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 八令其 是‘ I 1、 ;@.正斗 /L-，，- 'Eí $- � / J 、 一「

優質教育基金

QEF : 2016/0247 

主題:綠色生活建校園





43b 佼劉教育必公
\斗Ctb tJIMlily mtl州 此位�]FIRlC

計劃總結報告 計畫1編號:2016/0247

甲部

計創名稱: 綠色生活建校園

機構/學校名稱: 聖公會某費小學
計劉進行時間:出 一一一10月泣。17一一_(Jjl彷至一一7月泣。18 仿/彷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講先詳閱證「優質教育基金討會!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請另頁(A4名民)書寫，就以下項開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能計割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悠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劉負責人姓名: 一一一

簽名: 一一

日期:一3-7-2018

受款人姓名牛:

簽名:

日期: !2q-{J--2Úi0 

守十豆fJ!J: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劃管理系統J/)是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接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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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
1. 能否達成目標

環保教育是本校推動生命教育的其中一碟。推動環保，希望提升本校學生的環係意3吠，

並豐富學生的環保知識，史把環保習慣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本計畫IJ的預期目標:

〉 透過跨粹的課程規針，滲入多元的環係體驗活動，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及接成良好

的生活態度。

》 透過參觀及境外交流活動，了解鄰近國家的環保政策，為建設未來的綠色校園帶來
做示。

〉 以專題研習為基礎，並利用VR的電子工具，通過虛擬實境考察活動，仿如置身其境

體察不同的環係設施，以提升學習的趣味性。

說明�H柔 與目標初I!目的活動 達標程度 達到fil4慕的設練成指標 未能達
主1I目標
的主歪曲

1. 加強學 生的 @ 10月中句為全校學生 全部達標 。 從觀察中，學生積極回應講者的提

環 係意識次 是誰辨環保講座，講座主 間，並認同游者的實踐方法非常有

養成良好的 題: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用。他們會嘗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生活態度 環保。 出來，去。離開房問時會i色燈、把馬

過的洗米水照來抹地成清潔家居

荐，可見學生對環保都持正 面的態

度e

。 從17年lO月五18年 約l5%達標 。 每兩個月，學校會統計得獎的主持 因為fll

5月期間參辨「廚餘目。 生，據數據顯示: 每期都有約80 多學生

No NOJ獎勵計剖，鼓 位同學能做到「零廚餘J '可見學 都不是L

勵學生減少廚餘。 生開始懂得自覺地珍惜食物，保護 吃菜﹒所

。 2月期間，與生命教育 環 境。 以大部

組合辦多元的環保值 。 從觀察中，學生積招投入活動，他 分的1ft

驗活動: 們利用廢棄的材料，如廁紙筒、1皮 份� �.t是

� 再造紙活動 璃瓶 、舊衣物等。在教師的指導 JA菜﹒

〉 自製水晶球活動 下，他們創作出新穎別緻的作品，

);> 環係 袋 創意 活動 從體驗過程中，史明白廢棄的物品

》 創;韋拉地設計 可以物盡其用。

。 再造紙活動，對本校學生來說可謂

F兌祈鮮又有趣，他們純身經歷再造

紙的工序，從中f誼會到資源的可

賞。他們又剎用再造紙設計了一個

紀念框祭送給探訪的特殊學校

CP.4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既1袁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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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 強學 生 的
1袁係 意 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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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為
建設未來的
綠色學校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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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五1 11期間，學
生組成的環保小組;Já
捕了兩者環保立傳短
片(reduce 源頭減ff�及
rellse 循環再用)在校
由台播放，供全校同學
欣賞。

本年度，視藝抖的五年
紋課程進度內，加入1衷
係塑膠創 意 設計及環
係訊，皂海�It設計，加強
學生對環條意識的 提
升。

將舊椅子已!析，並塗上
環係的訊息，可te義學
生對環係的正面態度。

5月初，兩位5年級的
學生晨兩位6年級的
學生分別訪問7兩位
環保人仕'了解他們對
環保的看法，並印刷成
「號外」分派給三至六

年投學生閱覽。
在1月下旬，已安排了
全級學生參觀香港新
述的 環 保中心: r源、
區﹒T-parkJ 。

全部達標 又特別。
。 是次的宣傳短片由 學 生創作內

容，撰寫封白，史由學生組成的環
條小組負責拍攝，他們又引用網上
資源、以豐富短片內容。在拍攝的過
程中，他們認同在日常生活中能轉
成良好的環保習慣，可減少對環保
的歧坡，而且源頭減廢史是環係工
作的首要。

