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觀得獎學校
及

環保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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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2022香港環境卓越⼤獎（學校界別）」簡介

• 教育局簡介價值觀教育（包括可持續發展教育）

• 學校分享

• 參觀校園環保設施

• 香港環境卓越⼤獎（學校界別）及特別獎項報名詳情

•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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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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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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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發展計劃中，並持續改善環保措施和成效

• 在學界營造環保氛圍

• 表揚在環保⽅⾯表現卓越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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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香港教育局認可的所有註冊學校均合資格參加

• 分為三個附屬界別，即幼兒學校、⼩學和中學

• ⾦獎得主將不合資格參加其後兩屆（即2023及2024年）的

「香港環境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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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資格



環保領導
20%

夥伴協力合作
25%

環保計劃與表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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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範疇



環保領導 (20%)

1. 環保政策

2. 學校管理層的⽀持及承諾

3. 學校課程涵蓋可持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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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計劃與表現 (55%)

資源使⽤及管理

4. 節能減碳

5. 節約⽤⽔
6. 廢物管理

7. 學校可持續膳食

8. 綠⾊採購

9. 環保表現監察及評估

10. 遵守環保法例

11. 環保抗疫

校園環境

12. 綠化

13. 噪⾳
14. 室內空氣質素

#15. 香港綠⾊機構認證

#額外分數題目

環境教育

16. 推⾏

17. 評估
18. 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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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合作 (25%)

19. 家⻑及其家庭

20. 學校網絡

21. 社區⼈⼠／其他機構

22. 服務／產品供應商

@23. 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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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分數題目



2022年12⽉31⽇之前

學校提交申請，表明有意競逐
「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評審員檢閱所有參賽學校之

自我評核問卷及文件

第一階段: 初步遴選

評審團進行最終評審

第三階段: 最終評選

學校提交自我評核問卷
評審員到訪入圍學校實地考察

第二階段: 詳細評審

2023年3⽉3⽇或之前

2023年3⽉

2023年4⽉⾄5⽉

2023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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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時間表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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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最終評審團決定最終的得獎組合。）



嘉許

• 若學校完成第⼀階段，但最終未能獲取任何獎項，將獲得
「參與證書」

• 入選第⼆階段評審的學校，將獲得有關其環保表現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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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概述學校的優勢，並重點指出建議改善的環境範疇
à 幫助學校評估表現及了解需要改進的地方



特別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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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特別獎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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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可以選擇：
• 參與「2022香港環境卓越⼤獎（學校界別）」及其特別獎項；
或

• 只參與特別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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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表揚學校在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或碳中和⽅⾯傑出的教育⽅案

教育⽅案包括：
• 教案
• 全⽅位學習活動
• 全校計劃／⽅案
• 家⻑教師會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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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評審準則

內容

30%

持份者的
參與度和合作

30%

設計和創意

20%

成果和影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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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Oct - Dec 
2021

學校提交環境教育⽅案摘要表格學校提交申請表，表明
有意競逐特別獎項

評審員到訪入圍學校
實地考察

Jun 2022

2022年12⽉31⽇或之前 2023年3⽉3⽇或之前 2023年4⽉⾄5⽉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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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 傑出獎：每個附屬界別中三間表現最佳，並獲得總分80分或以上的

學校（共9個獎項）

• 嘉許狀：獲得總分60或以上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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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認可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及特別獎項

報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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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網上報名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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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2年12月31日

只接受網上報名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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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導員支援

• 義務擔任計劃輔導的⼯作

• 只會為報名時提出要求的學校安排協導員

• ⽀援服務為期為⼀個學年

• 分享經驗及／或適當地就環境管理提供建議

• 沒有責任幫學校取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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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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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登入網上平台提交



自我評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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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登入網上平台提交
網上平台填寫⾃我評核問卷

（將於12⽉尾開放予學校填寫）



自我評核問卷 截止日期：202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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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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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問卷（只作參考）



• 評核過去⼀個學年（即2021/2022學年）的環保表現

• 學校須為不同組別/校舍分開提交問卷

自我評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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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題型：「是 / 否」/ 「有 / 沒有」

• 如選擇「是」 / 「有」，需要填寫更多詳情，或提交相關文件

• 字數不限，可以列點⽅式填寫

自我評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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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範本

• 附錄 A – 教職員培訓

• 附錄 B – 資源運⽤

• 附錄 C – 學⽣環保活動

• 附錄 D – 家⻑參與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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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 資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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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項目

• 題⽬修訂

• 「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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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修訂：新增 10. 遵守環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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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

環保領導
3. 學校課程涵蓋可持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計劃

3.1 本校將「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
納入學校課程，包括學習領域、價值觀教育、
STEM教育、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OLE）
等。

環保計劃與表現
16. 推⾏環境教育
16.1 本校於核心和選修科目及/或跨學科學習進行
「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活動。

16.2 本校於全⽅位學習，包括其他學習經歷（OLE）
進⾏「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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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學校計劃 *計劃的實際推行細節



「可持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

16.1 本校於核心和選修科目及/或跨學科學習進行「可持續發展教
育」及／或「環境教育」活動。

16.2 本校於全⽅位學習，包括其他學習經歷（OLE）進⾏「可持
續發展教育」及／或「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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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 學⽣環保活動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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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 學⽣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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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分數

• 適⽤於第⼆階段評審

1) 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獎」

2) 獲取「香港綠⾊機構認證」

3) 參加其他環保計劃

• 總額外分數不多於10分

• 相關問題已列在⾃我評核問卷，並以 “*” 、“#”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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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分數–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必須提交證明

／有效證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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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分數–參加其他環保計劃

• 必須提交撥款證明/有效證書副本/參與紀錄/活動紀錄冊副本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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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分數–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 提供宣傳⽅法，例如通訊記錄、印有獎項標誌的宣傳物截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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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必須登入網上平台提交



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必須登入網上平台提交
網上平台填寫摘要表格

（將於12⽉尾開放予學校填寫）



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紙本表格（只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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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

• 過去⼀個學年（即 2021／22 學年）實施的可持續發展及/或碳中和⽅⾯的傑出

教育⽅案

• 每間學校只可提交⼀個環境教育⽅案競逐特別奬項

• 學校須為不同組別/校舍分開提交問卷

• 曾參與 2021 香港環境卓越⼤獎（學校界別）「最佳環境教育⽅案⼤獎」的學校，

需提交不同⽅案參加本屆特別獎項

環境教育方案摘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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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hkaee.html

計劃詳情： 指南、報名平台及自我評核問卷連結：

綠色學校天地網站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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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子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31日
提交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2023年3月3日
提交自我評核問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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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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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聯絡
2022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
技術顧問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hkaee@wwf.org.hk

2161 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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