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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領導

01
全體參與、全校支持



行政架構

法團校董會

校長

副校長

環境教育組 生命教育科常識科及其他科

環保園藝組 家長教師會



1. 環保政策1.1, 1.2



1. 環保政策( 1.3 環境教育網頁)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index?channel_id=3794


1. 環保政策



1. 環保政策



1. 環保政策

1.7環保發展報告和審視
2021環境教育組檢討會

2021周年環保報告

2021全年行政例會報告



2.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擬定活動的內容及籌備會

環境教育組統籌

副校長(監察)

校長

實施及推行
修訂活動內容

檢討及反思

2.2, 2.3(行政分工)

2.2, 2.3 行政分工.pdf


2.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檢視去年的檢討會會議紀錄

擬定全年工作一覽表

校長批閱及通過全年工作

在第一次校務會議向全體老師報告年度將會展開的工作

實行各項工作及反思

檢討會

行政例會匯報



2.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2.5 投放資源協助推行環保管理及相關教育活動(人力)

2.5 投放資源協助推行環保管理及相關教育活動(資金)

英文科環保工作紙



2.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2.6 惜食約章



2.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2.6 節能約章

2.6 4T約章



3. 學校課程涵蓋環境教育計劃

3.3 學校核心科目

生命教育科—雀躍生命

3.1 周年計劃

活動﹕吉祥鳥背景設計比賽作品(網頁)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6271


3. 學校課程涵蓋環境教育計劃

3.6 教師培訓

3.6 「天然物料DIY」教師工作坊(網頁)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7190


環保計劃與表現

02
在孩子心中播下環保種子



4. 節能減碳
4.1節能減碳指引



4. 節能減碳
4.2 節約能源裝置
1. T5光管
2. 隔熱貼、隔熱塗層
3. 5,6樓光管節能系統
4. 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



4. 節能減碳
4.3 可再生能源裝置

太陽能滅蚊燈

4.4 監察能源消耗
見附錄B



4. 節能減碳

4.6 節能大使

4.6 家家減碳睇現計劃(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6aKqNNcEB9d6HW3ES0GB7NnW8jELLz/view


4. 節能減碳

4.7  低碳交通方式往返校園
1. 車位輪流使用
2. 讓教師在校園停泊單車
3. 提供單車供教職員使用



4. 節能減碳
4.8 有效證書



5. 節約用水
5.1.節約用水指引

5.4 節約用水活動

1. 水務署的「挑戰沖沖四分鐘」，參
加人數﹕413人，獎品﹕小毛巾和
嘉許狀

2. 水務署的「節約用水4格漫畫比賽」，
參加人數﹕64人，其中兩人獲優異
獎，獎品﹕獎狀和100元書券

3. 惜水學堂徵文比賽﹕有20人參加，
其中12人獲得小禮物，另外有3人
的作品會刋登在惜水學堂的刋物中。

5.2 安裝節約用水設施
感應式水龍頭



6. 廢物管理

6.1.減少廢物指引

6.2 廢物管理設施﹕
課室廢紙回收箱、三色回收桶、小型廚餘機

6.3 可回收物﹕
廢紙、金屬罐、膠樽、碳粉盒、電腦

6.4 減少廢物措施﹕
1. 採用不須換底紙的壁報板
2. 用不織布替代壁報底紙
3. 學生工作紙要雙面印
4. 文件可以使用環保紙
5. 電子通告
6. 用廢紙印人名紙



6. 廢物管理
6.5 推行減廢計劃
1. 環保標語及海報創作比賽，每級有五

名優勝者，可以獲獎狀一張
2. 小一回收運動
3. 課室設置回收箱，由學生負責管理表

現良好的，可以獲記優點一次

6.6 本校會與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分享最
新的減廢及回收措施，以鼓勵他們有效
地使用社區回收設施

環保頻道(影片)

6.6 環保回收.mp4


6. 廢物利用

樹頭再生 立體裝置再生



7. 學校可持續膳食

7.1 多菜少肉、吃水果
7.2 可重用餐具
7.3.1 用廚餘機把廚餘製

成肥料
7.3.2 鼓勵學生把食物全

部吃掉
7.4 學生珍惜食物，老師

會給予口頭稱讚或送
贈小貼紙。

環保低碳樂校園

7 環保午膳指引



8. 綠色採購

8.1 綠色採購指引

8.2 本校採用環保木
椅、大包裝清潔
液等



9. 環保表現監察及評估

9.1 每學年評估一次

9.1 檢討會

環保大使



10. 環保抗炎

10.1

1. 播放抗疫不忘走塑影片
2. 噴消毒塗層，減少使用

濕紙巾和消毒酒精
3. 重複使用可重用的消毒

搓手液瓶
4. 購買大包裝搓手液
5. 為同事集體訂購午膳
6. 鼓勵同事自備午餐
7. 鼓勵同事自備餐具用膳，

並且走飲管



11. 綠化校園

1.1, 11.5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紀錄冊)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紀錄冊)

