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 推行環保政策 (2007 年 3 月訂定) 

 
 
目標： 
1. 加強環保意識； 

2. 培養支持環保的態度； 

3. 實踐環保生活及推動環保教育。 

 

 

學校環保政策： 

1. 在全校的各項運作中推行有效的環保措施。 

2. 遵守所有環保法例。 

3. 節約能源及節約用水。 

4. 減少產生廢物及盡量重用或把廢物回收再造。 

5. 邀請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保護環境。 

6. 與有興趣的人士或團體交流環保政策及措施。 

7. 定期監察及記錄環保措施的效果，並與預訂的目標作比較。 

 

 

 

 

 

 

 

 

 

 

 

 

 

 

 

 

 

 

 

 



14.2 管理措施  
 

廢物管理： 
1. 學校內減少廢物 

 檢討學校的採購物品清單，盡量減少購量。 

 利用電腦儲存檔案及作紀錄，減少學校的紙張文件。 

 建議學生如何減少午餐的多餘包裝。 

 雙面影印。 

 鼓勵使用電子郵件﹙E-mail﹚作校內和對外溝通，若不可行，可以傳閱方

式代替複印多份副本給每個教職員。 

 除有特別需要外，應避免影印傳真文件。 

 當有聚會提供飲品或食品，鼓勵使用可再用的餐具、杯碟、毛巾等。 

2. 學校內廢物重用 

 雙面用紙。 

 在舊信封貼上新標籤，再次使用。 

 盡量回收再用瓦通紙、紙箱、玻璃瓶等作儲存及課堂活動。 

 設立回收箱，回收包裝物料、繩、信封及其他可再用的物品。 

 避免盒裝飲品，樽裝及罐裝飲品較為可取。 

 將不用的電腦捐贈慈善團體或有需要人士，不要隨便丟棄這些含有毒物

質的廢物。 

3. 學校內廢物循環再造 

 在用紙量高的地方設立廢紙回收箱，例如影印機、打印機、傳真機、教

員室附近。 

 可採用兩種回收箱，一種是收集單面使用後的紙張，另一種是收集雙面

使用後的紙張。 

 聯絡廢紙商回收雙面使用後或其他廢紙，或查看附近公共屋邨是否有回

收箱。 

 與負責清潔的員工商討，鼓勵他們進行廢物分類計劃。 

 盡可能使用再造紙、可補充再用的筆和碳粉盒、充電池及其他可再用或

循環再造的物品。 

 在丟棄廢紙回收箱前，清理紙張上的書釘、橡筋等廢物。 

4. 學校內替代使用 

 鼓勵教職員和學生使用手巾，不用紙巾。 

 選擇太陽能電器 / 電子儀器，如太陽能計算機，或使用可充電的電池。 

 慎用各種文具、如鉛筆、擦膠等。 

 鼓勵學生自備飲用水和飲料。 



 鼓勵學生自己帶午餐食具，不用一次性餐具。 

 鼓勵用簡報﹙PowerPoint﹚設備作匯報，減少用膠片。 

 

節約用水： 

1. 節省用水量。 

2. 用水後關好水龍頭。 

 

節約能源： 

1. 照明： 

 鼓勵教職員和學生在可行情況下採用天然光。 

 考慮採用較慳電的電器，例如：附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採用光管﹙T8 / T5﹚或慳電膽，它們較傳統燈泡慳電﹙10%–80%﹚。 

  

2. 冷氣： 

 在天氣較涼快的季節盡量引入自然風，代替使用空調。 

 於夏季月份把空調溫度設定在攝氏 25.5 度。 

 選擇最適合房間大小的冷凍能力的冷氣機型號。 

 經常清洗冷氣機及隔塵膜。 

 房間的冷氣設備應在房間使用前 5 分鐘才開動。 

 如有陽光透過窗戶直接射進室內，應把百葉簾拉下並完全緊閉，以減低

室溫。 

3. 其他有效措施： 

 委任資源監督﹙可由文書出任﹚，確保嚴格執行措施。 

 監察電力、水、及紙張的使用狀況。 

 下課或下班後，派員進行例行檢查，把電燈 / 空調和公用設施﹙如影印

機等﹚關掉。 

 在小息、午膳及放學後，一旦無人使用便應立即把課室的電燈及空調關

掉。 

 提醒最後一位離開課室 / 辦公室的學生 / 教職員應關掉所有電燈、空

調及其他電器。 

 只在有需要時才開動電腦、打印機和投影機。 

 縮減升降機的使用時間。 

 在所有開關掣貼上告示，提醒教職員關掉電燈、空調和電器。 

 經常提醒教職員及學生必須節約資源。 

 