全部達標 。 五年級學生在進行塑膠創意設計
時，大部分學生郁積拒發揮他們的
創造力，設計了不同的塑膠裝飾，
有些甚至可以成為花瓶，用來種植
植物，學生都戚到日常覺得沒用的i
塑膠搏原來也可變成有用的諂|
且，循1哀再用。

。 全紋五年級學生意11利用繪畫方法
畫出環保的訊，皂，經老師挑選後. I 
學生佳作被彩繪在當椅子上，在繪l
室的過程中，學生覺得將當椅子再l
翻折，不但能搞環再冊，史能正面
帶出環保的意識。

@ 學生分別從兩位的受訪者中明白
「源頭減l在」才是成功推動環保的

關鍵，而人們若濫用塑膠製品，史
會危害自己的生命。訪問後.4位
小記者史永諾以後要減少製逸地
圾，珍惜資源及將廢物物盡其用。

全部達標 。 參觀完後， 大部分學生都大閉眼
界，他們對處理污水的過程中能
「轉l語為能」 的技術甚成興趣。他

們明白到污水在處理過程中所產
生的熱能是可以成為再生能源 ，為
派區內的設施 提供電力。他們覺得
此次的多概有助他們初步認識能

'--﹒ j原冉生的知識。



。 在2月下旬，約37位 。 從學生的反思中，他們都覺得是次
五、六年級學生在教師 的i克外交流2良他們學習到j良多琨
的率頓下前往串串固7 係知識及j立圾的處1里方法，而他們
解當地政府所攻呈的 史希望將來能向香港政府提tll �往

環保設施及f誼會到最 動1晨4系的方素，為拯救地球出一分
新科技。 力。

3. 以專 題 研 習 。 3月至6月期間，於五 全部達棕 。 學生都能還取相間環保的子題進

」→

為基礎，並利 年級的常識i1主皮內，以 行研習。學生能刺用不同的策略搜
m VR .r..具進 綠色生活為主地進行 集資料，並進行分析與歸納，最後

行實地位 專題研習。 在課程中， 對環保的工作提出見解。學生認同
察，提升學習 教師也利用影片及VR 是次的專題研習不但有趣，還提升
的趣味性 工具，使學生具體地了 7他們對環你的認識。

解為I1近國家的環保政 。 學生運用VR工具進行學習，他們
策及設施。 覺得有助他們能親虛其境，可以史

具體地理解到1立派的處理，所以他
們看11'愛上VR作為學習的工具。

2. 計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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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寬教師及學生的視野，

透過境外參觀、 交流及本計劉的不同活動，去日參與工作時(製作再造紙、環保袋)、

講座、VR影片製作、 指導學生構思及製作環保宣傳短丹等，這些活動都加深了教師如何

製作及利用VR進行教學及認識更多環保的知識。學生也透過此計畫11內的境外交流活動、

訪問及多元的體驗式環保活動，去日專題研習、利用廢物描環再進、撰寫訪問稿、參與彩

繪活動、參與影片 拍攝及塑膠創意活動等，這些活動不但提升7學生的環保意識，進機

閉了學生的視野， 而且也強化學生的協作能力及創造力，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趣

味。

〉 學生對環保抱正面的態度

學生透過不同的信!Jfí食活動，去u利用舊報紙製作再造紙、將廢棄的舊椅子塗土色彩及

帶出環保的訊，皂、利用舊衣物設計環保袋等等，在裂作的過程中，學生成受到很多被視

為沒用的垃圾原來可以物盡其用 ， 只要大家加上創意或心思，泣圾都可化為美昆的裝飾

品及循環再用的。另外，在拍攝宣傳短片期間，學生在撰寫拍攝的內容時 ，深深明白到

源頭減府是推行環保的首要工作，所以他們認為環保應該由日常生活做起，並要將玉泉僻、

習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他們也承諾在日常生活中要減少製造垃圾及節約能源，這樣大

