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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節能減碳策略：
有效牽動學生丶家長、教職員工及社區參與節能環
保活動，當中強調四條主軸：
1.改變教職員生--校園生活行為模式、
2.校園採用節能技術及未來展望、
3.家校合作共節能的行動方案、
4.中小學跨校節能環保課程

(成功經驗實踐及未來社區推廣)。



1.改變教職員生--校園生活
行為模式、

我們作為綠色學校……
訂定學校環境政策及約章

可持續發展節能教育模式，足供
其他學校採用。每學年初簽署減
廢節能約章 (全校師生、家長及職
工)



(2013-2015)同學們和家長簽署了1334份減廢約
章，讓我們再接再厲！

支持可持續發展，響應源頭減廢、節
約能源、惜食回收等行動，
共同創造「咪嘥嘢校園」



學校成為首批支持及簽署環境局《節能約章》的學
校，直至目前。2016/17年度同學們和家長又簽署了
最新共1586份的節能約章。

支持可持續發展：節約能源、源頭減廢、
惜食回收等行動，共同創造「咪嘥嘢校園」



同學們再簽署「節能約章」，潛移默化，
反思生活習慣，節能是要養成長久持續性
的模式！



家長也來簽署支持「節能約章」！佛梁追求持久而具實

效的「家校合作共節能」的行動模式。



學校環境政策(包括節能措施)諮詢了不同持分者：包
括家教會、學生會及同學意見，並利問卷調查方式
收集對政策及措施的修訂建議。A2



我們的承諾：
學校環境政策(包括節能措施)

1.在學校內倡導環保意識，鼓勵在各個層面實踐保育環境。

2.喚起學生對環境的關注，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工作。

3.努力促成校方各項活動能對環境的損害減至最少，並盡力節能減碳，
推動碳審計，為每班同學設定環保課室守則，力求「家校合作共節
能」，貫徹同一理念，營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4.校內盡量減少製造任何形式的廢物和污染物。

5.採取節約能源的方式，定立目標，逐漸減少使用無法再生的能源。

6.根據合理的環保節能取向及原理開發、設計、建造四周的園景。

7.挑選及使用對環境損害最少的物料、用品及使用過程。

8.鼓勵學校進行環保採購：採用由可再生物料製成的文儀物品及服務。

9.藉課程統整及科組活動，在校內喚起節能減廢意識和保育行為。



我們的願景：學校環境管理(包括節能)措施

10.本校每一學年進行之環保教育活動，本校全體師生、教職員及工友等均積極參
與。

11.能持續實行全校性廢物回收，循環再造；除廢紙、鋁罐及膠樽外，亦會回收影
印機之炭粉盒。

12.能善用資源、減少廢物。除非必要，所有紙張應雙面使用。盡量減少即棄用
品。推廣電器不使用時關機，減少休眠時長久耗電。

13.能節省用水，用電。洗手後別忘關上水龍頭。最後離開課室或工作地點前，能
自動自覺地關掉冷氣及照明系統。課室冷氣應於年中指定時間方可使用。

14.同學能自動自覺地保持校園、課室整潔。

15.維持及擴展目前校園綠化政策，並在可能範圍內將綠化擴展至室內。

16.各科組所採購之文儀用品，在可能的情況下購置貼有環保標籤的產品

17.各科組參與舉辦的環保節能活動比賽、教學課程應將節能內容列於進度表上。

18.強化環保班長角色。訓練學生環保大使團隊，使同學能積極協助學校推展環保
節能活動。



學校已安裝節能裝置
環境運動委員會
及香港環保及自然基金
資助本校合共$225,955.
更換全校走廊及課室光管，
換上T5節能光管，減少能源損耗。
未來兩年將致力更換全校空調冷氣，採用具一級節能標
籤的冷氣機。目標三年內全校安装EMS能源管理系統、班
房及公共空間裝置遙感器、申請智能電錶，令節能效果
逐步提升。

2.採納的節能科技和作業模式的創意性、創新性
和實用性。





過往（2012年7月-2016年10月）期間，在
節約能源方面有持續表現。總體用電節省
狀況：
2013/14年度比2012/13年度減少27645kWh(0.53%)
2014/15年度比2013/14年度減少49017kWh(9.97%)

Electric
ity 
Consu
mption
( in 
kWh)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年度用
量

變化

2012 52710 36881

2012-2013 56824 58773 43984 38952 28839 32408 33275 32263 43551 57463 49160 43762 519254

2013-2014 49701 60162 43507 37118 27257 25885 32073 35480 38533 56712 40961 44220 491609 -27645 -0.53%

2014-2015 48356 54743 38397 29955 26545 27042 20786 29676 43996 48402 39476 35218 442592 -49017 -9.97%

2015-2016 43349 45031 43537 40230 22251 25016 24993 24422 43518 50424 50591 33594 446956 4364 0.99%

2016-2017 42875 47485



3.利用學校電子平台eClass app向家長
發放節能資訊及學校活動，家校攜手共
節能行動。



學校環保管理團隊
行政架構：
校方學生事務委員會下設立「健康及環境教育組」及「課外活動組」、學生環保大
使、環保及活動班長，聯合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工作。

名譽總監：趙淑媚校長

顧問團：(學校綠色經理、課外活動主任、環教組副主任、環保學會總導師) 
甯志剛老師

(學校綠色副經理、環保學會導師)   何穎雅老師、譚迪芝老師

幹事會：學生幹事合共37人。會長為高級學生環保大使。
高級學生環保大使3人、中級學生環保大使22人及初級學生環保大使12人組成。
每學年由導師提名或同學自薦擔任。去年度幹事如申請留任有優先權。



環保及活動班長團隊
(學生環保大使)
(1995-2017)