環保採購： 

1. 採購環保產品的基本原則： 



 盡可能減少購買用完即棄的產品。 

 購買可再用或含有部份可再用的產品，例如可替換芯的原子筆。 

 購買可被循環再造的產品。 

 購買可減低資源耗用的產品，例如購買慳電燈泡代替能源效益的燈泡。 

 選擇壽命較長及容易修理的產品。 

 選擇含較少有毒物質的產品，例如低污染的水溶性油漆。 

 購買有認可環保標籤的產品。 

 

減低噪音： 

1. 將噪吵的裝修工作，安排在午膳或放學後的時間進行。 

2. 定期維修滴水及發出噪音的空調系統。 

3. 將噪吵的儀器放置在不會影響教職員工作和學生學習的地方。 

4. 向環境保護署匯報外間產生過量噪音的活動。 

 

室內空氣質素： 

1. 確保空調系統的出風口、管道、過濾器及冷凍線圈的清潔，若有需要，應定

期更換。 

2. 影印機運作時會產生臭氣，故應放置於空氣流通的地方。 

3. 建議學校的承辦商採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較低的裝修物料。 

4. 向環境保護署匯報外界造成空氣污染的源頭。 

5. 要求校巴司機在停車等候時關掉引擎，並定期檢查校巴。 

 

 

 

 

 

 

 

 

 

 

 

 

 

 

 

 

 



14.3 綠化校園措施 (2007 年 3 月訂定) 
 

護養植物及傳播綠色訊息予學生： 
1. 小組負責統籌綠化計劃，確保適當的植物放在適當的位置，並且受到專人照

料，以便健康地生長。 

2. 舉辦「一班一植物」或「一人一植物」等活動以鼓勵更多學生參與綠化工作，

活動亦可以比賽形式進行以增加氣氛。 

3. 不同的綠色訊息可以在植物的旁邊展示，例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幫助減

輕全球變暖的情況；細葉榕可以為很多不同的本地雀鳥提供食物。把這些訊

息及植物的特色寫在植物的名牌上可以加強教學的目的。 

 

自我評核﹙見附件﹚： 

1. 自我評核表格協助學校客觀地按下列大網作自我檢討及評估： 

 學校環境建設； 

 環境管理；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的成效； 

 學校成員參與環保活動。 

2. 每個大綱均細分為數個項目以反映其涵蓋的範圍，各項目再附有說明以作解

釋。表格中的每一項說明均有 4 個指標，最高指標為 “e”﹙優﹚。詳閱各項

目之目標後，請按學校的實際情況自行選定每項說明之最合適指標。 

指標： 

 e = 優 

 f = 一般 

 g = 良 

 I = 須立即改善 

 

 

 

 

 

 

 

 

 

 

 

 



﹙2007 年 3 月訂定﹚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自我評核表格 

A. 學校環境建設 

A.1.  綠化校園 

目標：評定學校致力綠他校園和利用植物及樹木作教學用途的決心。 

I. 學校栽種植物綠化校園 

e–在可用的室外和室內範圍﹙例如課室﹚普遍種有植物，並小

心選擇能配合校園環境的品種。 

g– 在可用的室外範圍﹙例如學校閘門、學校的邊界、斜坡及操

場等﹚普遍種有植物。 

f– 個別學校成員栽種一些植物。 

i– 校內沒有栽種任何植物或只種有少量植物。 

II. 植物貼有標籤作教育用途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各主要植物亦貼有栽種日期及其

潛在用途的標籤；學生有參與製造植物標籤及照料植物的工

作。 

g– 各主要植物均貼有中文名的標籤；老師教導學生認識各種植

物的特性。 

f– 部份植物貼有標籤。 

i– 沒有植物或只有少數植物有標籤。 

III. 闢出一角地方學習有機種植法 

e– 老師、職員及學生將有機種植園地打理得很好；他們完全明

白有機種植的好處。 

g– 闢出一角地方進行有機種植。 

f– 種植角有一部份是採用有機種植法。 

i– 沒有進行有機種植。 

A.2.  校園的潔淨程度 

目標：評定學校玫力令校內各成員保持校園整潔及美化校園的決心。 

I. 校園保持整潔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所有設施亦保持整潔。學生有參

與美化校園環境的工作。 

g– 學校所有成員均保持校園清潔整齊，清除積水及垃圾。 

f– 只有學校職員保持校園清潔整齊，清除積水及垃圾。 

i– 校園內有垃圾、污垢或積水。 

II. 課室及辦公室範圍均保持整潔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生亦有參與美化課室環境的工

作。 



g– 課室和辦公室均清潔整齊、沒有垃圾及積水。 

f– 課室或辦公室均清潔整齊、沒有垃圾及積水。 

i– 課室及辦公室均有垃圾及積水。 

  



A.3.  III. 洗手間潔淨和無異味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況外，洗手間內的所有設施亦經常保持整

