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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環保教育活動總結(2013-2015) 

日期 
持續性/ 

單一活動 
活動名稱及地點 

參加

人數 
備註(例：進度或任何獎項) 

9-13/9/2013 單一活動 訂購水樽活動 全校 為了推動環保教育，減少製造塑膠垃圾，本校繼

續資助全校學生訂購水樽，鼓勵學生養成自備水

樽的習慣。 

16/9/2013 單一活動/ 

持續性活動 

「環保約章」簽署 全校 鼓勵學生簽署及遵守「環保約章」，一同建設環

保校園。 

30/9/2013 單一活動 無冷氣日 全校 響應「環保觸角」之活動，本校已簽署成為「無

冷氣日」之參與學校，鼓勵教師及學生於當天關

掉課室的冷氣，師生亦會於 30/9 晚上 7:00 至翌

日早上 7:00關掉冷氣，以支持環保。 

16/9/2013 單一活動 中秋零廚餘活動 全校 響應「綠色力量」之活動，本組於早講宣傳，鼓

勵學生於中秋節減少製造垃圾和廚餘。 

12/10/2013 單一活動 參觀環保園及仁愛

堂環保園塑膠資源

再生中心 

20 學生透過參觀活動提高對固體廢物處理的認

識，學習減少產生廢物，了解分類回收的工作、

現況、發展及困境。 

19/10/2013 單一活動 登『綠』長洲教育活

動 

40 本校參與由環保協進會有限公司主辦的「登『綠』

長洲」教育活動，帶領學生遊覽長洲，讓學生了

解長州的生態環境及文化，明白愛惜大自然的重

要性。 

29/10/2013 單一活動 第十一屆綠色學校

獎特刊 

全港 本校於明報刊登特刊，向各界宣揚本校環保教育

之實踐。 

10/2013- 

5/2014 

單一活動/ 

持續性活動 

環保大使計劃 15 本年度共有 15 位學生參與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的環保大使計劃，透過參觀和實習認識環保生活

的好處，並向公眾推廣。 

10/2013- 

5/2014 

單一活動/ 

持續性活動 

郭中愛心送贈有機

菜計劃 

15 環保先鋒學生把學校種植的有機菜送贈天水圍

區之基層街坊，為他們送上祝福，並把有機生活

的概念帶往社區。 

20/11/2013 單一活動 綠色旅行早講宣傳 全校 提醒學生在旅行過程中學習減廢及保持地方清

潔。 

21/11/2013 單一活動 學校旅行日 全校 透過戶外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知識及生活技

能，並且凝聚學生對班的歸屬感。 

25-29/11/ 

2013 

單一活動 環保周 全校 提高學生注重環保意識和鼓勵他們培養珍惜資

源的習慣，灌輸學生保護環境的公德心，傳遞愛

護環境的訊息。 



2 

 

日期 
持續性/ 

單一活動 
活動名稱及地點 

參加

人數 
備註(例：進度或任何獎項) 

25/11/2013 單一活動 環保週開幕禮 

1. 環保週開幕儀式 – 

環保早講： 

環保生活由我做起 

2. 簡介環保周活動內

容 

3. 午飯熄燈活動 

全校 透過不同的環保活動，加強學生對環境保護意

識。在當天午膳舉行關燈活動，鼓勵學生節約

能源，多用自然採光。 

26/11/2013 單一活動 節能日  

1. 無冷氣日 

全校 讓學生認識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27/11/2013 單一活動 低碳日 

1. 環保早講：發泡膠

之禍害 

2. 環保點唱活動 

全校 向學生講解聚苯乙烯(發泡膠)產品無法被自然

分解，焚燒處理會放出有毒氣體，對環境造成

一定的禍害，教導學生減少使用外賣飯盒。學

校準備二十首有關保護環境的歌曲，由學生點

唱給老師及同學，藉歌曲寄意。 

28-29/11/ 

2013 

單一活動 環保嘉年華 

1. 午膳時段:： 

環保攤位遊戲 

環保 DIY工作坊 

a. DIY 潤唇膏 

b. 有機洛神花果醬及

洛神花茶製作示範 

c. 再造紙及書籤工作

坊 

d. 我對地球的承諾 

全校 透過參與環保 DIY工作坊，體驗手工製作潤唇

膏、有機洛神花果醬及再造紙的樂趣，讓學生

了解有機生活的好處，從而對地球作出承諾，

愛惜資源。 

13/12/2013 單一活動 后海灣規劃師 30 本校參加世界自然基金會「淡水及濕地中學教

育項目」，帶領學生到米埔自然保護區考察，

探討濕地土地用途的轉變和衝突，讓學生了解

香港土地規劃與其機制的重要性。  

16/12/2013 單一活動 環保教育檢討問卷 全校 收集教師和學生對學校推行環保教育之意見。 

16/12/2013 單一活動 環保早講 全校 本校已參與由「環保觸角」舉辦之綠色聖誕學

校，參加學校需要在聖誕聯歡會符合以下最少

兩項，包括： 

1. 交換禮物不用花紙包裝； 

2. 準確預備食物份量，避免浪費； 

3. 大部分學生須自備餐具，減少使用即棄餐

具、減少及重用佈置學校及課室的聖誕裝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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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持續性/ 

單一活動 
活動名稱及地點 參加人數 備註(例：進度或任何獎項) 

21-1-2014 單一活動 環保教育德育課 全校 中一廚餘回收 

中二低碳生活 

中三有機耕作 

中四全球暖化 

中五、中六發展與保育 

8-4-2014 單一活動 可持續發展互動話

劇 

中三至中

五 

學生透過互動話劇了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性。 

12-4-2014 單一活動 環保達人訓練日營 20 讓學生透過參與原野活動，提高對保護環境

之意識 

26-30/6 

-2014 

單一活動 台灣生態環保交流

團 2014 

36 了解台灣的環保政策及實施情況。 

16-9-2014 單一活動/ 

持續性活動 

環保約章簽署 全校 --學校環保政策早講、環保約章簽署 

--提示學生自備水樽  

--中秋零廚餘宣傳 

30-9-2014 單一活動 無冷氣日 全校 本校已參加有關活動，請教師於當天開啟風

扇以取代冷氣，本組會配合宣傳以加強學生

之節能意識。 

11-10-2014 

 

單一活動 校園減廢工作坊 10 當天共有 10位環保先鋒學生參與培訓。 

13-10-2014 單一活動 校園節能講座 200 當天安排了中一至中三學生參與。 

19-10-2014 單一活動 長幼共融義工服務 4 本校共有 4位學生與長者義工協作，向公眾

推廣環保訊息。 

24-28/11/20

14 

單一活動 環保周 全校 活動包括關燈午飯、「咪浪費」大行動、節

能日、環保嘉年華、環保競技活動，以提升

學生之環保意識。 

12-2014 單一活動 綠色旅行早講 

綠色聖誕早講 

全校 本組將於早會宣傳，請班主任鼓勵學生自備

餐具、購買食物時多考慮份量及減少製造廢

物。 

1-2015 單一活動 環保檢討問卷 全校 收集學生及教師對學校環保活動之意見，並

了解實踐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