風紀監察下僅使用0.5公升水。

請問全校720位學生及40位老師，

1天能節省使用多少公升水？

數學題





承上題：根據《環保風紀手冊》建議，

全校720位學生及40位老師，

1天會耗用多少張抹手紙？

數學題？





以下哪一種學校常見植物屬香港原生植物？

常識題

A. 蒲葵

B. 鵝掌藤

C. 鴨腳木

D. 山指甲



A. 蒲葵 B. 鵝掌藤

C. 鴨腳木 D. 山指甲



A. 蒲葵 B. 鵝掌藤

C. 鴨腳木 D. 山指甲



原生與外來植物

 香港本地3000多種維管植物

中，有約1/3為外來物種

 能提供氧氣、阻擋陽光、調節

微氣候、美化環境

 生態價值？
 提供花粉和花蜜

 提供果實和食物



鴨腳木

• 本地常見原生植物

• 為白傘弄蝶的寄主植物

• 在冬天開花，為度冬的
昆蟲和雀鳥提供花蜜



蒲葵

山指甲

• 短吻果蝠棲息葉下

• 鳥類會進食果實

• 開花時有濃烈的香味

• 吸引大量蝴蝶吸食花蜜



健康題

短期在課室接觸高濃度污染物

對師生健康有甚麼影響？

A. 喉嚨痛

B. 頭痛

C. 疲勞

D. 哮喘



健康題

短期在課室接觸高濃度污染物

對師生健康有甚麼影響？

A. 喉嚨痛

B. 頭痛

C. 疲勞

D. 哮喘



每日>70%時間逗留

室內環境
• 保持室內空氣質素

• 提高同學集中力及

學習效率





•根據環境檢視清單評估學校環保表現
例行檢查

突擊檢查

•環境檢視清單可按學校情況增減修改

例：環保設施、疫情安排、環保風紀人手及
時間安排



•檢查方式具彈性

頻率：每月至少1次

形式：以樓層/班別/範疇作為單位

分工：可單獨或以小組形式進行



•使用附錄I之電子版
檢視清單

•在相應的項目上記錄
達成程度：
 ✓ = 已經達成

 /  = 部分達成

 ✗ = 還未達成

 NA = 不適用



•制訂客觀的檢視方法
全校實行類：指定時間
進行檢查

一次性活動類：突擊檢查

•可參考附錄II之例子



節約能源 (E)



E1.儘量使用天然光，並在光線充足時只開啟所需的電燈。

E2. 關掉閒置的電燈、電腦和其他電子儀器。

E3. 當室外溫度低於25度及室外空氣質素良好時，採用自
然通風（例如打開窗戶和門）及使用風扇。

E4. 將班房空調溫度維持在學校政策所訂立的範圍內。

E5. 使用「低碳生活計算機」。



• E1-E4：
照明、班房及辦公室設備（電腦、投影機、智能
黑板）及空調使用近 80%的能源
確保離開課室時 / 無需使用時已經關掉！

善用天然資源（自然採光、通風）



• E5：鼓勵同學評估生活習慣，對症下藥

•檢查方法：隨機詢問5位同學近1個月/學期有否
進行計算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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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 (W)