潔。學校有提供如乾手機等可減用廁紙的設施。學生知道如

何正確使用洗手間。 

g– 所有洗手間均有定期進行清潔，能保持潔淨、乾爽、沒有積

水及異味。 

f– 部份洗手間有定期進行清潔，能保持潔淨、乾爽、沒有積水

及異味。 

i– 洗手間經常骯髒、濕滑、有積水或異味。 

A.4.  環保閣 / 報告板 

目標：評定學校的決心，能夠致力設立展示及通訊設施，以供推廣最新的

環保訊息及鼓勵校內人士互相交流意見。 

I. 設有展示環保資訊的資料角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亦定期更新所有環保資訊，

並在學校的內聯網 / 或互聯網或其他同類的通訊渠道提供

這些資訊。 

g– 設有環保閣，展示各種環保建議及學校和社區舉辦的環保活

動。 

f– 設有環保閣，展示各種環保建議及學校舉辦的環保活動。 

i– 校園內沒有設立特定範圍來展示環保訊息。 

II. 設有展示環保資訊的報告板 

e– 設有大型報告板展示最新的環保資訊，例如政府推行的計劃

及措施、環保團體的資訊等。各學校成員均可在報告板上發

表意見。 

g– 校內設有大型報告板展示有關環保消息的剪報及環保團體

提供資訊等。 

f– 設有報告板展示環保消息。 

i– 沒有設有展示環保消息的報告板。 

B. 環境管理 

B.1.  環境政策 

目標：評定學校在宣揚其致力推行環境管理的承諾。 

I. 制訂環境政策及在校內廣泛宣傳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的管理層、職員及學生代表

組成環保統籌小組，制訂環境政策聲明。該政策聲明明確說

明學校對各項可行環保工作的承諾。 

g– 學校管理層已制訂並簽准環境政策聲明。校方有將這政策聲

明向所大學校成員宣佈及公開張貼於校內。 



f– 雖有制訂一些「非正式的」環境政策聲明，但沒有跡象顯示

管理層會落實執行。 

i– 沒有制訂任何環境政策或聲明。 

  



B.2.  II. 學生、職員及家長明白並支援學校的環境政策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校方亦透過學校的互聯網 / 或

會議或同類的溝通渠道，通知家長有關學校的環境政策。所

有學校成員均明白並支援這項環境政策。 

g– 學校向所有成員推行環境政策宣傳活動，讓他們明白學校的

環境政策。校方向所有學校成員正式介紹這項政策以供遵

守。 

f– 學校間中會向學生及職員介紹學校的環境政策。 

i– 學校成員不知道有環境政策的存在。 

B.3.  環境管理措施 

目標：評定學校在改善校內環境質素的主要項目的成效；及自我監察改善

進度的決心。 

I. 學校實施環境管理，例如採取節約用水 / 用紙 / 能源及環保採

購等措施 

i. 廢物管理：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亦有將有機廢料堆肥。有害廢料

是根據有關條例進行棄置。 

g– 產品及物料﹙例如塑膠容器、包裝物料等﹚均循環再用。將

廢物分類以供循環再造，校園內各處均設有回收桶或回收

箱。 

f– 將廢物分類﹙例如分為金屬、塑膠、紙張、布料、碳粉盒、

書籍等﹚後，送往適當地點進行循環再造。 

i– 沒有再用 / 回收任何廢物，也沒有購買任何再造產品。 

ii. 節約用水：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在可能及適當情況下使用雨水；

會再用洗滌後尚算清潔的水﹙例如飯堂 / 小吃部洗菜後用

完的水﹚；及安裝限流器以節省用水。 

g– 除 f 層次所述情況外，亦有定期監察節約用水的成效，從而

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f– 定期檢查水管是否有漏水情況。採取簡單的節約用水措施。 

i– 沒有實施任何節約用水行動。 

iii. 節約能源：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亦有採用較先進的節能措施﹙例

如使用再生能源﹚。有定期監察節能成效﹙例如查看每月的

電費單以計算所節省的電力﹚。 

g– 學生與學校教職員共同定出和實施節能措施。 

f– 由學校職員定出和實施節能措施。 

i– 沒有實施任何節能行動。 



  



