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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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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綠色教育

「認識環境」
（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

課程發展

學科知識

「在環境中學習」
（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硬件提升

綠化校園

「關心及改善環境」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對環境及自然的關愛

注重培育關懷倫理 (ethic of caring)

建立對自然的關愛及環保使命感

珍惜的態度



God

People

RESPECT

Environment



政策

綠色校園

節能

節地

節材

節水



環保領導



SMC
校董會

Ambassador 
環保大使

Whole school approach structure
Top-down vs Bottom-up



Start from teachers 由教師開始...

邀請校董兼香港房屋署
（發展及建築）總建築師
嚴汝洲先生於教師發展日
分享：

• 全球氣候變化狀況

• 發展綠色校園的重要性

• 中國內地的綠色學校例子

• 介紹本校環境空氣品質監測儀

• 介紹本校學校的節能設施



約章



Green School Committee 

Established in 2017-18

In collabor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the committee set up 
some best practices which will ensure 
the whole school:

1. to reduce our carbon-footprint on our 
planet.

2. to reduce food waste and increase 
awareness of recycled material waste.

3. to create a healthier, greener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and

4. to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s fragile ecosystem in our 
students

• Assistant Principal 

• Geography teacher

• STEM and SCI teacher

• PIC of Organic Farm

• Executive Officer



訂立每年減少10%能源消耗的目標：

• 透過職員會議告知全校職員

• 透過週會告知全校學生

每年減少10%能源消耗的目標得以達成：

• 透過職員會議告知全校職員

• 透過壁報板告知全校學生

Green education targets 目標





17-20 三年環境教育規劃
2017/18

► 開始綠色校園計劃

► 舉辦綠色校園活動

► 電能消耗及用水監控系統

► 邀請學生成為環保大使推
廣環保並參與相關活動

2018/19

● 定立節能目標

● 增加參觀活動

● 向校外人士介紹本校綠色校
園發展

● 建設小型氣象站及購入環境
品質監測儀

● 在校本課程強調綠色教育元
素

● 透過班主任課進行環保教育

2019/20

● 設立回收攤位鼓勵
回收

● 結合學校的硬件設施，把綠色教育元
素溶入學科課程中

● 增加太陽能板等可再生能源設施

● 增加LED照明系統

● 安裝自動感應式
水龍頭

● 興建蝴蝶園並進行蝴蝶保育相關教育



20-23 三年環境教育規劃
2020/21
全面硬件升級:

- 全校更換LED照明裝置

- 安裝風力發電機

- 全校更換感應式水龍頭

- 全校更換更具能源效益冷氣機

培訓環保大使:
- 參加校外與環保相關的比賽
- 獲得第十八屆綠色學校獎

2021/22
本校計劃將擴建蝴蝶園及添設中
藥園，進行蝴蝶保育，並藉此教
育學生環境保育及生態平衡的重
要性。

結合學校的硬件設施，發展富本
校特色的綠色教育，並滲透於不
同科目中。

2022/23

申請綠建環評相關認證



環保計劃與表現



本校已制定節能減碳指引，
並採取措施減少能源消耗及碳排放。



LED燈發動態感應器



太陽能板



風力發電裝置



定期監控教員室
溫濕度及二氧化碳含量



改善室內環境及空氣流通



電能消耗監控系統



中一級班際
節能比賽



本校於2020/21學年參與了及／或持有所列環保
計劃的有效證書。



安裝感應式水龍頭

利用索帶縮短出水時間



回收箱

廚餘機

New! (2022)



回收塑膠 (教員室)



在丟棄物資前充分利用



小額採購物品環保採購指引



迦南抗逆包 網上學習資源

相關連結：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tpAUSU2TTW0sA6RxfjNzI1Hk9T

Ur7C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tpAUSU2TTW0sA6RxfjNzI1Hk9TUr7CI?usp=sharing


Online assemblies related to Green 

Education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 Video clip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ye5HI_l4w

&list=PL3_vkyfWJxNIOZWx4EPWGPAlmOlod9KYC&

index=45&t=3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ye5HI_l4w&list=PL3_vkyfWJxNIOZWx4EPWGPAlmOlod9KYC&index=45&t=32s






魚菜共生系統



有機農莊



日期: 2/20, 6/11, 

4/12,5/2,4/3, 1/4

(2020-2021)

參與人數: 20人

學生參與打理綠化空間
（例如：照顧植物、參與耕種等）



Mealworm 

Program

Video 2 (Worm burger making) 

Video 1 (Clic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U3NmceAA91a7Px890nB00Wl6PxsVhrp/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jEdOFoww8&t=765s


DIY ECO BAG workshop 日期: 23-25/06/2021

參與人數: 90人



日期: 23-25/06/2021

參與人數: 90人



探訪活動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日期: 06/07/2021

參與人數: 19人

https://www.mocc.cuhk.edu.hk/en-gb/12-footer-menu


參觀屯門
O Park 

(廚餘回收設施)



Environmental checklist

by Green Prefects



2020-2021年度
環保大使 (AGM)

日期: 03/11/2020

參與人數: 15人



校董嚴先生親自帶領培訓工作坊

日期: 21/06/2021

參與人數: 19人



環保大使於學期初協助回收
上一學年班房的剩餘物資 日期: 14/10/2020

參與人數: 15人



環保大使於學期尾回
收舊校服、課外書及文具

日期: 10/09/2021

參與人數: 6人



學校開放日
(二手物品、種籽義賣)



每月環保資訊



Teachers survey 綠色教育問卷 (教師) Student Survey 綠色教育問卷 (學生)



學校週會
同學分享環節
(Ocean 3C)



學校週會
嘉賓分享
(環保協進會--- 淨灘)



夥伴協力合作



本校有跟其他學校就環境管理及其他環境議題
分享經驗/ 本校代表曾於外間機構主辦的環保
工作坊、展覽、會議或研討會中擔當嘉賓講者

► EDUHK sharing 

► 有才有德：優質生命教育及品德教育計劃（和富
慈善基金捐贈）

► Date: 2021/6/21

► Particpants: 

Sheeta Wong (2020 graduate)

Brian Yan (Assistant Principal)

Celine Tsui (Prinicpal) 



本校透過學校網絡推廣及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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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fter winning the Green School Award, teachers have 

promoted the HKAEE and encourage other schools to join 

推廣及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同學眼中的綠色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