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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保教育背景

家長認同綠化環境重要性及認識綠化意識需從
小培養

因此本園以此作為學校關注項目之一，並於課
程上作出轉變及推行一連串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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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環保政策

環境建設

環境管理

環境教育

環保活動—家長參與



環境管理—進行環保課程計劃會議

家長教師會進行會議，讓學校透過家長教師會
把學校的環保政策及活動發放給所有家長，並
讓家長協助學校推動環保教育。

主任及各級組長商討如何把環保融入課程中

成立家長教師會



環境管理—環保計劃會議後，落實
推行全年環保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持續進行綠化校園活動 • 在洗手間及校園內種植植物，綠化校園
• 於校外小園圃進行種植，各級幼兒一同負責照顧植

物，讓幼兒認識不同種類的植物，並建立幼兒的責
任感

建立環保校園 • 全人參與：減少使用紙巾，利用手巾代替
• 全體教職員使用環保紙及雙面打印
• 進行課室佈置及美藝創作活動時，多採用環保廢棄

物進行，以達致珍惜資源
• 於超市及便利店回收層架，於校內重用

環保元素設入課程 • 教師鼓勵及教導幼兒以環保物料進行美藝創作，並
利用環保物料製作成環保樂器及教材等，供幼兒於
課堂中使用

校園節能 • 離開課室或到活動室上課時，老師會把不使用的電
器如燈、冷氣及電腦關掉並向幼兒傳達節約用電信
息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小園丁計劃 • 透過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及幼兒了解植物的結
構、生長過程、種植及照顧方法等

• 讓幼兒及家長在校收割有機蔬菜，進行健康食譜
設計比賽，再與幼兒分享，宣揚種植、綠色生活
及健康飲食的信息

綠化生活口號創作比賽 • 讓幼兒透過口號創作，構思及表達綠化生活的方
法

教師培訓 • 為加強教師對校內及課室水耕機運作及水耕植物
的了解，邀請專業導師到校進行教師培訓

水耕種植活動 • 讓幼兒學習水耕技巧，並比較及觀察泥種和水耕
方法的不同

• 舉辦親子綠色餐單設計比賽，了解食物的營養及
飲食均衡對健康的重要性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無冷氣夜 • 共同參與環保觸覺舉辦的「無冷氣夜」，提高家長與幼
兒對全球暖化的關注及節能意識。在校亦會張貼海報，
向幼兒傳遞環保信息﹔高班幼兒更會完成回饋工作紙

開放日 • 以正向教育為主題，在校園佈置利用環保物料設計活動，
以宣揚環保及正向教育的訊息

魚菜共生生態循環裝置 • 製作魚菜共生裝置，一種可持續、循環型、零排放的低
碳生產模式，實踐低碳校園

一人一花計劃 • 藉著植物種植及回饋工作紙，向幼兒推廣綠化及關愛地
球的意識、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及對環保的認識，並
鼓勵家長及幼兒製作環保花盆種植，於校內展示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校園齊惜福計劃》
講座：對待食物對與錯
講座：讓廚餘重生
電動廚餘堆肥機工作坊

• 藉此講座，讓幼兒知道有關飲食的喜好、食物來源和
廚餘的基本知識，並明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食物

• 了解廚餘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及香港現時的處理方法
• 體驗電動廚餘堆肥機的運作及應用

有機種植班 • 介紹如何播種培苗、堆肥、日常管理植物和收割等
• 家長亦會定期與幼兒一同澆水、灌溉
• 幼兒需記錄植物生長的過程，並感受食物得來不易，

從而學會珍惜食物

回收利是封「三部曲」活動 • 於新年前，請家長把多出的利是封帶回校，實踐資
源共享。再於新年後，於校內回收利是封，把部分
回收得來的利是封用於美藝創作活動﹔部分則交到
社區機構回收及重用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玩具回收 • 配合幼兒班主題「玩具大作戰」，讓幼兒收集家中的「棄置」
玩具，帶回校與其他幼兒分享，並在活動後，把玩具捐贈到
社區玩具圖書館，讓玩具「重生」，使更多兒童受惠

惜水學堂 • 配合主題「達達河」，利用惜水學堂的故事及不同活動，讓
高班幼兒認識水的用途，珍惜水的用處及方法

「綠在葵青-綠惜校園計劃」 • 低班幼兒參與「綠惜活動」：香港走塑及「塑」禮盒工作坊，
讓幼兒明白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的重要性

