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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由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聯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九個機構合辦，
分別是：環境諮詢委員會、商界環保協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總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排名不分先後）
。本
獎項旨在鼓勵企業及機構實施環境管理，衡量機構在業界內對環境管理的承諾和表現；及表揚在環
境管理工作上表現卓越之企業及機構。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是以達致卓越環保表現為目標的一個環保獎項，本獎項以金字塔形狀作為標
誌，表示社會各界承諾達致卓越環保表現。標誌頂部是一棵小樹苗，寓意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有如
樹苗般茁壯成長。圍繞金字塔的白色絲帶交織出的「Q」字，則代表獲獎機構的環保表現是有質素
（Quality）及值得嘉許（Qualifie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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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概覽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成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環保獎項之一。下表總
結這個獎項的資料，而各個界別的詳情則於個別指南中詳述。
表一：「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轄下的獎項類別

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十個界別（非中小企組別）

建造業

酒店及康樂會所

公共及社區服務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

服務及貿易業

學校

餐飲業

物業管理
（工商業／住宅）

（幼兒學校 / 小學 / 中學）

商舖及零售業

交通及物流業

四個界別（中小企組別）

建造業、製造業及工業服務

服務業

商舖及零售業

貿易業

主辦機構保留申請機構參選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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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
」
2.1 目標





肯定學校在環境管理及教育方面的努力；
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將環保元素融入學校課程和長遠發展計劃中，並持續改善環
保措施和成效；
在學界營造環保氛圍；及
表揚在環保方面表現卓越的學校。

2.2 參加資格
香港教育局認可的所有註冊學校均合資格參加「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此界別
會再分為三個附屬界別，即幼兒學校、小學和中學。
為鼓勵更多學校參加「香港環境卓越大獎」，角逐學校界別中的最高殊榮，各附屬界別的金獎得主
將不合資格參加其後兩屆的「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即 2020 年的金獎得主（只適用於小學及中學
附屬界別）及 2021 年的金獎得主（適用於所有附屬界別）將不能參賽競逐 2022 年「香港環境卓
越大獎（學校界別）」；而 2022 年的金獎得主（適用於所有附屬界別）將不獲接受參加競逐 2023
年及 2024 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
主辦機構保留申請學校參賽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2.3 計劃內容及活動
2.3.1 協導員支援





為協助學校了解更多關於「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主辦機構可安排協導員為
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指導及意見。
協導員會義務擔任計劃輔導的工作，透過親臨學校或透過合適的渠道分享經驗及／或適當地就
環境管理提供建議。每位協導員皆由具不同專長或專業知識的團隊成員支援，可為學校提供更
全面的支援。
主辦機構只會為提出要求的學校安排協導員。如學校有意邀請協導員提供支援，請於報名參加
「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時提出有關申請。支援服務為期為一個學年。

2.3.2 參觀得獎學校及環保培訓工作坊


環運會將於2022年11至12月期間安排參觀得獎學校的活動及環保培訓工作坊，讓參與學校了解
「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學校界別）」的評審標準，以及汲取歷屆「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得
獎學校在制定校園環境管理政策及推行環境教育方面的經驗和心得。詳情容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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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報名、評審流程及時間表

時間表

詳情

報名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



有意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的學校，須於2023年1月15日
（星期日）或之前透過網上平台填寫及提交報名表，表明有意：
i) 競逐大獎
ii) 申請協導員支援服務（如需要）



若學校沒有在截止日期前報名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學校
界別）」，將不獲考慮為本屆的合資格參賽學校。

參觀得獎學校及環保培訓工作坊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 

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自我評核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參賽學校須於2023年3月3日（星期五）或之前經網上平台 （將於
2023 年1月開放予學校填寫）填妥自我評核問卷，以評核學校過去一
個學年（即2021/22學年）的環保表現。
問卷範本［附件二 – 幼兒學校適用、附件三 – 小學及中學適用］已
上載至綠色學校天地網頁，僅供學校參考之用，以紙本/PDF檔方式
提交的自我評核問卷將不獲考慮。
如有需要，學校可安排跟協導員會面，取得建議準備自我評核。

評審流程
2023 年 3 月

第一階段 — 初步遴選
 技術顧問將檢閱所有參賽學校提交的自我評核問卷及輔助證明文
件，並可能要求學校提供補充文件，以核實資料。
 主辦機構會選出入圍學校進入第二階段 – 詳細評審。
 所有合資格學校，若完成第一階段但最終未能獲取任何獎項，將於所
有評審階段完成後獲得 「參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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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至 5 月

