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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是學校特色

環境教育納入學校使命

環保領導

環境教育納入
學校三年計畫

配合學校計畫，
制定校本環境教育



創校顧問-林超英先生

現任顧問-綠色力量鄭睦奇總監博士

-樹賢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林愛賢女士

學校各持分者及
社區人士組成

環保領導

全校參與



各科組主要
負責組別 計劃/課程/活動

學校宣傳組 1.家訊/科小綠色校園第二期 2.周年報告

3.幼稚園環保攤位

課程組 1.監察各科是否有確實執行環境教育的實施。

活動組 1.全方位活動(生態與環保主題) 2.生態小領袖(興趣活動)

圖書組 環保圖書展

家教會 1.舊校服及舊書回收 2. 一人一花親子種植

3.單車發電系統 4. 自製各類小食供應學校大型活動食用

資訊科技組 1.建設、維護及更新學校環保網頁 2.宣傳環保及生態訊息

常識科 1.P1-4認識校園生態環境 2.專題研習(P1香港動植物公園/ P2尋找身
邊的動物/P5 環保(跨學科/P6尋找牠)

3.參觀-P1環保園,香港動植物公園
P2濕地公園

4.P3、P5單車發電系統
5.有機種植

生活教育科
音樂科

1.自我管理(愛護環境)及講座
1.聲響創作(P6)利用環保物料創作

科創科/視藝 利用環保物料進行各類創作 各類比賽及活動 ( 生態與環保主題)

電腦科 提醒學生列印前考慮/檢查清楚

體育 單車發電系統

納入
學校核心科目
其他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活動
戶外學習活動

環保領導



校外資源：
1.康文署─綠化校園資助計畫
2.百佳綠色學校資助
3.港燈─智惜用電計劃「綠得開心學校」
4.校園齊惜福計劃
5.社署老有所為計畫
6.和富全人發展校本資助計劃
7.環保及自然保護基金之環保綠化”騎”行動
8.全方位學習津貼

校方自資：
1.校園美化重整/植物保養
2.重整單車發電系統及環保資源回收角
3.全校環保活動物資
4.驗樹及修樹

20-21年度校外資助

約7.8萬

20-21校方自資

約11.3萬

2020-21年度環保組開支
環保領導

環保組開支2020-2021.pdf


環保領導

環保組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書

檢討及改善建議:

• 本年度的用電量增加，下年度將加強節能宣傳及教育活動。至於用紙量的增加，下年度也將推廣雙面列印，打印機設置列印預視功能，以及開會議程
使用電子版等。

• 另因應政府二月推出之《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以「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為願景。故下年度將參與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環境
保護署及教育局新合辦的「環保風紀計劃」培育一群有活力及對環境議題有較深認識的環保風紀，讓他們鼓勵和監察同學在校園的環保行為，提升同
學的環保意識，並協助學校改善環保表現。

本校環境教育課程制定
配合校本需要及世界趨勢!

• 應對2050「碳中和」目標
• 「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
• 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各持份成員提供反饋及意見!



(學校環保指引)

環保計畫與表現 節能減碳

每收電費單比較不同年度用電量
，通過WhatsApp群組
提醒全體教職員要節約用電

或讚許!

所有措施為
減少能源消耗

及碳排放

4.1 科小環保指引.pdf


(學校環保指引)

環保計畫與表現
節約用水

• 制定節約用水指引
•

漏
•

•

•

•

•

•

•

•

全體成員齊減少用水量!

5.1 校環保指引_P2、6節約用水指引.pdf


環保計畫與表現 廢物管理

• 制定廢物管理指引
• 安裝廢物管理設施
• 收集不同種類回收物(共24種)
• 減廢措施(廚餘除外) (共21項)
• 推行計畫及獎勵，鼓勵教職員及學生減少、

重用及回收一般廢物:「回收月餅罐」、回
收蘭花及膠樽、「回收親子百變紅封包手
作」、回收物料製作視藝、科創科或常識科
活動。

• 分享最新減廢及回收措施
-設立環保資源回收角，推廣正確分類回收資
訊。

-舉辦環保家庭活動介紹最新減廢及回收措施
-與教職員分享最近的回收點

學校環保指引

全體成員源頭減廢!



環保計畫與表現 綠色採購

• 制定綠色採購指引

• 採用環保/可持續生活產品

科小環保指引 WWF環保採購建議2019

• T5光管、慳電膽、一級能源標籤雪櫃、節水龍頭、速印機、單車發電系統。
• 選用二手傢俬，使用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傢俱。
• 選購FSC認證的紙張或再造紙，使用環保紙、速印機。
• 選購補充裝文具，如筆芯、塗改帶替換芯等。
• 自製環保清潔劑及驅蟲劑、環保酵素、有機肥料。
• 選用可重用的茶具或水杯，避免使用樽裝水。
• 選購食品時，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產品。
• 根據實際乘搭人數決定租用旅遊巴的大小，避免租用過大的車輛。

儘量採用可持續生活產品!



每年參與康文署綠化校園資助計畫

綠化環保計畫與表現

全校植物備有QR code

處處綠意盎然的
校園

校園內種滿適合本地天氣、環境
的植物，提高生物多樣性。



環保計畫與表現
有機種植

校園內利用現有資源
進行有機種植!



噪音管制
環保計畫與表現

寧靜的環境有利學習!



室內空氣質素
環保計畫與表現

確保校園的室內空
氣可達致最佳質素!



