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環保校園政策 

 

理念 

配合辦學團體嗇色園「嗇色園•打造環保廟宇•共建綠色機構」的目標，致力把學校

建設為綠色機構，制定環保政策，讓每個持份者，包括校董會、管理層、全體教職員、

學生、家長攜手合作，採取各種善用資源的措施，避免浪費，並將環保訊息融入生活

中，推廣環保教育。 

 

目的 

1.環境教育是一項可持續發展教育，培養學生對環境的責任承擔。 

3.教導師生自覺和有智慧地去管理地球資源、實踐環保行動，培養師生的環保意識，

讓師生認識香港以至全球的環境問題及環保工作。 

4.以環保 4R原則(Reduce減少使用、Reuse重覆使用、Recycle循環再造、Replace

替代使用)作為綱領，透過身體力行，加強師生的環保意識，在校園實踐綠色生活。 

5.每年訂立主題，讓學生實踐環保低碳生活。 

6.校方致力提供寧靜舒適、整潔衛生、設備整全的校舍，優美綠化的校舍，使學生有

理想的學習地方。 

  

原則： 

1.建立環環緊扣的環保管理架構，由校董會成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組成綠色學校

發展小組，領導及監察學校環保政策和教育的實施及發展情況，定期向校董會報告。 

校董會因應學校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協助學校發展綠色項目； 

2.家長教師會成立綠色小組，協助推展各項環保活動，並向家長傳遞環保訊息； 

3.教師組成環境管理團體，推行環保政策及綠色教育活動； 

4.提高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的環保意識，讓學校成為綠色教育及環境管理的榜樣； 

5.努力建設一個綠色的校園，使師生能在愜意的環境之中學習； 

6. 恪守所有現行的環保法例、標準和規則； 

7. 學校所有活動必須避免污染環境，或盡可能減少及控制污染，並要求承辦商奉行同

樣的環保措施； 

8. 力求善用能源及其他天然資源； 

9. 定期檢討管理模式，務求適應校園內外情況的轉變。 

 



政策 

1)環境建設：包括綠化校園、保持校園整潔、學校環境建設 

2)環境管理：包括環境政策、環境管理架構、環境教育及培訓、環保資訊發放 

3)環境教育：常規及非常規課程 

4)環保活動：包括在校內舉行的環保活動及參加社區所舉行的環保活動 

 

 

計劃 

1)綠化校園 

1.善用校園每一角落，廣種植物，美化校舍，為學生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2.舉行種植活動，鼓勵學生接觸大自然，從而闡明植物對生態系統和全球氣候的重要

性。 

3.舉辦「一人一花」及水耕等活動，鼓勵更多學生參與綠化工作，從而培養愛護生物、

保護環境的態度。 

4.邀請家長參與親子有機種植活動，培養家長及學生珍惜食物的態度。 

5.於校園內種植驅蚊香草，減少蚊患。 

 

2)保持校園整潔 

保持室內地方（如課室、特別室、辦公室、洗手間）及室外地方的乾淨清潔，讓師生

感受到良好環境的重要，從而懂得尊重自然、尊重環境，以培養師生對環境的責任感，

在校外生活也保持整潔，且能作出欣賞和愛護大自然的行為。 

 

3)學校環境建設 

設置環保資報告板，展示校內和校外環保活動最新消息和環保資訊。 

 

4)環境政策 

透過政策的制訂，致力確保以有效率和符合環保的方式進行內部管理，並就各政策進

行檢討，以制定新的環保措施，並積極推動各持分者參與各項環保工作或活動。 

 

5)環境管理架構 

成立環境教育規劃小組，推動及協調各科組開展各項環境教育的工作。 

 

6)環境管理措施 



(一) 減少使用：包括紙張、能源、水源 

(二) 廢物利用：主要是紙張，在視覺藝術課時鼓勵採用環保物料進行創作 

(三) 回收再用、循環再用：包括紙張、鋁罐、膠樽、文件夾和其他文具 

(四) 代用選擇：善用廚餘作有機肥料 

(五) 確保室內溫度及空氣質素 

(六) 妥當處理垃圾 

 