W1. 使用水龍頭及/或飲水機後關上水掣。

W2. 使用肥皂洗手時關上水龍頭。

W3. 沒有給植物過度澆水。

W4. 定期檢查水龍頭、飲水機及/或洗手間，並即
時報告任何滲漏情況（如有）。



避免和減少
廢物（R）



廚餘：

R1. 沒有產生剩食。

R2. 將廚餘從飯盒、餐具及/或容器中
分開，以方便廚餘回收。

紙料：

R3. 減少使用抹手紙，改用手帕/毛巾。

R4. 使用紙張的兩面。

R5. 使用收集箱收集已單面使用的紙張。



塑膠：

R6. 自備水樽。

R7. 停止購買樽裝水及飲品。

R8. 停用飲管或需要時使用可重用飲管。

R9. 在學校使用可重用的飯盒、杯子、碗和餐具
（如湯匙、叉等）。



循環再用：

R10. 重用舊文件夾。

R11. 在學校活動（如派對、運動日、野餐、戶外活動
或嘉年華會等）使用可回收物品製作裝飾物。

R12. 將廢紙、金屬罐和塑膠放在適當的回收桶。

R13. 收集已用完的打印機墨盒以便回收。

R14. 實踐乾淨回收。



避免/減少
REDUCE

替代
REPLACE

重用
REUSE

回收
RECYCLE

謹記原則！

• R1-14: 實踐珍資減廢、重用回收

• 宣傳及提醒同學共同遵守



• 多項物品已納入回收範圍：

 玻璃

 四電一腦

 充電池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何謂四電一腦？

• 空調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

• 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及顯示器



資料來源：香港減廢網站

「回收環保站」

透過不同的回收計劃和

教育活動，積極聯繫區

內屋苑和物業管理公

司，建立服務網絡。

「回收便利點」

分佈在全港18區便利居

民的地點，方便公眾參

與回收及強化社區回收

網絡。

「回收流動點」

每週以定時定點街站形

式運作，方便和鼓勵公

眾參與廢物源頭分類及

乾淨回收。



綠化、自然保育及
生物多樣性（G）



森林紅樹林沙灘

岩岸 泥灘

海草床 河溪 珊瑚群落

沙灘

香港擁有

豐富的

生態環境



森林紅樹林沙灘

岩岸 泥灘

海草床 河溪 珊瑚群落

香港的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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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局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0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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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市區和郊野緊密相鄰