 iv. 空氣質素：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氣體排放及室內空氣質素亦維持

在滿意水平。 

g– 學校清楚確定空體排放來源，並有定期監察排氣質素。 

f– 學校清楚空體排放來源，但卻沒有排氣質素的資料。 

i– 學校不清楚氣體排放來源。 

v. 環保採購：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亦有制訂一個清晰的環保採購政

策，並將有關的政策通知各供應商。 

g– 除以下 f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盡量為校內選購含再造成份 

/ 可進行生物降解 / 可再添補的產品。 

f– 學校盡量為校內選購毒性較低 / 較少包裝的產品。 

i– 學校沒有實施環保採購方法。 

II. 定期進行環境審查以評估環保表現 

e–每年最少，以評估各項主要環境措施的表現。環境教育統籌

小組的學生成員向各班同學收集行動建議。將檢討結果整理

成一份文件，展示於學校的環保角、內聯網或互聯網或同類

的溝通渠道。 

g– 間中進行環境檢討 / 審查工作，並將結果記錄存檔。有將審

查結果通知學校全體人員。 

f–  有進行一些非正式的環境檢討 / 審查工作﹙根據學校所定

的目標﹚，但沒有將資料記錄存檔。 

i– 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環境審查工作。 

III. 每次編製一份實施報告 

e– 實施報告是學校發展計劃的一部份，是一份說明實施計劃、

所定目標、監察及審查結果的年度報告。學校的環保角、內

聯網或互聯網或同類的溝通渠道均有提供所有有關資料。 

g– 實施報告說明實施計劃、所定的目標以及監察及審查的結

果。環境教育統籌小組對實施計劃的改善建議亦包括在內。 

f– 有制訂實施計劃，但沒有編製報告。 

i– 既沒有實施計劃，也沒有報告。 

B.4.  環境教育訓練 

目標：評定學校對以下培訓工作的決心：訓練教師在環境教育方面的工作；

訓練校內所有相關人員採用環境管理的重要性。 

I. 定期為教師及學生舉辦環保講座 

e– 學校有計劃為校內各班學生及教師定期舉行有關環境議題

的講座，教師及學生均全力支持這些講座。透過這些講座探

討各項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課題。 

g– 學校定期舉辦環保講座，教師和學生也有出席參與。 

f– 學校間中舉辦環保講座，教師和學生有出席參與。 



i– 沒有為學校成員舉行任何形式的環保講座。 

  



 II. 教師定期參加校外的環保培訓課程 

e– 多名教師有參與各項專業發展活動或其他培訓活動，以提高

對環境的認識及有關教學方法的認知。 

g– 有些教師定期參加有關各環境議題的工作坊或培訓課程。 

f– 教師間中參加有關各環境議題的工作坊或培訓課程。 

i– 沒有教師曾參加過校外環保培訓課程。 

B.5.  傳播環境資訊 

目標：評定學校對以下工作的決心：向學校人員發佈環境消息及環保活動

資訊，以維持各人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編製環境參考資料。 

I. 給教師及學生傳閱 / 派發環保消息通訊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這些資訊也刊登在學校的內聯網

或互聯網或同類的溝通渠道，讓校內所有成員的家人也可以

取閱。 

g– 學校給校內各成員張貼 / 傳閱 / 派發環保消息通訊；通訊

有定期更新環境資料及報導學校最新的環保活動消息。 

f– 學校有﹙以通訊或通告方式﹚向教職員及學生發佈有關環境

問題和學校環保活動的消息。 

i– 學校沒有向教職員及學生發佈有關環境問題和學校環保活

動的消息。 

II. 不斷致力搜集和購置環境參考資料，包括書籍、光碟及錄影帶等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也經常購置有關環境方面的

參考資料。校方有劃定一個地方展示這些資料。 

g– 對所有環境參考資料進行搜集、分類、展覽及更新。學校亦

每年檢討及購置環境參考資料。 

f– 學校有搜集及展出環境參考資料。 

i– 學校沒提供任何環境參考資料。 

C. 環境以正規課程推行環境教育 

C.1.  行動計劃 

目標：評定學校在環保方面的承諾，這些承諾包括確認環保課題，並構想

出一個綜合的教學行動計劃。 

I. 制訂一個周詳行動計劃，其中包括以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習環保

課題 

e– 成立委員會去制訂及執行該計劃並備有完整的紀錄文件以

供將來參考。 

g– 由一組教師制訂行動計劃，並備有一些該計劃的紀錄文件。 

f– 由個別教師制訂行動計劃，而校方並無有關計劃的紀錄文

件。 

i– 無制訂行動計劃。 



  