 

7)環境教育及培訓 

於正規和非正規課程滲入環保訊息，並為教職員、學生及家長舉辦不同的培訓計劃。 

 

8)環保資訊的發放 

於校園內設立環保報告板，並於學校網頁內將環保訊息、活動、成就以及其他資訊，

向公眾發放。 

 

9)推行有成效的環境教育 

本校環境教育旨在提高全校師生的環境教育意識，並盡量鼓勵全校教職員、學生勇於

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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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會

着重家長教育，舉行親子環保活動，並成立綠色家長義工隊，推動環保教育活動。 

 

10)環保活動 

為使活動更有效地舉辦，環境教育規劃小組協助計劃、組織及評估環保活動；並經常

會與綠色團體、社區組織及政府部門為各持分者以至社區人士，協辦各種多元化的校

內和校外環保活動。另外，環保大使也會協助舉辦各環保活動，以給予他們另一種的

體驗及學習模式。 

 

 

環保指引 

 

(一)學生環保指引 

A.減少廢物 

1. 將無用的單面紙放進課室的再用紙回收箱內循環使用(例如：剩餘通告、工作紙

等) ； 



2. 將無法循環使用的廢紙放進廢紙回收箱，由課室環保小先鋒收集並定期放進操場之

廢紙回收桶內； 

3. 佈置課室時應考慮廢物利用或循環再用，避免浪費金錢及產生更多廢物； 

4. 於派報紙日，學生即日將報紙帶回家中，避免於課室內積聚大量報紙； 

5. 使用手帕以代替紙巾； 

6. 使用環保袋； 

7. 自備水樽盛水； 

8. 善用各類回收箱， 例如： 

*再用紙回收箱：設置於課室、特別室內，回收可再用的單面紙； 

*廢紙回收箱：書本、刊物、通告等應除去釘裝、塑膠包裝後才放進回收箱內； 

*三色分類回收箱：設置於地下操場，收集鋁罐、膠樽及廢紙； 

9. 學生在校午膳必須自備食具和使用可再用餐具； 

10. 環保聖誕/新年/時令裝飾：妥善保存裝飾，留待來年再用，或利用廢物製作飾物； 

11. 聖誕/聯歡/旅行/聚餐：自備餐具、食物容器及水樽。 

 

B. 節約資源 

1. 根據室內溫度之結果，如：室溫為攝氏26度以上，才可開啟室內之空調； 

2. 開啟空調後，應關閉門窗及風扇，並把室溫維持在攝氏23度至25度，以減少浪費電

能； 

3. 如課室於隨後一節或以上無人使用，請老師關掉空調； 

4. 學生應善用課室的空調設備，不應隨意開關(只有老師才可開關空調) ； 

5. 學生應節省用紙，在許可的情況下，一紙雙面應用； 

6. 當課室長時間無人使用，如：放學時，應關掉所有電源； 

7. 發現課室水管或水龍頭損壞漏水，即通知保養維修組處理； 

8. 善用飲水器，每次只盛載需要的容量。 

 

(二)教職員環保指引 

A.減低用電量 

1. 空調設備 

a. 若辦公室的人員不多(例如：周六或正常辦公時間外)，應將部分空調關掉； 

b. 在空調設備開動時，關上門窗以減少外界空氣滲入； 

c. 有需要時使用百葉簾調節室溫； 

d. 在場地關閉的日子，應關掉空調，並視乎需要開動通風設備； 



e. 當場地使用人數不多時，應關掉部分空調設備； 

f. 場地使用完畢便立即關掉空調設備。 

 

2. 照明設備 

a. 若辦公室的人員不多(例如：周六或正常辦公時間外)，應將部分照明設備關掉； 

b. 在天然光線充足的工作間，應減少使用照明設備； 

c. 在午膳及非辦公時間應關掉非必要的照明裝置； 

d. 當場地使用人數不多時，應關掉部分照明設備； 

e. 場地使用完畢便立即關掉照明設備； 

f. 如非必要，不要使用室外照明設備。 

 