 WWF「跟住熊貓遊米埔 - 戶外直播」活動: 雖無法親自前往米埔參觀，網上戶外直播也有收穫。

 WWF網上STEM微塑膠實驗活動: 讓學生認識甚麼是微塑膠，動手做實驗看清楚。

 「地球一小時活動」:簽署承諾及在家把非必要的燈關掉一小時，減少能源的消耗。

 「人與自然的聯繫-欣賞香港生物多樣性的美麗和益處體驗工作坊」:認識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關係。

 網上「樹賢基金環保常識問題比賽」鼓勵家長親子身體力行，節約能源，垃圾分類，將生活廢物循環
再用。

 環保隊長參加「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的網上導賞」。

 「綠匯共學之慧食網上工作坊」 : 以低碳飲食為主題,專業導師透過網上遊戲及芽苗栽培延續活動與學
生互動,促進認識個人飲食與氣候變化的聯繫,以及環境友善的低碳飲食智慧。

環保計畫與表現

網上學習多姿采
環境教育的推行!

疫情下如何推廣環保



• 核心科目進行環境教育
(人均環境教育時數37.038小時 /人 )

• 全方位學習進行環境教育
(人均環境教育時數102.97小時 /人)

• 其他學習經歷進行環境教育
(人均環境教育時數1小時 /人)

• 戶外學習活動，體驗大自然
(人均環境教育時數0.34小時 /人)

附錄C環保計畫與表現

疫下學習亦不停

疫情下如何推廣環保



疫情下優化學校環保設施
環保計畫與表現



環保計畫與表現

疫情下優化學校環保設施

完善學校環保設施
更有利推行環境教育!



改用電子通告與家長溝通，
鼓勵學生於網上繳交功課，
減少打印用紙及外出交通往
返。

派發可重複使用的布口罩給
每位學生，鼓勵環保抗疫。

重複使用可重用的消毒搓手
液瓶等。

外賣機會增加避免使用一次
性用品餐具。

環保計畫與表現

疫情下減廢節能措施

避免因疫情消耗更多地球資源!



環保計畫與表現

動手採收蔬菜
帶回家享用

學校環保旗艦活動!

疫情下人人參與有機種植



• 校園植物土壤濕度監察活動:與STEM科合作監測土壤的濕
度，以提醒是否需要為植物澆水。並參加"綠色科技創意
大賽2021"作品主題為「自動灌溉裝置」及第三屆未來工
程師大賽探究作品主題亦為「自動灌溉裝置」。

• 環保智能教室設計，融入STEM活動。參加第二十三屆常
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博覽，探究作品主題為「科小智能
教室」。

• 出版校本電子環保刊物: 綠色校園創刊號

• 蝴蝶與生命教育:讓學生飼養蝴蝶體驗生命非必然，進而
愛護大自然。並參與「我是KOL」短片拍攝比賽。

• 單車發電系統: 體驗發電單車的樂趣及明白發電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並養成珍惜用電的態度。

• 收集家裏的環保物料創作，並參加元朗區青少年節2021
青年創意設計比賽暨作品展參賽作品是「花車巡遊」、「
智能生態度假屋」及「衣物大變身」。

創新方式推行環境教育總表
環保計畫與表現



附錄C

環保計畫與表現

班內推行環保
活動的最佳助手!

校內推行環保
活動的最佳助手!

Appendix_C_Environmental_Activities_for_Students_(Pri_Sec)_Excel_Template.xlsx


1.本年度學校舉辦之環保活動能促進我認識健康環保生活的重要。
學生及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達分別86%及88%!

2.本年度環保舉辦之環保活動能提升我環保的知識及掌握更多保護環境的方法。

學生及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達96%及92%!

環保計畫與表現

3.本年度學校舉辦之環保活動能促進我認識健康環保生活的重要。

學生、教師、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達99%!

4.本年度環保舉辦之環保活動能提升我環保的知識及掌握更多保護環境的方法。

學生、教師、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達99%!

5.對環保相關之行為、態度、知識等認識及運用。

學生、教師、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達99%!

學校的環境教育成效顯著!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學校
 青衣商會幼稚園
 佛教慈光幼稚園
 黃朱惠芬幼稚園

 天樂幼稚園
 樂思幼稚園
 石籬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夥伴協力合作 其他學校

與其他學校共同
實踐綠色生活!



附錄D

夥伴協力合作

• 一人一花親子種植(全校)
• 舊校服回收及發放(收發約100件)
• 舊書本回收及發放(收發約60本)

鼓勵學生及其家庭成員
實踐綠色生活!

家長



 校園開放日向公眾人士介紹學校的環保設備及成果。
• 向幼稚園參觀的親子介紹學校的環保設備及成果。
 向友校同工、不同參觀機構介紹學校的環保設備及成果。
 科創長者學苑及區內長者到校參與有機種植及環保酵素製作。
 畢業典禮中的校務報告中向嘉賓、家長及學生分享本校環境教育。

• 與綠色力量合辦親子觀鳥活動(因疫情取消)

• 元朗區優質教育展

夥伴協力合作 社區人士

善用學校資源推廣
綠色生活至社區!



 請校車、午膳供應商、影印機……等的招標文件，列明環
保成就，提交環保項目文件，並以之作為評分的項目。

 要求午膳供應商提交為學校提供的食物容器之環保物料證
明，為學校提供的餐具之環保物料證明，處理廚餘及可再
造物料的方案等資料。在來年的標書中均會加入環保署的
指引方可參與投標。

 要求影印機投標商提供環保項目資料。

夥伴協力合作

服務/產品供應商

要求服務/產品供應商
一同愛護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