家的生活環境就會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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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教師的成功成

此次計畫1J內，教師將五年級有I!�環保的常識課題 以專題研 習代之。教師史設計了環

保專題研習指導小冊子，指導學生進取子趙、搜集資料的方法及完成專題研 習的步騁。

學生進行專題研 習前，同級教師史共同備諜，設計工作紙、並 以有趣的VR短片展示在學

生面前，讓學生有效掌握相關環保的知識，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及課堂的成功成。 而學

生在進行專題研習時 ，他們在教師的指引下，通過網上搜尋、訪問、觀察等 ，提升了他

們對環保課題的探討.，比教師依者直說史有趣。所 以，學生是次專題研 習的學 習成呆非

常滿意。

〉 發揮了學生的創意能力

本計劃中，視藝料在五年級的進度內加入環保的題材:將沒用的塑膠梓設計成不同

的裝飾 品、環保海報設計、粉飾舊椅子等。在創作的過程中，學生盡情發揮他們的創造

力，製作出色彩畫色昆的塑膠花瓶及意念堂富的環保訊息。在學生的諜堂分享中，他們對

製作塑膠搏成覺新鮮，覺得又環保，又有創作的滿足惑。

〉 配合學校電子化教學及自主學習的方向

是次計畫1J首次加入VR工具進行教學，對學校的電子教學也帶來新的方向。參與的老

師到韓國實地拍下不同的環係設施，並透過VR工具，讓未能前往韓國的同學也能透過 VR

親歷其境，從觀察中了解韓國不同的環保設施，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參與教

師也將此經驗於分科會議中與同工分享成呆，學校總結走次經驗，讓VR作為教學工具 持

續推展在常識抖的其他課題上或應用到其他的科目中，使新的教學文化延續下去。

》 加強了學生的研習能力及反思能力
學生均純處理及選取合適資料進行分析，並學以致用，應用資料分析香港現況，如學

生能歸納光能系統的設置要求，作出獨立光能系統較適合本港發展。部分學生史能善用網
絡蒐集圖片及額外資料作研 習補充。大部分學生均能根據其組別的所選主題作出相應反
忠3反思自身的生活 習慣有否製做浪費，或在日常生活中為環保可作出何顯貢獻。另外，
學生均能對自身在整個研 習過程中的參與、時間管理、與人合作等範疇作出反思。

〉 環保教育將成為學校的重點發展

環保教育是本校推動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範疇，希望學生能愛世界及珍惜地上的資

源，為愛護環境出一分力。經過是次的計剖，發覺學生對環保的意識己太太提升，並認

同1袁條是重要的。在計畫1J內，學生史通過體驗活動認識循環再用的意義， 而他們對計費!

中一系列的環保活動甚成興趣，為3在學生將環保 習慣史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及堅持締造環

保生活，學校遂將環保的意念繼續植根於學生的心內及將學校建立成綠色校園為目標。

因此，來年度，學校會將是次計釗內的環保活動會持續舉辨，史會參加校外支援計釗，

在學校推廣有機種植t ;1尋廚餘變成Jl巴料，及設計環保實踐小冊子，讓學生在校內能節約

能源，做個地球小管家。



3. 自我評鑑計割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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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冉 核准預算 寶:際開支 變更
(根據協論書附表11) (甲) (乙) ( (乙)一(甲)) 1甲