C.2.  融合環境教育於各學習領域 

目標：評定學校把環境教育加入合適學科之中的能力。 

I. 把環境教育的元素加入適當學科中，並顯示於相應的教學計劃

內 

e– 多位不同學科的教師以環境教育作為課程統整的主題，並成

立一個委員會負責統籌。教案及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亦已妥為

保存。 

g–由一組教師把環境教育融合於兩至三個學科之中。教師之間

有協作，而一些相關的教乐亦已保存。 

f– 個別教師把環境教育融入合適學科之中，教師之間很少協

作。 

i– 環境教育並無融入學科之中。 

II. 經常舉行學科為本的環境教育活動 

e– 教師之間協作定期籌辦及檢討學為本的環境教育活動，而有

關的協作亦有恰當的紀錄。 

g–教師之間有協作籌辦學科為本的環境教育活動，而有關的協

作亦有紀錄。 

f– 個別教師有籌辦學科為本的環境教育活動。 

i– 並沒有籌辦學科為本的環境教育活動。 

C.3.  教材 

目標：評定學校自行製作環保教材及資源目錄的能力 

I. 教師自製教學所需的特別環保教材 

e–不同學科的教師製作特別的環保教材。校方備有相關教材的

紀錄，校內成員均可參閱。 

g– 由少數教師﹙兩至三位﹚製作一些環保教材，但這些資源並

未在校內共用。 

f– 由個別教師製作一些環保教材，但並沒有相關教材的中央紀

錄。 

i– 並無製作環保教材。 

II. 為教師及學生提供校內環保資源目錄 

e– 由一組教師及學生編製一份環保資源的目錄。全校成員均可

查閱該目錄。 

g– 由多位教師編製一份環保資源目錄，而部份學生可以共用相

關資源。 

f– 由個別教師編製一份環保資源目錄。 

i– 並無環保資源目錄可供查閱。 

以聯課活動推行環境教育 

C.4.  環保學會 

目標：評定學校在推動學生籌備環保活動方面的成績。 

I. 成立環保學會﹙或同類組織﹚推動環境教育活動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該學會為學校建議學校的環保主

題，並舉辦定期的環保活動及協助教師在學校推廣環境教

育。而學會的會議紀錄亦已備存。 

g– 已成立永久性的環保學會；該學會定期舉辦環保活動，並有

會議記錄備存。 

f– 已成立環保學會；該學會每年籌辦數次的環保活動。 

i– 無設立環保學會。 

  



C.5.  學校活動 

目標：評定學校在策劃環保活動方面，能否承諾要以全校及家長為對象，

並使學校及家長均有所獲益。 

I. 每年訂定環保活動的行事曆及內容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有清晰的分工，而計劃、統籌及

評估均有完整的紀錄。 

g– 教師組成工作小組以計劃及統籌環保活動，而計劃及統籌的

內容均有記錄。 

f– 教師個別訂出環保活動的計劃。 

i– 無證據學校有訂立環保活動的計劃。 

II. 學校舉行周年的環保活動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有舉行會議去計劃、統籌及評估

該等活動。會議紀錄、計劃及評估的紀錄亦已備存。 

g– 學校每年舉辦大型的環保活動，全校師生均有參與。並為此

舉行會議去計劃及統籌。有關的會議紀錄亦已備存。 

f– 學校曾舉行一次過的大型環保活動，全校師生均有參與。 

i– 無舉辦大型環保活動。 

III. 學校響應「世界環境日」及「香港環保節」而舉行相應主題性的

環保活動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有證據顯示活動是有良好計劃

的，而且學校會為這些活動作校本的評估。 

g– 為了響應世界環境日及香港環保節，學校有計劃地舉辦主題

式活動。 

f– 為了響應世界環境日及香港環保節，學校舉辦或參與某些活

動。 

i– 學校並舉行任何活動響世界環境日及香港環保節。 

IV. 學校推動學生及家長參與環保活動 

e–家長教職員會已成立，並參與環保活動。家長不只是參與環

保活動，也會在統籌活動上提供協助。家長教職員會的會議

紀錄亦已備存。 

g– 學校致力推動學生及家長參與環保活動，亦有證據顯示家長

經常參與這些活動。 

f–學校的環保活動間中會有家長參加。 

i–學校的環保活動並無家長參加。 

C.6.  與社區、國內及世界各地機構協作的活動 

目標：評估學校透過與社區或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夥伴關係，從而推動環境

教育的努力。 

I. 鼓勵學生及家長舉辦及參與社區性的環保活動、內地及外國的

交流計劃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與社區 / 內地 / 外維持良

好聯繫，並定期舉辦兩地教師、教育工作者、家長或學生的

交流活動。 

g– 學校經常舉辦社區為本環保活動，或與內地 / 海外團體合

辦活動。 

f– 學校間中舉辦一次過的社區為本環保活動，或與內地 / 海

外團體合辦的活動。 

i– 並無籌辦社區為本環保活動，或與內地 / 海外團體合辦的

證據。 

  