第二階段 — 詳細評審






2023 年 6 月至 7 月

評審員將到入圍的學校進行實地考察。考察内容包括校園導覽（展示
學校的環保設施及措施）及會見學校代表，包括但不限於其管理高
層、教師及非教學職員、學生等。
建議學校於考察期間向評審員進行簡報匯報，重點講述學校的環保
措施及項目，以便評審員深入了解其環保表現及推行進度。
評審員會編寫評審報告，以便主辦機構進一步選出參賽學校進入第
三階段 – 最終評選。
入選第二階段評審的學校，將獲得有關其環保表現的報告。報告將會
概述學校的優勢，並重點指出建議改善的環境範疇，幫助學校評估表
現及了解需要改進的地方。

第三階段 — 最終評選
 評審團將對入選學校的環保表現作最終評審。
 評審團會邀請入選學校進一步報告其環保成就。
 評審團將由學界、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的代表組成。

2.5 評審準則
評審團會就以下三個關鍵範疇評核參選學校，包括：環保領導、環保計劃與表現及夥伴協力合作。
每個範疇的主要部分及比重如下：
評審範疇

主要部分

比重

A) 環保領導





環保政策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學校課程涵蓋可持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計劃

20%

B) 環保計劃與表現



資源使用及管理
（節能減碳、節約用水、廢物管理、學校可持續膳食、綠色
採購、環保表現監察及評估、遵守環保法例、環保抗疫）
校園環境

55%



C) 夥伴協力合作



（綠化、噪音、室內空氣質素）
環境教育
（推行、評估及資訊傳遞）






家長及其家庭
學校網絡
社區人士／其他機構
服務／產品供應商

25%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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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及表揚參賽學校在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在「香港綠色
機構認證」及其他認證或獎項計劃時所獲得的成就，在「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第二階段評審期間，
主辦單位將按以下情況向參賽學校給予不多於 10 分的額外分數：
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的額外分數 （總額外分數不多於 3 分）
參賽學校透過他們的網絡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例如在校園、網站、電子屏幕等顯
示在上述計劃獲得的標誌／貼紙；把獲得的相關標誌印在名片、信紙和通過媒體刊登專題文章），
最多可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
參賽學校成功推薦其合作夥伴（例如非同屬同一辦學團體的學校、供應商或承辦商、外間機構等）
參加「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可獲得最多 2 分的額外分數。
凡透過學校網絡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並成功推薦合作夥伴參賽的學校有機會獲得
「傑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的榮譽，詳情請參閱「傑出推廣夥伴嘉許計劃」網頁。
獲取「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的額外分數（總額外分數不多於 4 分）
擁有任何由環運會頒發的有效減廢證書／節能證書／清新室內空氣證書／減碳證書／「香港綠色
機構」榮譽的參賽學校，可就每項證書獲得 1 分的額外分數。詳情請參閱「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網頁。
參加其他環保計劃的額外分數 （總額外分數不多於 3 分）
若學校於 2021/22 學年曾參加及持有以下環保計劃的證明／有效證書，可就每項計劃獲得 1 分的
額外分數：
環保計劃
環保風紀計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可持續發展學校參與獎」、「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
獎」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 「一人一花」計劃 /
校園香草種植計劃
賽馬會綠建環評學校計劃
綠優校園認證計劃
「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

適用附屬界別
小學
中學

主辦機構

中學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幼兒學校
小學
中學
幼兒學校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小學
中學

環運會

環保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商界環保協會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主辦機構保留給予參賽學校額外分數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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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
(來源及參考：世界自然基金會)
「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的評估標準是透過整合全校可持續發展教育方法的核心
組成部分而制定的。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年輕人能在學校裡體會社會的不同規範和期望。因此，環境教育，或更廣泛的
「可持續發展教育」不僅涉及課堂知識，更涉及整間學校以至社區內發生的事情。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涵 蓋 四 個 範 疇 – 文 化 (Culture) 、 課 程 (Curriculum) 、 校 園 (Campus) 和 社 區
(Community)。
下圖說明了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精髓。一套全面和整合的方法能確保可持續發
展融入校風、日常教學、學校資產管理以及更廣泛的社區聯繫。這是一個共同的核心目標，將學校
的每個人凝聚在一起，找出他們想看到改變的地方及訂定優次，然後規劃解決方案並將其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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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方法有許多。它不是一件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我們需要
持之以恆，不斷將這概念和習慣融入日常活動。由於世界瞬息萬變，可持續發展教育也需要不斷演
變以跟上時代步伐。