3. 電腦系統 

a. 按情況把電腦設定成休眠模式或備用模式； 

b. 在午膳、非辦公時間或離開工作地點時把顯示器關掉； 

c. 若不使用與電腦連接的打印機，便應將其總掣關掉； 

d. 每日按時將校內電腦系統關掉。 

 

4. 升降機 

a. 在上落一至兩層樓時使用樓梯，而非乘搭升降機； 

b. 升降機處於備用╱閒置模式時關掉裡面的照明設備及抽氣扇。 

 

(三)課室管理 

1. 如當天早上最高氣溫達26C
0
以上，才可開啟課室內之空調。  

2. 空調的温度調校至23C
0
-25C

0
，減少浪費電能。(可因應課室的個別情況由校方准許開

啟空調)  

3. 各班設立「節能大使」，如課室於隨後1節或以上無人使用，「節能大使」負責提

醒老師必須關掉空調。  

4. 只有老師才可開關空調，老師需提醒學生善用課室的空調設備，不應隨意開關。 

5. 學生離開課室時，「節能大使」負責關掉所有電源。(空調則由老師開關) 

6. 午膳時間關掉課室的光管，減少用電。 

7. 學生應節省用紙，在許可的情況下，一紙雙面用。  



8. 學生必須將廢紙投進課室裏的廢紙回收箱內。  

9. 各班須將廢紙回收箱放於課室內方便使用的位置，老師鼓勵學生將廢紙放進回收

箱。 

10. 廢紙由班中的「環保小先鋒」收集，並定期放進操場的廢紙回收箱中。  

11. 珍惜資源。除老師准許外，學生不可擅自取用粉筆。叮囑學生善用課室內的粉筆

及其他設施。  

12. 鼓勵學生於佈置班課室時廢物利用或循環再用，避免浪費金錢及產生更多廢物。  

13. 班主任或科任老師如發現課室的設備已損壞，必須立即填寫「課室維修記錄表」，

交給校舍維修及保養組跟進。 

14. 如課室因潮濕而致地面濕滑，教師需開啟空調抽乾水份，保持地板乾爽。 

 

(四)校園管理 

1. 致力綠化校園，讓學生在優美及健康的環境中學習。 

2. 定期檢查校舍及洗手間的衞生清潔，提示校工加強清潔，讓學生在潔淨的環境中成

長。 

3. 利用視覺策略和標語，鼓勵師生從日常生活中養成健康和環保的習慣。 

4. 定期巡視校園積水情況，減少蚊患。 

5. 定期安排專業公司到校檢查校園及教員室的飲水器，更換濾芯。 

6. 提醒學生應愛護校園，善用校園內的設施，例如長凳、飲水器、洗手液、花圃等。  

7. 提醒學生應善用各類回收箱，例如：  

* 廢紙回收箱：設置於課室、電腦室、特別室、教員室及校務處內，回收廢紙； 

* 三色分類回收箱：設置於有蓋操場，收集鋁罐、膠樽及廢紙； 

8. 校舍維修及保養組定期巡視校舍，如發現失修或損壞的校園設施，立即通知校工維

修。可以移動的物件立刻搬走，不能移動的物件或不平的路面則加上警告字眼並封

閉該範圍，以免傷及學生。 

9. 天雨期間，校工即時清理積水，及在濕滑的地方加上告示板，提醒學生、教職員及

其他進入校園人士小心地滑。 

10. 如操場或樓梯因天雨或潮濕天氣導致濕滑，訓育組會安排學生早上提早上課室，



小息/ 大息則留在課室，並於中央咪提示學生小心地滑。 

 