高班參觀綠化資源中心 • 配合主題「種植小專家」，讓幼兒了解和體驗綠化和環保的
重要

參觀社區廚房 • 讓幼兒了解如何善用廚餘及剩食
• 幼兒於參觀後，與同學分享及討論感受，並共同構想如何減

少廚餘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送有機菜予社區 • 持續把自家種植的菜送到社區，把關愛及環保訊息傳給區
內人士

「世界地球日2020」50周年 • 於學校Facebook及通告發放有關減碳的方法及資訊，讓
家長透過網上的低碳生活計算機，計算及減低家庭的碳排
放量，與幼兒共同承擔保護地球的責任，實踐低碳生活。

環保小天使 • 請高班幼兒成為環保小天使，輪流在早上及中午澆灌校門
的植物

地球一小時2021 • 共同參與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在指
定的時間關掉電燈及耗電產品一小時，讓家長、學生及教
職員思考如何改變生活方式，以減少對環境造成影響

舊校服回收 • 回收舊生的校服，讓幼兒在校內需要更換校服時替換

世界綠色組織—「惜紙行動」 • 於校內呼籲教職員響應減少使用業內及生活上非必要的紙
製產品



環境管理—培訓篇
為推行環保教育及活動，必須讓教師更了解環境保育知識，
及如何更有效運用資源。因此，本年度本園為教師提供一系
列相關培訓。



環境管理—培訓篇
水耕種植培訓—本園添置了水耕機，教師正在了解
水耕的原理及水耕與土耕的分別。水耕機種植能減
少耗水量，而且，以營養液代替化肥，不會造成土
壤重金屬污染問題。



環境管理—培訓篇
教師於新年學習種植知識



環境管理—空氣質素
 為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每個課室都會開抽氣扇，亦新增設了

銀離子消毒空氣淨化機。

 室內種植了不少植物，以改善空氣質素。

家長義工組成的
綠化小組



環境管理—家長對環保活動的參與性



在校園內所有電掣開關、洗手間貼上告示，加
強提醒校內教職員、學生、家長或到校人士節
省用水及用電。

環境管理—節約能源
善用環保標籤及指引

除了安裝節流器，亦透過幼
兒設計的視覺提示，提醒師
生及訪校人士珍惜用水。
教師帶幼兒到洗手間時，亦
會進一步口頭提示幼兒珍惜
用水的態度。



環保管理—節約能源
校車管理
校車內張貼節約能源提示，提醒司機停車熄匙。
本校校車使用歐盟六期車輛，能有效減少排放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環境管理—廢物管理
本校善用廢棄物，重用日常收集到的廢棄物，以裝飾課室及佈置環境