一人一花攝影比賽(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17Ej78PsMKg9CmnzaWL_lVznbl9AXeH/view


11. 綠化校園

11.2 校園植物

印度橡樹、木棉

山茶花

黃花風鈴木、荔枝、桑樹、土沉香



11. 綠化校園

11.3, 11.4 有機耕種 分享簡報

file://10.83.48.21/行政通告/_全日制老師(暫存戶口)/13_姚榮昌/番茄種植計劃.pptx


12. 噪音, 13. 室內空氣質素

12.3 減少噪音指引

13.1 空氣質素指引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1 學校課程 (教大協助)

雀躍生命:大自然的奇妙
讓學生認識雀鳥及人類的身體構造和功用。

雀躍生命：凡事感恩 讓學生認識夏候鳥(燕子)特徵及生活習性。

雀躍生命: 透過認識雀鳥珠頸斑鳩，帶出責任感的定義，

保護環境的責任(責任感)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雀躍生命: 培養同理心，提升學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保護環境的責任(同理心)

雀躍生命：良朋伴我行 透過資料搜集，讓學生認識候鳥遷徙的原因。

雀躍生命：鷺鳥林事件簿
讓學生學習欣賞生命，並提升他們愛護環境的意識
和責任感。

雀躍生命：生物多樣性 讓學生認識生物多樣性。

雀躍生命：服務社群 讓學生把保護環境之意識宣揚開去。

雀躍生命：夢想啟航 認識黑臉琵鷺

15.2 給我一個家，好嗎？ (繪本)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4464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2 其他學習經歷

環保風紀影片

環保寶 製作環保小手工

我和雀鳥有個約會 讓學生初步認識校園的鳥類

環保大使 製作環保小手工及認識校園的環保設施

觀鳥學會 認識鳥類的外貌、特性和觀鳥活動

環保園藝組/環保風紀 和學生討論環保議題和拍攝環保短片

一人一花親子種植 家長和學生在家種植石竹花

愛「飾」動物日
為愛護動物協會籌款，一齊穿上動物圖案衣

物上課
大埔海濱公園─觀鳥活動 認識公園內的鳥類

愛護動物協會 認識愛護動物協會和培養學生愛護動物

香港濕地公園 認識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認識香港濕地公園

一年級校本課程分享會 分享學習心得

三年級校本課程分享會 分享學習心得

四年級校本課程分享會 分享學習心得

五年級校本課程分享會 分享學習心得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9415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3 全方位學習

本校 魚菜共生計劃
透過學生參與餵魚的工作，了解生物的互

相依賴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水知源(網上課程) 探討水質污染

本校 有機耕種 學生種植車厘茄，收成後可以取回家吃。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
逆基金

家家睇現減碳計劃
在家中參與衣、食、住、行大挑戰比賽，減低

個人碳排放

水務署 挑戰沖涼4分鐘 學生在家挑戰用4分鐘沖涼，連續5天

水務署
節約用水4格漫畫

創作比賽
學生繪畫4格漫畫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 環保劇場減廢奇兵 以戲劇傳遞減廢訊息

本校
環保標語及海報創

作比賽 創作海報和標語，呼籲同學保護環境

本校 環保頻道 學生在小息時觀看本組製作的環保短片

本校 環保電視台
學生在小息時在有蓋操場觀看低碳生活卡

通片
本校 一人一花分享 觀看其他同學的一人一花作品展覽短片

本校 網上遊花卉展覽 學生用ipad欣賞香港花卉展覽

本校 春花滿校園 學生在課室觀看校園花朵的展覽

本校 低碳嘉年華會 學生在操場玩環保攤位遊戲

水務署 惜水學堂徵文比賽 學生參加惜水的徵文比賽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5 戶外學習活動

暢遊校園植物徑﹕
認識校園內的植物

校園植物教育徑(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_vvER8QUxypn2oq7le4MZUGyo94oQcF/view


15. 環境教育推行

魚菜共生大使

回收大使節能大使

植物護理員

環保風紀

15.6 學生大使(影片)

基礎環保章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GVi8DiWKzTlqBGeRKilGBHmIsIhpPqu/view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7 創新方式推行環境教育

雀躍生命:大自然的奇妙
讓學生認識雀鳥及人類的身體構造和功用。

雀躍生命：凡事感恩 讓學生認識夏候鳥(燕子)特徵及生活習性。

雀躍生命: 透過認識雀鳥珠頸斑鳩，帶出責任感的定義，

保護環境的責任(責任感)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雀躍生命: 培養同理心，提升學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保護環境的責任(同理心)