(五)教務工作 

1. 除特別用途的文件，所有文件包括工作備忘、試卷及評估卷、工作紙等採用雙面印

刷，減少用紙。  

2. 限定使用影印機，印製數量超過20張者必須使用油印機，減少浪費。  

3. 盡可能使用單面廢紙作校內文件往來，本組已在校務處及教員室設置單面廢紙收集

箱，方便所有學校成員使用。  

4. 所有電腦打印機盡量使用能補充碳粉/墨的型號，減少因棄置墨盒或碳粉匣對環境的

破壞。  

5. 建議如須購買打印機，應選購能補充碳粉/墨的型號，望能全校均使用減少對環境破

壞的打印機。  

6. 將用後的公文袋、信封放進公文袋回收箱，讓教職員循環再用。  

7. 盡量利用電子郵件作科務、會務及校務的訊息往來，以減少廢紙產生。 

8. 把科組資料、文件、備忘放在伺服器的「共享」裏，方便教職員查閱，減少列印。 

9. 成立教師、職員的Whatsapp群組來傳達訊息，減少列印。 

10.盡量利用學校網頁發放消息，以減少廢紙產生。 

11.學期結束時收集各科目的教師用書、教材套、題目庫、光碟等教學材料，留待下學

年派給教師循環使用，減少每學年向書商索取上述用品。 

 

(六)節約用水 

1. 使用時間控制水龍頭，減少耗水； 

2. 記錄每月用水量，並進行相關的節約用水措拖； 

3. 洗手間全面安裝節流器，避免浪費食水； 

4. 利用廢水或利用器皿收集雨水作其他用途。 

5. 在洗手區張貼提示語句，提醒學生節約用水。 

 

(七)節約用紙 

1. 盡量採用雙面印刷/打印，減少用紙； 



2. 影印前三思，只影印所需份數，必要時縮印文件； 

3. 妥善使用油印機，凡印製數量超過20張才使用油印機； 

4. 盡可能使用單面廢紙作校內文件往來； 

5. 設定單面紙影印機，教職員應盡量使用單面紙影印； 

6. 在教員室、油印室及校務處內放置再用紙回收箱，回收只用過一面的紙張循環再

用； 

7. 將用過的公文袋、信封放進公文袋回收箱，教職員應盡量循環再用； 

8. 盡量利用電子郵件、內聯網作校內的訊息往來； 

9. 盡量利用學校網頁向外界發放消息； 

10. 以電子方式寄發節日賀卡。 

 

(八)環保採購及節能措施 

1. 選購A4環保紙予教職員使用； 

2. 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的照明設備； 

3. 以明確標示識別多重開關掣上不同電燈的獨立燈掣； 

4. 更換電器時，應優先選購更省電的第1級或第2級能源標籤的產品； 

5. 選購補充裝的消耗性物品，例如原子筆、梘液、洗潔劑等，減少過多包裝浪費； 

 

(九)維修及保養 

1. 使用計時適配接頭，在非辦公時間內關掉所有辦公室設備； 

2. 找出及更換運作欠佳的設備，例如：不正常閃動的燈、嘈吵的風扇和滲水的冷氣機，

這些設備耗電量通常較大； 

3. 定期清洗空調設備及抽氣扇； 

4. 定期清洗室內通風管道，以保持空氣清新流通。 

 

(十)宣傳/教育措施 

1. 定期發出內部通告，提醒所有員工節約用紙和節約能源； 

2. 在燈掣和水龍頭附近，張貼「節約能源」和「節約用水」的告示； 

3. 在影印機附近張貼告示，提醒教職員使用可供循環再用的紙張影印，以及收集可供

循環再造的廢紙； 

4. 舉辦環保講座，向教職員講解節能措施，令他們採用節約能源的工作方法。 

 

 



(十一)環保午膳 

1. 不使用即棄飯盒，應以可再用的容器盛載食物； 

2. 不使用即棄餐具； 

3. 彈性控制分發的食物量； 

4. 設置適合設施，如清洗設備； 

5. 確保所有再用的容器和餐具在再使用前徹底清潔和消毒； 

6. 給予學生相關的正確訊息，提高日常生活上的環保意識。 

(詳情參閱教育局、環保署綠色午膳指引) 

 

(十二)環保資訊網 

瀏覽本組網頁，內載本校環保政策內容、本校環保活動的資料和花絮、環保教育參考

資料等。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進行一次中期檢討，由小組成員開會檢視及跟進正進行的計劃情況；另於期末

作整體檢討及草擬需修定的政策內容，以確保政策內的各項目得到切實的執行及檢

視成效。 

2. 修定草擬經環境教育規劃小組及行政組通過方會生效。 

(修訂日期：10/6/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