+1一%

服務 $ 114，000.00 $ 112，974.00 一0.9%

設備 $ 27，000.00 $15，500.00 -42.6% 

一般開支 $ 4，000.00 $3894.6.00 一2.6%

核數費 $ 5000.00 $4000.00 -20% 

3. 1資源的運用

本計創申請的撥款主要是運用在學生境外交流的津貼。本校的學生多來自f底層的

家庭，走出香港，到境外學 習，對本校學生來說是個「夢想」。 參與是次境外遊學的學

生， 多來自貧窮家庭，約三分之二的學生都是首次乘飛機，他們特若是次的津貼銜出香

港，前往外地認識不同的環保設施和政策，對他們來說真是大閉眼界及獲益良多。在堅

個遊學的過程中， 不但增加7學生的環保知識，他們史學懂同學問應互相包容和體諒，

尊重他人。所以是次的資助走拉為重要的，I啥知識的掌握外，也強化學生好行為的表現。

另外，是次的撥款中，也為學校新添歪電子器材，包括360度全景相械、VR眼鏡及用

來拍攝的手提電話，購買這些器材是必須的，實有助建立學校電子教學的新方向。沒有

這些器材的協助，學校根本無法將最真實的情境呈現在學生的面前，可能 只靠硬煦的相

片讓學生學 習， 大大減弱學生的學 習興趣。

3. 2按直接受息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150，000 .;. 220人= $ 682 

3.3計釗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是次計金!中設計了多元的體驗式主義係活動，學校舍持續舉行，讓學生從體驗中領

悟環保的重要，史以行動落實環保工作。常識斜斜任發展了的教材及專題研 習冊，必定

會持績運用， 史會不斷因為學生的能力 而調迪和修訂， 讓學生掌握研習能力及對所探討

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3.4當其他學校重做計釗峙，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畫1)的開辦成本、備

用成品等)

購買電子器材峙，單傲的價錢可能比預算低， 所以可提升購買的數量，這樣，

學生應用電子器材的城會相對會較高。 在資助學生的津貼上尚算足夠，未必需要提高

i:� �.5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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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走次的津貼剛好夠用，沒有再較低成本達致相同的效益。

4. 可推介的成呆及推廣棋式

7 

4.1成品的說明(1叫去。種類、 名稱、數量等)
本計畫IJ完成的成品包括:2套環保宣傳短片、以綠色生活為趣的專題研 習指引冊、i

份「號外」及韓固活動花絮列物、VR短片、參觀T-PARK的工作紙、學生循環再造的作
品: 再造紙、塑丹麥縛的花瓶、環保袋反環保水晶球等。

4. 2 ì于鑑成品的質索及推康的價值
本計畫11發展的專題研 習冊及工作紙都是由教師在共同備課時設計出來的，從學生

的學 習成呆引証這些教材有助學生學 習及達到預期的期望，可延續使用。另外，學生
所製作的環保作 品，其創意豐富，視藝科會持續;1存環保的主題落入高年級的課程內，
這些學生作 品可供學生作為參考或激發學生的新創意。透過課堂的視諜，是次製作的
VR短且可持續進行教學，加強學生的學 習興趣。

4. 3已舉辦的推廣活動，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除校內分卒外， 本計釗並沒有舉辦其他對外的推廣活動。

4.4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 ， 以及建議的推廣棋式

計畫1)可透過分辜會向業界推廣

4.5計畫'1成功因素/經驗， 以及延續計畫，)的可行性
本計割成功的 因素:

》 能成功將相闊的科組述幣， 而料組員史同心推行
本計畫'1乃;1寄生命教育組、視藝料是常識料相f!月的課題聯繫一起。生命教育組主要負

責設計多元的環保體驗式活動， 而視藝科利用課堂時段內指導學生進行相關垠僻、的視藝
教學，常識料更利用專越研 習為基礎，指導學生探討更多與環保相闊的課趟，使學生不
但掌握到環保知識，對學 習環保的議題都甚&興趣。所 以，學生在參與各項學習活動時，
都和極投入，學習成效非常滿意。

》 計釗有序，各項活動都能讓學生在學習上有符著
在計割的設計上，學生先進過講座、觀看環保宣傳短片、參觀環保教育中心，使他

們理解到環保是甚麼及環保對我們的生活帶來甚麼影響?從知識的輸入為計割的起點，
然後就率領學生進行境外交流活動及進行各項的環保體驗活動 ，讓學生從視察、親身體
驗中， 明白 源頭減廢、循環再用、能源、再生就是推動環保的閥鍵，最後，學生 以專題研
習及訪談環保人士，作為他們對學 習環保課題的總結。在每項的學 習過程中，學生都反
思所學，並覺得能從不同的張道去認識及了解環保。