D. 環境教育的成效 

D.1.  環境意識、態度及行為 

目標：評定學校在評估各成員於環境意識、態度及行為上的轉變所作出的

努力。 

I. 制訂有效機制評估在正規課程推行環境教育的成效 

e– 成立一個由不同學科教師組成的委員會，去落實一個評估的

機制。委員會並會根據評估的結果訂出改善的計劃，然後落

實計劃並監察其進度。以上各項工作均有作出紀錄。 

g– 由一個小組的教師進行評估，並把結果作紀錄。 

f– 由個別教師進行評估，但很少就該評估作出紀錄。 

i– 並無任何評估的機制。 

II. 制訂有效機制評估以聯課活動推行環境教育的成效 

e– 成立一個由不同學科教師組成的委員會，去落實一個評估的

機制。委員會並會根據評估的結果訂出改善的計劃，然後落

實計劃並監察其進度。以上各項工作均有作出紀錄。 

g– 由一個小組的教師進行評估，並把結果作紀錄。 

f– 由個別教師進行評估，但很少就該評估作出紀錄。 

i– 並無任何評估的機制。 

III. 教師的環保意識得以提升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有進行評估，並有行動增進

教師的環保意識。 

g– 學校統籌校本的計劃去增進教師的環保意識，並有機制量度

教師的環保意識。 

f– 學校有量度教師的環保意識。 

i– 學校並無機制量度教師的環保意識。 

IV. 學生的環保意識得以提升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校有進行評估，並有行動增進

學生的環保意識。 

g– 學校統籌校本的計劃去增進學生的環保意識，並有機制量度

學生的環保意識。 

f– 學校有量度學生的環保意識。 

i– 學校並無機制量度學生的環境意識。 

D.2.  環保獎項 

目標：評定學校在環境教育方面所獲得外界認同的程度。 

I. 獲得環保獎項，如學校榮譽獎等 

e– 學校在過去數年間，經常獲得由大型機構頒發之環保獎項

﹙包括、亞、季軍及優異獎﹚，其中包括校際獎項。 

g– 學校曾獲得由大型機構頒發的環保獎項﹙包括冠、亞、季軍

及優異獎﹚。 

f– 學校曾獲得一、兩項由外間機構頒發的環保獎項。 



i– 學校極少獲得由外間機構頒發的環保獎項。 

  



 II. 老師 / 學生獲取校外環保活動獎項 

e– 在過去數年，由大型機構舉辦的校際獎勵計劃中，教師及學

生經敘獲得環保獎項﹙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g– 由大型機構舉辦的校際獎勵計劃中，教師及學生曾經獲得環

保獎項﹙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f– 教師及學生有時獲得由外間機構頒發的環保獎項。 

i– 教師及學生極少獲得由外間機構頌發的環保獎項。 

E. 學校成員參與環保活動 

E.1.  採用環保膳食 

目標：評定學校在採用環保膳食方面的決心。 

I. 學校成員以環保方法準備、供應或採購食物 

e–大多數的學生、教師和職員在準備、供應或採購食物時，均

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影響﹙例如使用再造 / 可再造 / 可再

用容器、採用環保洗潔精及清潔劑、自備食具、水樽、手帕

等﹚。 

g– 大多數的學生或教師或職員在準備、供應或採購食物時，均

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影響﹙例如使用再造 / 可再造 / 可再

用容器、採用環保洗潔精及清潔劑、自備食具、水樽、手帕

等﹚。 

f– 部份學生或教師或職員在準備、供應或採購食物時，均盡量

減低對環境造成影響﹙例如使用再造 / 可再造 / 可再用容

器、採用環保洗潔精及清潔劑、自備食具、水樽、手帕等﹚。 

i– 有少數的學生或教師或職員在準備、供應或採購食物時，均

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影響﹙例如使用再造 / 可再造 / 可再

用容器、採用環保洗潔精及清潔劑、自備食具、水樽、手帕

等﹚。 

E.2.  減少廢物、提倡潔淨空氣及潔淨水質 

目標：評定學生在相關環保活動中的參與程度。 

I. 學校成員參與環保計劃 

e–學校成員參與多於一個關注環境的計劃，例如由環境保護運

動委員會舉辦的「學校廢分類及回收計劃」或其他機構舉辦

的同類活動、「流動環保資源中心社區拓展計劃」或其他同

類計劃，以提倡減少廢物、潔淨空氣和潔淨水質；學校成員

積極支援這些計劃。 



g–學校成員有參與一個關注環境的計劃，例如由環境保護運動

委員會舉辦的「學校廢分類及回收計劃」或其他機構舉辦的

同類活動、「流動環保資源中心社區拓展計劃」或其他同類

計劃，以提倡減少廢物、潔淨空氣和潔淨水質；學校成員積

極支援這些計劃。 

f– 除校內舉辦的環保活動外，學校成員沒有參與任何其他提升

環保意識的計劃來提倡減少廢物、潔淨空氣和潔淨水質。 

i– 很少或沒有學校成員參與任何環保活動計劃。 

  



E.3.  其他環保活動 

目標：評定學生在宣揚環保工作方面的努力。 

I. 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環保計劃，接受訓練成為環保領袖 

e– 除以下 g 指標所述情況外，學生也在校內統籌組織環保活

動。 

g– 很多學生有參與校內的環保計劃。 

f– 部份學生有參與校內的環保計劃。 

i– 沒有或只有很少學生有參與校內的環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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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環境管理實務 

B4. 環境教育訓練 

B5. 傳播環境資訊 

C. 環境教育 

以正規課程推行環境教育 

C1. 行動計劃 

C2. 融合環境教育於各學習領域 

C3. 教材 

以聯課活動推行環境教育 

C4. 環保學會 

C5. 學校活動 

C6. 與社區、國內及世界各地機構協作的活動 

D. 環境教育的成效 

D1. 環境保意識、態度及行為 

D2. 環保獎項 

E. 學校成員參與環保活動 

E1. 採用環保膳食 

E2. 減少廢物、提倡潔淨空氣及潔淨水質 

E3. 其他環保活動 



自我評核得分表 

 