每班「環保班長」，負責在轉堂、午膳及放學後檢查
班房情況，節能措施有否執行。
同時，「學生環保大使」會每星期五巡查校舍各班
房，秤出每班垃圾量，選出每級「節能減廢效益最
好」的一班，頒發「咪嘥嘢節能減廢我至叻班別」獎
項。執行較差的班別，則會列入監察名單及公佈。



營造節能減碳的環境氛圍及條件，潛移默化。
設立學校環保資訊角，以展板形式將節能減碳點子
及資訊發放予同學。地下有蓋操場有廢物分類回
收資源角。班房有環保三色箱。活動海報展板、
環保專題展板等。



節能減碳環境角展板及環保資訊：全面教育
同學的行動模式



學校環保校園內：宣傳海報
全校各層柱位皆有節能減碳小貼士



環保管理：鼓勵師生員工奉行「自律節能」的壁畫海報



《環保工作間指引》





環保管理：鼓勵師生員工奉行「自律節能」

學校定期檢討各項節能減碳的措施。校內推行「環境資
源管理計劃」。定期記錄各項數據及節能指示。



環保管理：鼓勵師生員工奉行「自律節能」



學校有完整環保管理檢討流程
校方學生事務委員會下設立「健康及環境教育組」將定時由內聯網E-Class發放各
項環境政策措施推行的現況，收集同事及學生環保大使的意見，必要時再修訂推
行方法。例如統計各班垃圾量的結果，留意班房耗電情況，及早向有問題的班別
加以警示及留意，期望效果更好。學校成員也支持此渠道及方法。



學校綠化環境工作：利用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策劃前門迴廊園圃及後花園
綠化區，開放日予社區人士及小學生參觀及嘗試栽種。使用天然光線、營
造明亮空間，減少裝置更多燈具來照明。達節能減碳效果，康文署指本校
綠建覆蓋率為同區前列。



學校試行採用所有能促成節能減碳的電器、日用品：
例如節能電器、環保清潔劑、環保紙品(BLC)，行動上
節能：
漢源行提供天然、環保、安全、健康。LAMARIN之礦物元素配方榮獲W.H.O.聯合國
世界公共衛生聯盟第九屆國際大會指定選用暨專題發表產品，更通過國際標準之環
保認証。
主要成分：生機活體礦物元素、大洋海域礦物元素、精純天然植物精油提煉純液、
檸檬精煉萃取之衍生原料等食品級的精華組合成份，Eukalyptus Extrakt、
Latschenkiefer Extrakt等。



透過課程、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活動、
週會及班主任堂，以至課外活動，教育同
學要身體力行，節能減碳。



學校環保教育規劃及節能活動選擇
「健康及環境教育組」聯同學生環保大使團隊，將就每年香港環境運動委員會的
主題，例如「惜物減廢回收大行動」、「區區咪嘥嘢運動」，再配合校情，加上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社區外展計劃、港燈「智惜用電計劃」等，統一在年度初九至
十月作全年活動規劃。當中涉及幾個活動必會參與：地球一小時、422地球日、無
冷氣日等。



主題活動：節能減碳—
地球一分鐘展覽會及分享會



主題活動：
可持續發展：節能與保育講座



主題活動：節能減廢循環用--時裝設計及
環保常識大比拼(中、小學社區聯校環保活動)



地球一小時，
你我做得到。

http://www.wwf.org.hk/



校外合作夥伴：WWF(HK)
本校傑出校友：黃碧茵(下圖左一)—
現任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企業總監



推動節能減碳校園，由
地球一小時開始……





環保活動：

全城無冷氣夜
全校同學響應環保觸覺

當晚7:00PM到翌日7:00AM

關掉家中冷氣機

去年的無冷氣夜，根據報名人次，

有超過7萬5千個家庭參加此活動，

當晚減少排放420公噸二氧化碳。

今年更進一步，以10萬住戶及各大學宿生參與為目標，

我們估計當晚可減少排放560噸二氧化碳。



參加基督教少年軍主辦綠色革命
運動，初中級全體支持……



環保活動：
地球之友主辦「惜飲惜食行動：世界糧食日」
本校則主辦
校園零廚餘、食得唔好嘥行動

珍惜食物是美德，也是愛護地球的
重要行動。趁著每年的「世界糧食日」，
全港學校一起響應「惜飲惜食」行動，
一起關注食物浪費問題，建立惜食態度。

去年就獲二百間中小學響應參與。
現時全港每天棄掉超過9,000公噸
都市固體廢物，當中以食物殘渣佔最多，
佔總棄置量的36%，加快堆填區爆滿。
但在另一邊廂，全港卻有120萬人生活
在貧窮線下，未能溫飽。



4.首創將環保節能減碳救地球等訊息融入
英語課程內，教導小學生成為綠色先鋒。



本校連續性四年(2013-2017)獲新界校長會及教
育局頒發今日公益計劃：全港性社會服務大
獎。

表揚學校致力推動社區教育計劃，評審團對傑
生團隊，將環保訊息融入小學英語課程，給
予高度評價。頒獎典禮上更由本校同學們分
享跨校英語環保節能課程及服務心得。將模
式向全港中學介紹。





本校在學界環保比賽
成績傑出----
18名同學成為香港傑
出環保大使。



學生傑出環保大使獎—全港冠軍2014



連續三年港燈公司頒發最高級別之
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2015,2016,2017年度」



第十三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咪嘥野校園減廢校園
—全港中學季軍











校外合作夥伴：屯門青年協會及各大環保團體，協
助培訓-----碳審計大使及學生環保大使

未來節約能源的目標及實踐計劃。



凡事皆可能，節能減碳，我做得到！



多謝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