》 狡校長的支持及參與此計割的教師的有放領導
在設計此計釗時 ，設計者與負責的教師都抱著勇於嘗試的態度去設計線條活動及專

題研 習，同時，更准校長的支持在校椎動環保教育。校長史就身教導教師如何指導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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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造紙活動 ， 教師又善用網上的資源、設計及指導學生進行，活動， 可見在此計釗內，校長是
個支援者， 而教師就是指導者及設計者。此外，常識料及IT組組長都是jt次計割的協助者，
他們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設計了專題研習冊及運用VR .I..具進行教學，使學生在清晰的指導下完
成專題任務及對學習提升7趣味。 所 以此計釗得以成功全賴各方的協助，及他們對教學的熱
吉爽 。

5.活動一覽表

活動種類 活動內容 日期 對象人數 參加者的反應

幸史Ílifi 學生

講底(也校 主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 20]7年 的人 680人 學生投入聆聽及積拉回
外的非牟利 實1晨4系 10月 應2持者的提悶。
絨才講主論)

拍攝1袁係 分別拍攝7兩套不同主題 2017 .if- 3月丸 10人 。學生熱心表達拍攝及
在豆丹 的環保宣傳短片: 1 2月 撰寫內容，投入拍構工

。if!r..豆豆i成Jít 作。

@循環再用 @兩套短月分別於2月
在校由台播放供全體學

教師指導短片的才能思，並由 生欣賞。他們都認同1哀
學生負責撰寫內容對白，讓 係的重要。
學生提高環係意識。

戶外參觀 。全紋五年級參觀了「派 2018lf-1 5人 108人 學生對首次參觀源區[�{
區 ﹒T-Pt\RK j ， 以7解香港 月 覺新鮮 ， 3É.欣賞轉廢為
污水處理的情況，及認識轉 龍的再生資源的技術甚
l話為能的技街。 �興趣。

@在戶外學習日，五年級同 學生透過視察完成了
學參觀了濕地公園，了 解瀕 戶外學習冊內的任務。
臨絕種動物的危機。

境外交流 帶領37位五、六年級學生到 2018年2 5人 371.立 學生對韓固的1哀係設施
活動 4幸圓了車平當t色的1衷係吉丈草色 月 很有趣，還能親眼目11者

及政策，加強環保知識。 地�及處理的過程及親臨
1立圾堆填區，(裝受到一
個沒有噁 臭的堆填區，

了解筒中的原因。

推行多元 推行的環保活動包括: 2018年3 4人 108人 。學生對於廢棄物能物
的璟1if，)'舌 。 再造紙活動 月 盡其用表演得非常有興
動 趣，他們積椏投入活

@舊衣變成環保袋 動，並能創作出具創意
。沒用的廁紙筒變成拉地 性的作品。

。廢棄的/�}!-瓶變成水1主 @學生史利用再-造紙製
作紀念無送給特殊學校
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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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手重要見 活動內容

專題研習 全級五年級學生都
以綠色生活為主
趟，各班再3了子越:i1!.
行探討。學生利用不
悶的方法搜集資
料，再 以不同的方式
表達意見。

人物專訪 1里保大使親身訪問
了兩位不同背景的
環保人士，學生將訪
間的內 容整理， 並刊
登在「號外」的刊物
上。

6.困難及解決方法

日期 對象人數 參加者的反應

教師 學生

2018年3月至6 4人 108人 學生能透過網土搜
月 尋、訪問去收集數線，

並作分析及歸納，並對
J菜討的閃過作曲解決
的方諜。

2018年5月 l人 4人 學生有自信地向受訪
者提出有關J.R係的問
趟，並從他們身上知道
5衷條的重要，史了解到
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
1晨4系。

在計畫1)內初嘗試運用VI�工具進行教學，但原來都要花上相當的時闖進行剪片，幸好學校聘
用了一位剪丹的資訊助理，所以在技街上得到文援。在預算時，以為VI�工具很昂貴，所以預算時，
只鵰貿15部VR工具，但並不足夠讓更多學生同時利用VR工具進行實地考察，最後學校自付購買
多5部的VR工具，各取也給流使用，將教學進度延長及2人一撓，符史多學生有機會利用VR工具進
行學 習。 在計釗內， 本想、邀請4名環保人士接受訪問，但因時間未能配合，所以只能訪問了兩名
的環保人士，符下年度再安排時間邀請相闊的環保人士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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