請圈出合適的分數 

  i f g e    i f g e 

A1 I 2.5 5 7.5 10  C1 I 2.5 5 7.5 10 

A1 II 2.5 5 7.5 10  C2 I 2.5 5 7.5 10 

A1 III 2.5 5 7.5 10  C2 II 2.5 5 7.5 10 

A2 I 2.5 5 7.5 10  C3 I 2.5 5 7.5 10 

A2 II 2.5 5 7.5 10  C3 II 2.5 5 7.5 10 

A2 III 2.5 5 7.5 10  C4 I 2.5 5 7.5 10 

A3 I 2.5 5 7.5 10  C5 I 2.5 5 7.5 10 

A3 II 2.5 5 7.5 10   II 2.5 5 7.5 10 

A 大綱得分   III 2.5 5 7.5 10 

    IV 2.5 5 7.5 10 

B1 I 2.5 5 7.5 10  C6 I 2.5 5 7.5 10 

B1 II 2.5 5 7.5 10  C 大綱得分 

B2 I 2 4 6 8    

B2 II 2 4 6 8  D1 I 5 10 15 20 

B2 III 2 4 6 8  D1 II 5 10 15 20 

B3 I i 0.75 1.5 2.25 3  D1 III 5 10 15 20 

B3 I ii 0.75 1.5 2.25 3  D1 IV 5 10 15 20 

B3 I iii 0.75 1.5 2.25 3  D2 I 2.5 5 7.5 10 

B3 I iv 0.75 1.5 2.25 3  D2 II 2.5 5 7.5 10 

B3 I v 0.75 1.5 2.25 3  D 大綱得分 

B3 I vi 0.75 1.5 2.25 3    

B3 II 0.75 1.5 2.25 3  E1 I 5 10 15 20 

B3 III 0.75 1.5 2.25 3  E2 I 10 20 30 40 

B4 1 2 4 6 8  E3 I 10 20 30 40 

B4 1 2 4 6 8  E 大綱得分 

B5 1 2 4 6 8    

B5 1 2 4 6 8    

B 大綱得分    

     

 



總分計算方法 

 

大綱 自評得分 比重因素 得分 

A.學校環境建設 A 大綱= 20 A x 20 

100 

 

B.環境管理 B 大綱= 20 B x 20 

100 

 

C.環境教育 C 大綱= 20 C x 20 

100 

 

D.環境教育的成效 D 大綱= 20 D x 20 

100 

 

E.學校成員參與環保

活動 

E 大綱= 20 E x 20 

100 

 

最高分數：100 總得分：  

 

 

 

 

 

 

 

 

 

 

 

 

 

 

 

 

 

 

 

 

 

 

 

 



14.4 棄置電腦設備指引 
 

   

 

   《詳情參閱後頁保良局之「棄置電腦設備」指引》 

保良局 

POLEUNGKUK 

 

由:關佩玲資訊科技部主管 

事宜:「棄置電腦設備指引 

致 

日期: 

各部門主管 

13 /02 /2008 

電腦產品含冇可以對人體和環境有害的物質。因此,我們應盡量把

舊電腦循環再 

用和回收再造。以下列舉兩個大型的電腦回收計劃,請部門/中

心/學校選擇其中合適的計劃,安排棄置貴部已註銷之電腦或電

器產品 在棄掉舊電腦前,切記要除所有腦硬碟的資料因所有軟

件的版權都不可以轉讓,所以無須留軟件或附送軟件安裝光碟。 

•以下列舉兩種硬碟清洗軟件可供參考下載或購買: 

1. Active@Kill Disk Professional US$ 69.95 (http:/[killdisk•com/) 



2. Active@Kill Disk freeware (httn://killdisk•com/downloadfree•htm ) 

Wipe Drtve US $39.95 (http://www•wipemydrive•com/ or 

http://www.whitecpnyon.com/wipedrive-wipe-harçl-drive.php ) 

Both conform to US Dept Of Defense's clearing & sanitizing standard 

(DOD 522 22 一 M) Support DOS, Windows 9x、ME' NT' 20()0 , XP' OS/2' 