Chremistica ochracea 安蟬

73

Nyctemera adversata
異粉蝶燈蛾

草蛉 Green LacewingVespula flaviceps 細黃胡蜂

Physopelta gutta 
突背班紅蝽

屋企生物

多樣性
Pieris canidia東方菜粉蝶

Obeidia tigrata
虎紋長翅尺蛾

Lyssa zampa 大燕尾蛾



G1. 於班房內種植及打理植物（如有）。

G2. 於校園綠化區/有機耕作農地種植及打理植物（如有）。

G3. 適時使用有機肥料（如堆肥）。

G4. 定期監察校園内雀鳥、蝴蝶及蜻蜓的數目。

G5. 參與校外活動時（如學校旅行、參觀郊野公園或地質公園
等），實踐「山野無痕」。



• G1-G3：綠化與種植

• G4：認識生物多樣性

參與城市自然挑戰賽

• G5：提醒同學「山野無痕」原則



查

iNaturalist: © chiyi

iNaturalist: © ivanhsiu



清新室內空氣
（A）



A1. 保持班房的垃圾箱及/或校園內的廚餘機清潔乾淨。

A2. 保持班房清潔乾淨，避免積聚灰塵。

A3. 立即清理弄灑的食物或飲料，防止黴菌或細菌滋

生（如有）。

A4. 不會在班房內使用高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文具
（例如：箱頭筆）。

內



每一學期 / 學年後：

• 收集及整合環境檢視清單記錄表

• 評估不同項目的表現走向

• 留意表現最佳及最差的項目

• 找出原因，嘗試改善



• 進行客觀統計：
範疇項目總數：5

計算達成項目總數：3

範疇達成表現：
3/5 x 100% = 60%

• 各年級、各範疇之整體表現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平均分
（%）

節約能源 60% 80% 60% 80% 80% 70% 71.7%

節約用水 33% 33% 66% 66% 66% 100% 60.7%

減少廢物 72.7% 63.3% 81.1% 63.3% 54.4% 81.1% 69.3%

綠化環境 50% 50% 75% 75% 75% 100% 70.8%

清新空氣 50% 50% 100% 50% 100% 50% 66.7%



每一學期 / 學年後：

• 提出可行建議

• 規劃明年學校的目標和計劃

• 分享得著



環保風紀計劃手冊

• 規定最後離開課室的同學要

關掉所有電器

• 進行班際比賽，鼓勵同學培養

習慣

• 同學節約能源的意識有所提升

• 希望可以透過以下途徑加強

同學的節約用水知識：

• 舉辦相關講座

• 節約用水展覽

• 張貼節約用水標籤



• 附各範疇推廣活動例子

• 設計活動的範本



• 根據校況，籌辦不同環境範疇的推廣活動
表現有待改善的範疇

同學有興趣的範疇

學科相關的範疇

• 規劃活動日期、時間及地點

• 考慮活動目的、參加者招募

• 可參與 / 與外間團體溝通合辦活動



• 選定範疇：綠化、自然保育及生物多樣性

• 日期：2023年2月（考試後）

• 時間：星期六上午

• 活動形式：生態導賞

• 對象：全校同學（公開招募）

• 活動目的：提升參加者對香港生態資源和地理
環境的認識



• 漁農自然護理署學校教育活動 2022/23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mar/cou_vis_mar_edu/cou
_vis_mar_edu_sep.html 

• 參考申請表格可供選擇的日期及時間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mar/cou_vis_mar_edu/cou_vis_mar_edu_sep.html


• 招募名額：30名

• 環保風紀職責：
• 進行招募、篩選、通知獲選同學

• 活動當日點名、維持秩序

• 活動後收集同學意見

• 反思及檢討，籌劃下一次活動！



1. 學校、學生多方共同參與

2. 提升對環保議題、環保習慣
的敏銳度

3. 營造綠色校園的環保風氣

認知 聯繫 賦權



• 香港邁向碳中和—環境及生態局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lang=2

• 能源資訊園地—機電工程署
https://www.emsd.gov.hk/energyland/tc/home/index.html

•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機電工程署
https://re.emsd.gov.hk/tc_chi/index.html

• 低碳生活計算機—環境及生態局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 節約用水—水務署
https://www.waterconservation.gov.hk/tc/home/index.html

• 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環境保護署
https://www.iaq.gov.hk/zh/home-tc/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lang=2
https://www.emsd.gov.hk/energyland/tc/home/index.html
https://re.ems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https://www.waterconservation.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iaq.gov.hk/zh/home-tc/


• 惜食香港—環境保護署
https://www.foodwisehk.gov.hk/zh-hk/

• 香港減廢網站—環境保護署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index.htm 

• 大型活動減廢指南。環境保護署，2018。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green_event_guide.htm

• 郊野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cou/cou

_vis_cou.html

• 香港生物多樣性資訊站
https://bih.gov.hk/tc/home/index.html 

• 香港地質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s://www.geopark.gov.hk/ 

https://www.foodwisehk.gov.hk/zh-hk/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index.htm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green_event_guide.htm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cou/cou_vis_cou.html
https://bih.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geopark.gov.hk/


• 環保園
http://www.ecopark.com.hk/tc/index.aspx

•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https://www.emsd.gov.hk/tc/about_us/public_education/guided

_tour_on_education_path/index.html

• 荔枝窩
https://www.geopark.gov.hk/tc/discover/attractions/lai-chi-wo

• O Park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https://www.opark.gov.hk/tc/index.php

• T Park 源·區
https://www.tpark.hk/tc/

• 香港生物多樣性博物館
https://zh.hkbiodiversitymuseum.org/visits 

http://www.ecopark.com.hk/tc/index.aspx
https://www.emsd.gov.hk/tc/about_us/public_education/guided_tour_on_education_path/index.html
https://www.geopark.gov.hk/tc/discover/attractions/lai-chi-wo
https://www.opark.gov.hk/tc/index.php
https://www.tpark.hk/tc/
https://zh.hkbiodiversitymuseum.org/visits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 環保風紀計劃官方網頁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gpp.html

• 簡介會錄像及簡報
https://school.ecc.org.hk/tc/resources/forms.html#gpp

• 電話熱線諮詢服務：2835 2379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gpp.html
https://school.ecc.org.hk/tc/resources/forms.html#g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