環境管理—廢物管理



環境管理—廢物管理



利用廢棄紅酒箱、廢棄物及車輪等進行種植﹐又利用廢棄樹枝及紙箱等製成儲物櫃及校內環
境裝置

環境管理—廢物管理



環境管理—環保膳食
幼兒使用的餐盒、杯和餐具全部
為可再用的，而且午餐供應商亦
會使用可再用的器皿，而非即棄
物品。

本園參與幼營喜動校園計劃，提
倡給予幼兒健康飲食，當中不乏
綠色食譜。



環境管理—環保膳食

家長設計有營健康食譜，
以蔬菜為主要食材，配以
低鹽及糖的烹調方式，設
計出健康菜式。

於聖誕節時，家長亦設
計以蔬菜為主的綠色食
譜，並讓家長知道多吃
蔬菜，減少吃肉，能減

少碳排放量。



親子教育活動—種植紅蔥頭活動

活動背景：二十四節氣是中國為栽種、收割適合的作物而創的曆法。適

逢春夏天亦是適合學習種植的季節，本園因此進行了種植紅蔥頭活動

活動目的：1. 讓幼兒認識二十四節氣

2. 讓幼兒享受種植的樂趣

3. 培養幼兒關愛的態度及責任感

4. 讓幼兒知道植物生長所需

活動內容：1. 幼兒將紅蔥頭放進泥土裡種植

2. 幼兒照顧紅蔥頭，包括澆水及除雜草

3. 觀察植物生長的過程及變化

4. 收成，與幼兒討論及記錄把收成與誰分享

5. 實踐及進行小任務



種植紅蔥頭活動

幼兒在種植

紅蔥頭

有收成了，讓我們

一同收割種植成果



種植紅蔥頭活動
家長一同
參與



種植紅蔥頭活動

幼兒把蔥帶回家
與家人分享

推廣綠色
低碳飲食



種植紅蔥頭活動



種植紅蔥頭活動—鞏固



環保基礎建設—校園環保設施
太陽能推動魚植共生生態循環裝置
 此裝置主要希望讓幼兒認識魚植共生。植物需要氮、磷及鉀。魚

的糞中含氮，能夠為植物提供所需養份。

 其次，希望透過此裝置教育幼兒善用資源的訊息。整個裝置利用
發泡膠製作。發泡膠是人工合成的塑膠，難以天然分解。因此，
我們把平日儲存水果及外賣等的發泡膠盒再用，希望幼兒能善用
資源。

棄置回收 最初造型 雕刻工藝 酸鹼測試



環保基礎建設—校園環保設施
太陽能推動魚植共生生態循環裝置
幼兒亦能透過裝置認識及觀察水循環及水的動力。最後，裝置亦有淨
化水的功能。
把太陽能板加入魚植共生缸，以可再生能源推動整個系統循環水流，
能進一步節省用電。盼能透過設置此太陽能魚植共生缸，增加幼兒對
太陽能及水陸生態的認識，豐富幼兒的環保知識，並提升環保意識。

石山製作
及試水

酸鹼二測 太陽能測試 完成



環保基礎建設—校園環保設施
魚植共生生態循環裝置
魚植共生讓動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間
達到一種和諧共存、互利共生的生態平衡
關係，是一種可持續、循環型、零排放的
低碳生產模式。

叔叔自行裝嵌整個系統，
本園仍在努力研究太陽能
發儲電推動整個循環裝置



環保基礎建設—校園環保設施

除設置水耕機外，亦在課室設置小型水耕機。讓幼
兒學習土種以外的方法外，觀察植物的生長變化及
植物的特徵。同時利用水耕種植能減少灌溉排放的
肥料或積水污染環境。
當中，水耕機利用水循環的原理，變相減少用水量。



環境教育—課程篇
幼兒收集環保物料，進行美藝創作。



• 家長及教師收集廢棄物
• 教師利用收集得來的環保物料，如樽蓋、紙盒、紙皮及

鞋盒等製作教材，讓幼兒進行遊戲學習。

環境教育—課程篇



環境教育—課程篇
提高全校師生的環境教育意識，並鼓勵全校教職員、學生勇於實踐
綠色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把環保意識付諸實行，並養成樂於與人分
享的態度。教師把環保意識及元素融入不同主題當中，讓幼兒學習
節約能源、循環再用、珍惜食物等。

配合主題活動，幼兒承諾
珍惜水和電的資源。

幼兒透過惜水學
堂故事及不同活
動，認識水的用
途，珍惜水的用
處及方法。



環境教育—課程篇
低班幼兒於主題「派對之後」課堂認識不同可回收
物品後，一同搜集回收物進行重用再生，把課室多
出的回收物分類放入回收箱。



環境教育—課程篇

親身體驗植物不同階段的成長變化及從
幼苗到收成期的照顧方法。

幼兒參與不同類型種植活動，
學習綠化知識。



幼兒利用資訊科技搜集及查閱有關有機植物的生長資料
及其種植方法。

環境教育—課程篇

幼兒利用原有植物
的種子進行種植，
如薯仔、木瓜等



幼兒以風乾和醃漬方式保存食物，

學習保存食物的方法和處理種子的過程。

環境教育—課程篇



環境教育——課程篇
環保體能活動
利用棄置的車輪及廢棄物，進行體能活動及自由遊戲。



高班幼兒與非華語生於主題「拯救小海豚」，認識海洋生物及保育，並參
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加強幼兒對保育生態的意識。

環境教育—參觀環保保育機構



環境教育— 參與校園齊惜福
透過校園齊惜福計劃的支援，我們獲計劃的農夫教導家長及幼兒有機種植
的知識、植物的特性及廚餘機的應用。同時，讓幼兒培養珍惜食物的態度。

家長與幼兒用心聽農夫講解，
並進行移苗的工作。



幼兒認識廚餘機的原理

環境教育— 參與校園齊惜福

幼兒認識廚餘的運作及原理
後，親自利用廚餘發酵而成
的肥料混合泥土進行施肥。



環境教育—水耕種植
幼兒從水耕機中觀察菜苗生長的變化。又品嚐親
手耕種、照顧、收割及烹調的蔬菜，特別美味!