2.6 獎項
環保表現及成就出色的參賽學校將會獲頒獎座／獎狀及現金獎。每個附屬界別的獎項詳情如下：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一名)

(一名)

(一名)

(十名)

幼兒學校

HK$20,000

HK$15,000

HK$10,000

小學

HK$50,000

HK$40,000

HK$30,000

中學

HK$60,000

HK$50,000

HK$40,000

HK$2,000

（或由最終評審團決定最終的得獎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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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別獎項
除「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外，今年計劃亦設有一個獨立的特別獎項 - 「最佳環
境教育方案大獎」，以嘉許制定優秀環境教育方案的學校，及匯集學界出色的環境教育實踐方法。

3.1 參加資格



香港教育局認可的所有註冊幼兒學校、小學和中學均合資格參加特別獎項。
學校可以選擇：
o 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及其特別獎項；或
o 只參與特別獎項
每間學校只可提交一個環境教育方案競逐特別奬項。



主辦機構保留參賽學校參加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3.2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詳情
目標
表揚學校在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或碳中和方面傑出的環境教育方案（包括教案、全方位學習活動、
全校計劃／方案、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等）。

評核準則
學校須就過去一個學年（即 2021/22 學年）實施的傑出環境教育方案填妥網上環境教育方案摘要
表格，評核準則如下﹕
範疇

細項

比重

(1) 內容

 主題和目標（與可持續發展及／或碳中和相關）
 計劃詳情（推行摘要）
 課程整合（該計劃如何與校本課程包括各學習領域、
價值觀教育、STEM 教育等聯繫）

30%

(2) 持份者的參與度
和合作

 不同學校成員在規劃與實施階段的參與
 與學校各方的合作（例如：不同學科小組、興趣小組、
家長教師會）
 家長及／或社區成員的參與
 與外間機構的合作

30%

(3) 設計和創意

 活動設計和推行模式（例如：風格、互動性）
 原創性和創意度

20%

(4) 成果和影響力

 參加者的數量／涵蓋範圍
 參加者在知識、態度和行為方面的轉變
 參加者的反饋和評估

20%

總分：

100%

備註：
1. 以實體、網上或混合模式推行的教育方案／活動均符合參加資格。
2. 若學校去年曾參加「2021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的特別獎項 – 「最佳環境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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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獎」，相關學校不能遞交與上屆相同的環境教育方案，但歡迎學校遞交不同方案參加本屆
的特別獎項。
獎項及認可
學校將會獲頒以下相應的獎狀／證書，以茲嘉許：
獎項

獲獎資格

傑出獎

分別在幼兒學校、小學和中學附屬界別中各選三間表現最佳的學校，而學
校必須獲得總分 80 分或以上的成績

（共 9 個獎項）
嘉許狀

獲得總分 60 分或以上的學校

3.3 報名及評核流程

時間表

詳情

報名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






學校須於2023年1月15日（星期日）或之前透過網上平台填寫及提交
報名表。
如學校有意同時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學校界別）」及其特
別獎項 –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奬」，請分别填寫及提交兩個獎項
的網上報名申請。
若學校沒有在截止日期前報名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學校
界別）」的特別獎項 –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奬」，將不獲考慮為
本屆的合資格參賽學校。

自我評核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參賽學校須於2023年3月3日（星期五）或之前經網上平台（將於2023

年1月開放予學校填寫）填妥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就過去一個學


年（即2021/22學年）實施的傑出教育方案提交資料。
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範本［附件四］已載於綠色學校天地網頁，僅
供學校參考之用，以紙本／PDF檔方式提交的表格將不獲考慮。

評審流程
2023 年 4 月至 5 月




技術顧問將檢閱所有參賽學校提交的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及輔助
證明文件，並可能要求學校提供補充文件，以核實資料。
評審員將到已提交摘要表格的參賽學校進行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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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鳴謝
主辦機構感謝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贊助「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贊助機構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主辦機構

環境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境諮詢委員會

商界環保協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11 -

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學校界別指南（非中小企組別）

5. 查詢
如欲查詢有關「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及其特別獎項的詳情，請透過以下方式聯
絡本計劃的技術顧問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電話：

2161 9620

電郵：

hkaee@wwf.org.hk

你亦可瀏覽本會的綠色學校天地網站，獲取本獎項計劃的最新消息：
網頁：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hkaee.html

6. 聲明
附錄 一：酒店及康樂會所界別的自我評核清單
此指南所載資料只作指引。雖然主辦機構已竭盡全力確保此指南準確，但主辦機構或任何涉及此獎項之
機構一概不就此刊物內任何內容導致的任何索償、損失或開支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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