雀躍生命：良朋伴我行 透過資料搜集，讓學生認識候鳥遷徙的原因。

雀躍生命：鷺鳥林事件簿
讓學生學習欣賞生命，並提升他們愛護環境的意識
和責任感。

雀躍生命：生物多樣性 讓學生認識生物多樣性。

雀躍生命：服務社群 讓學生把保護環境之意識宣揚開去。

雀躍生命：夢想啟航 認識黑臉琵鷺



15. 環境教育推行

15.7 網上香港花卉展覽2021(網頁)

15.7 創新方式推行環境教育

15.7 愛「飾」動物日(網頁)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9474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6312


環境教育評估



16. 環境教育評估

學生問卷

學校環境調查表

學生問卷結果

學校環境調查結果

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環境教育組)

結果上載至校網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9479


17 資訊傳遞
方式 相關學校成員

校網 全校師生及家長

校刋 全校師生及家長

通傳 全校職工

WhatsApp 全校老師

電子通告 家長及學生

早會宣佈 全校師生

環保電視台 全校師生

影片播放 全校師生

活動直播 全校師生

環境教育展板 全校師生

海報及告示 全校師生



夥伴協力合作

03
同心協力為環保



18. 家長及其家庭

18.1.1 一人一花親子種植比賽

18.1.2 環保標語及海報創作比賽(網頁)

18.1.3 親子賣旗日(網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n-l-vvJwbdcpftRzYmdf9s3q0zaZXcA/view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3792&article_id=59746


18. 家長及其家庭活動
18.3家長教師會活動

18.3.1 舊校服回收及義賣

18.3.2 天然物料DIY教師工作坊

舊校服義賣



20.3 分享心得

分享嘉賓
生命教育．植根校園(網頁)
舉辦機構﹕教育局
日期﹕28/5/2021 
分享時間﹕3小時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8715


20.4 與本地機構合作
環保計劃 / 活動的名稱 機構 簡介

環保低碳樂校園 港燈 培養他們喜愛低碳生活，學生會用廚餘製
作成肥料，令校園的植物生長得更好。

環保劇場減廢奇兵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 以戲劇傳遞減廢訊息

水知源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
天文館

環保風紀學習及探討水質污染問題

家家睇現減碳計劃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
基金

灌橋(Reconnect)

學生在網上參與衣、食、住、行大挑戰比
賽，減低個人碳排放

送贈二手平板電腦計劃資
助計劃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
基金

灌橋(Reconnect)

把二手平板電腦送贈有需要的同學

20.4 本地機構合作推行環保計劃或活動.docx


20.4 與本地機構合作
智能飲水機先導計劃 環保署 獲贈兩部智能飲水機
綠化校園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康文處 獲撥款種植多年生花卉及舉辦

綠化活動

一人一花種植、香草種植 康文處 學生和家長在家種植石竹；校
園種植花草。

挑戰沖沖四分鐘 水務署 學生在家挑戰用4分鐘沖涼，
連續5天，便可達標。達標人
數﹕413人，獎品﹕小毛巾和
嘉許狀

節約用水4格漫畫比賽 水務署 學生繪畫4格漫畫，參加人
數﹕64人，其中兩人獲優異獎，
獎品﹕獎狀和100元書券

惜水學堂徵文比賽 水務署 學生參加徵文比賽，有20人參
加，其中12人獲得小禮物，另
外有3人的作品會刋登在惜水
學堂的刋物中

20.4 本地機構合作推行環保計劃或活動.docx


21. 服務 / 產品供應商

http://www.sailingboat.com.hk/#Service

午膳運作政策



22.1 推廣及宣傳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環保電視台(環保頻道)

由本校製作的短視頻，提倡環保低碳生活

土沉香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3794&article_id=57480


環保設施(網頁)
1. 環保閱讀角(圖書館)
2. 環保閱讀角(詢問處)
3. 有耕種植區
4. 教師回收區
5. 學生回收區
6. 魚菜共生區
7. 環保獎項展區
8. 學生作品展示區
9. 智能飲水機
10.小型廚餘機
11.太陽能滅蚊機
12.環保電視機

13. 植物教育徑
14. 環境教育壁報板
15. 海報及告示
16. 代步單車
17. 課室盆栽、廢紙回收箱
18. 再生木茶几
19. 水母教室
20. 魚缸
21. 節能照明系統(T5光管)
22. 隔熱膜(玻璃窗)
隔熱漆(天台)
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3794&article_id=62795


學生的環保獎項(網頁)

道地「綠色假期」全港小學徵文比賽2020

節約用水4格漫畫創作比賽

我的動物朋友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環保袋繪畫比賽2020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60108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60110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8530
https://www.wks.edu.hk/website/article/article_detail?channel_id=1096&article_id=58395


遵守法則

定期修剪大樹﹕
保障師生、路人安全和大樹健康成長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勿以善小而不為

遊覽校園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