環境教育—設立環保小天使及環保家長團

安排「環保小天使」於每星期單數日，與家長負責園藝保
養，為園內所有園圃的植物灌溉。幼兒在這期間學習到一
些園藝種植的知識，亦學懂保護和欣賞美麗的花草樹木、
加強親子關係及種植的知識。



環境教育—新年教育活動
新年環保三部曲 「回收．共享．重用」：幼兒把家中多出的利
是封帶回校，實行資源共享，讓有需要的家長可以取回家包利是



環境教育—新年元宵教育活動

本園的元宵活動佈置及遊戲皆以環保
物料，如紙皮、用過的利是封及報紙
等製作，貫徹善用資料的理念，並籍
此機會向家長宣揚環保信息。



• 收集幼兒家中被遺棄的玩具，教師帶領家長和幼兒把它們送
到社區玩具銀行

環境教育—捐贈玩具到社區玩具銀行



環境教育—參與不同節能活動
無冷氣夜 地球一小時惜紙行動



環境教育—製作環保樂器
教師收集農莊倒塌下來的樹枝回校，製作裝置藝術、環保樂器、植物標籤
及表演道具等。



環保活動—拍攝活動
本園參與拍攝電視節目「香港原味道」，向農夫學習種植、收割及如何
製作有機薯仔片，一同與香港市民分享綠色生活知識。



環保活動—綠化生活口號創作比賽



環保活動—一人一花
一如以往，本園參與康文署及賽馬會舉辦的一人一花活動，
並請家長自行利用環保物料製作花盤，種植「洋鳳仙」，並
展示幼兒種植的成果及小冊子。

為期八週的每週觀察記錄表



環保活動—本園開放日
本園開放日以環保為主題，希望透過教師的介紹、學校環境內的佈置及
遊戲，讓參觀人士認識我們學校，同時知道環保的重要性







環保活動—環保學術交流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寶血幼稚園(深水埗)及德貞幼稚園分別到本園進
行環保學術交流，並宣揚環保教育及有機種植法。



環保活動—區內路演
Go Green Take Action

義工家長及教師耐心地把「綠活人
生」的信息傳予區內人士

活動當日，我們把幼兒
自家種植的植物沖水，
製成檸檬羅勒、檸檬薄
荷給區內人士品嚐



98%受訪本區人士認同綠色生活的重要性，願
意認識更多綠色生活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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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同綠色生活的重要嗎?

認同 不認同

環保活動—區內路演
Go Green Take Action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區內人士對環
保的看法，並推廣環保教育。



環保活動—送菜予區內有需要人士
 本園不但把收回來的菜自行烹調與同學分享，同時學校亦把種

來的菜送給區內有需要人士，把關愛傳出去，更把水耕種植知
識及環保意識宣揚出去。



環保活動—送菜到區外「惜食堂」

幼兒把自家種植的菜送到區外
「惜食堂」，把關愛傳到區外



環保活動— 「花轆Look嘉年華」

我們參與由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舉辦的「花轆Look嘉年華」輪椅花車
巡遊，以「Go Green」輪椅花車巡遊，構建一個傷健共融的社會，讓
公眾及殘疾人士同樣可認識及感受綠色環保生活，體驗農耕及健康生活
的樂趣，協力締造和諧家庭、傷健同心、長幼共融及互相關愛的社會，
同時藉以把環保信息推展到區外人士。



環保活動— 「花轆Look嘉年華」

最受歡迎大獎!



環保活動—社區分享環保資訊
綠活人生
本園參與保良局慈善盆菜宴活動，亦不忘宣傳環保訊息，透過展板、環保花
樽、植物及小椅子向區外人士宣揚環保。
家長齊心協力利用膠樽及廢棄物製作環保花樽及裝飾攤位。



環保活動—社區分享環保資訊
綠活人生
老師向區外人士宣揚綠化種植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