Linux and Unix OS platform 

•存有機密或敏感性資訊的電腦,必須由用户先自行删除所有機密文

件丨包括凊理資源回收,才可交由可信任的代理同事,進行硬碟清

侁工作。切勿交由 

承辨商代理清洗硬碟。 

•如遇到舊電腦已完全不能啟動,進行硬碟凊洗工亻乍。則需要將該

機的硬碟拆下,安裝至另外一套運作正常的舊電腦上,再執行硬碟

清洗工作。另可將拆 

8. 下的硬碟進行消磁清洗或使用焚化或弄碎等實體毀滅的方法來刪除

數據。消 

磁或實體毀滅的方法會破壞硬碟,因此不能循環再用。「詳情可

參閱附頁」 

•有查詢可至電保良局資訊科技部熱線:6772-8290 ,亦可瀏覽政府

「資訊安全 

罔 http•]/www.infosec.gq.v.hh/chinese/itpr$ectjns/sectjps 



dls1äsaIotcornputereauipment.htm#4 

•為方便集中聯絡回收商,總局寫字樓部門可沿用舊方法通知中央行

政部預約回收時問。 

 
腦回收計劆

(一 

只需在棄掉電腦產品兩星期前 窜明 線 2716-6875 。 他們便會

安排車來回收電腦。沒有數量限制。不用填表申請。沒有價錢交易。

他們會在點收提供回收數量收據。請將收據釘附在註銷單上,以作

整套記錄。 

F. 明愛的電腦回收計劃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www.ccw.orq.hk 

 



9. 回收計 二) 

可選擇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電腦回收計劃,他們會在二月二十五日

開始啓用在十八區設立的公眾回收站。而流動收集車也將於三月廿

九日(暫定)投入服務。個別大厦/團呠也可以塡寫申請表,預約回收車

來回收電腦。他們會在點收後提供回收數量收據。請將收據釘附在

註銷單上,以作整套記錄。 

環保署的電腦回收計劃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G. https://www.wastereduction.qov.hk/chi/workplace/crp 

detail.htm#where 

 



抄本:行政總監 

訊安全一資技專人員專  
 

10. 棄置處理敏感性資訊的電腦設備 

當你棄置一部舊電腦或拋掉一個已使用或損壞了的儲存媒 如硬

磁碟或軟磁碟,你是否肯定不會有敏感性的資料遺留在電腦或儲

存媒體中?你是否肯定那些被棄置或用的儲存媒體會引致資料私

隱問題?有些人以使用視窗或其他亻乍業系统的 r 刪除」或「格式

化指令便能穩妥地刪除數據, 但事實並非如此  

本部分提供一些關數據刪除的資料,和正確棄置電腦或儲存媒體的

方法,以防止資料被朱預期地外洩· 

H. 刪除及格式化指令 

當數據被儲存於電子儲存體時, 一個在根目錄的指標通常會與新

的檔案同時產生·但檔案被「刪除」指令刪除時,數據並非真的被刪

除「刪指令純粹刪除在根目錄指示檔案位置的指櫟,令檔案所佔的

空間能被其他檔案使用檔案內的數據仍存於媒饐直檔案所佔的空

問被蓋寫利用一般的 件工具是有可能由儲存媒內復原這些已刪

除的數 

「格式化」指令亦未必能正確地完全刪除儲存媒體內的數據“這



個指令會建立一個空的根目錄和新的空白索給數據儲存系統上的

分配單位令這些單位可以用來儲存新的檔案·巿面上有某些軟件工

具、可以復原因意外執行 r 格式化指令而删除的數據· 

蓋寫 

以適當的模式及正確的次數來蓋寫數據後网要把有關數據復原似

乎十分困難市面上有某些軟件工具及服務,它們以蓋寫的方式、安

全地刪除數據· 

然而 ,在使用這些刪除軟件時,必須設定正確;只有在删除過程中沒

有出現錯誤,才能確保儲存在媒體內的數據被完全地刪除  

另外 ,假如媒體因含有損毀或不能重用的道而阻礙其蓋寫過程媒

體必須實體地毀滅,例如:以焚化或弄碎的方法  

 

 

性紀旨在依賴磁性物質上的一種特質稱頑性 ,來保留儲存的資

料·這種特質,可想像物質用以紀錄最後磁化方向的能力。 

矯頑磁性是磁性媒對去磁亻乍用產生的阻力 ,強度以奧斯特

( Oerstd )單位計算 •矯頑性的强度越高,表示越難刪除媒體上的數

據·例如 : " 1.44M 軟磁碟的頑磁性是 700 Oe,而硬磁碟的矯頑性

http://wwwànfosec.gov.hk Page  

資 全 資 技 人 



強度則由 208 至 34 不等, 

消是一種藉把性媒放在一個强大的場中,從而消除磁性媒體上的數

據的方法根據建議其磁場的強度起碼要比磁性媒體矯頑磁性高 1.5

倍消磁所須的時,通常比蓋寫較少 ·經過消後 ,大部分的軟磁碟及帶

都能冉被使用 ,然而硬磁碟就不能,因此,消磁適合使用於已損壞又

不能被蓋寫方法來刪除數據的硬磁碟上· 

I. 實體毀滅 

對於那些不能被蓋寫或消磁方法刪除數據的儲存媒體 須使用

焚化或卉碎等實體毀滅的方法來剛除數據”另外,對 一些儲存高

度敏感資料的媒,除了使用蓋寫或消磁方法剛除外,亦建議在棄置

前將媒體實體地破壞。 

J. 棄置處理敏感性資訊的竃腦設備的常見問題 

(參閱 http://www.infosec.gov.hk/chinese/fa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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