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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 你我都得

水務署主辦的「節約用水週」於去年11月17-21日舉行，一連五日的精彩活動共
吸引超過二萬人次入場參與。大會主題為「節約用水 你我都得」，期望透過一
系列老少咸宜的活動，讓公眾進一步認識水資源的可貴，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共
建本港惜水文化。
「節水週」節目豐富，涵蓋社會各個層面。不但有適合一家大小的「點滴香港．
探古惜今創未來」展覽、探索米埔和大潭的生態團、嘉年華、節約用水 Go Go Run
及工作坊等，大會還設「惜水學堂」頒獎典禮，以表揚於「惜水學堂」節約用水
教育計劃表現傑出的學界精英；又舉辦了水資源研討會及「商界節水零浪費」論
壇等，各界反應踴躍，不少環保人士、酒店及餐飲業界人士均獲邀到場，一同交
流節水心得。
近年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嚴重影響生態環境，有見及此，「節水週」亦響應由環
境局主辦的“Climate Ready @HK”行動，特別於各活動中介紹氣候變化為水資
源帶來的危機，鼓勵大眾珍惜用水的同時，亦不忘宣揚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嘉賓與台下觀眾一起喊出「節水週」口號，喻意社會各界眾志成城，共創節水都
市。
「點滴香港．探古惜今創未來」展覽設導賞團，右圖為水力發電的模型。
節約用水GoGo Run
綜藝表演
「滴惜．DIY」工作坊
「節約用水週」嘉年華

「惜水學堂」頒獎典禮
「惜水學堂」頒獎典禮於「節水週」第二天（11月18日）舉行，以表揚一眾積極
參與「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的學校及其所屬辦學團體於15/16學年的傑
出表現。當天，合共56所學校及27個辦學團體，在星星校長（水務署署長林天星

先生）及主禮嘉賓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李沙崙先生一同見證下獲頒發獎項。
星星校長於致辭時指出「只要稍稍改變生活習慣，便可為珍惜食水出一分力。例
如縮短洗澡時間一分鐘，已可節省達十公升的食水」，並勉勵台下師生養成持之
以恆的節水習慣。
典禮上，「滴惜仔」與好朋友「大嘥鬼」聯同水務署同事，透過生動有趣的話劇
表演與台下觀眾互動，進一步宣揚節約用水的訊息。話劇分為若干部分，貫串整
個頒獎典禮，並以氣候變化及節約用水為主題，介紹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影響及
推廣實踐節水生活。
大會與「芳芳劇藝」合作排練了一部舞台劇於典禮中演出，宣傳節約用水。
舞台劇演員在台上載歌載舞，非常熱鬧。
獲頒獎項的除了學生，還有校長、老師及各辦學團體代表。

專訪
水務署吉祥物：滴惜仔
嗨，大家好！相信你們對我也不陌生，想更深入認識我？沒問題！現在就讓我介
紹一下自己吧！
我叫「滴惜仔」，是水務署的吉祥物，同時也是「惜水學堂」的代言人，所以你
們經常會在水務署各大小活動中找到我。其實，我一出生便與「水」結下不解之
緣，我出生於2016年的「世界善用食水日」(3月22日)，當天還是個下雨天呢！你
知道嗎？我的身體還擁有水務署的「DNA」（你們能在我身上找出來嗎？）！出
生至今，我一直住在水塘裡，每天見證着水塘的水來來往往，讓我了解到本港耗
水量甚高，使我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慳水達人」！
身為一位盡責的代言人，我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宣傳「節約用水」的機會！平日我
昀喜歡化成小水點或各種水的形態，遊走社區各大街小巷，與大家分享「惜水貼
士」
。而我頭上的水滴形感應器，亦會偵測到大家有沒有將節水的概念付諸行動，
以提醒人們時刻謹記珍惜用水。
雖然我在節水工作方面還算是個「初哥」，但我一定會繼續向各位前輩學習，將
更多珍惜用水的訊息推廣給大家，為守護有限的水資源盡一分力！大家不妨透過

Facebook與我成為好朋友，一起交流節水心得！
滴惜仔Water Save Dave
我跟大嘥鬼都深受小朋友喜愛！
考考你
你們能找出我身上隱藏的水務署DNA嗎？
（提示：水務署的英文名稱為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答案：
D
S
W

貼堂區
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將學生作品投稿給我們！
標語創作
節約用水人人愛，珍惜食水創未來，浪費食水不可再！
曹釺如 5A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食水珍貴不浪費，日常生活要節制，坐言起行昀實際。
楊心悅 2B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海報設計
葉梓浩 5D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鄭綽嵐 2D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告示設計
程淦琛 3A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曾可珵 3A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惜水小智慧： 媽咪廚房
LaLaLa~LaLaLa~
Oh My God!! 媽咪呀！你咁樣洗菜好嘥水㗎！

吓！點解呀？
你知唔知咁樣長開住水喉洗菜，其實唔經唔覺用多咗好多水㗎！
無錯啊！無論洗蔬果定碗碟，用浸洗既方式代替開住水龍頭沖洗，都可以慳到水，
仲一樣洗得咁乾淨添！
你仲可以將洗完菜嘅水儲起，用嚟淋花㗎！
媽咪，係啊！慳到水之餘仲慳埋水費添！
咁……為咗慳水，我地就一於唔洗菜，直接煮嚟食啦！
吓！點得呀？！好唔衞生㗎喎！
哈哈！我講笑咋！ 以後洗蔬果時我都會浸洗，慳返啲水！
咁就啱啦！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 ( 2015-2016 年度)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卓越辦學團體：保良局
至尊大獎：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優秀指導教師獎：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陳詩雅老師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 張柏友老師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 霍以薇老師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小學部) - 梅婉蓉老師
傑出策劃教師大獎：香港潮商學校 - 彭淑婷老師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 馬秀賢老師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 陳寶儀老師
保良局陳溢小學 - 宋永俊老師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 陳凱婷老師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 黃頴茵老師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 梁海健老師
保良局世德小學 - 梁公輔老師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鄒敏榮老師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 黃碧琳老師
優異辦學團體：香港潮州商會
方樹福堂基金
香港浸會大學
東華三院
香港浸信會聯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鴨脷洲街坊福利會
聖瑪加利教育機構
九龍樂善堂
香港佛教聯合會
無玷聖母獻主會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
香海正覺蓮社
荃灣公立學校
大埔浸信會
靈光堂
寶血女修會
仁濟醫院董事局
聖士提反書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北角區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東亞教育促進會
滬江大學香港同學會
聖公宗 (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教育局

各區金、銀、銅獎
區域

金獎暨傑出領袖獎

銀獎

銅獎

東區

啟基學校 (港島) - 鄭惠琪校長

滬江小學、香港嘉諾撒學校

南區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 曾玉珍校長

鴨脷洲街坊學校

灣仔區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張勇邦校長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寶血小學

/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黃大仙區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 黃志揚校長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觀塘區

佛教慈敬學校 - 莊聖謙校長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觀塘官立小學

中西區

香港潮商學校 - 詹漢銘校長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九龍城區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 葉志成校長

天主教領島學校

九龍靈光小學

深水埗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譚張潔凝校長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荃灣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 謝國貞校長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 葉介君校長

元朗區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元朗) - 羅倩兒校長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葵青區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 馬詠兒校長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陳溢小學

大埔區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 陳詠賢校長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沙田區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 陳偉佳校長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西貢區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 侯麗珊校長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屯門區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 鍾美珍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聖公會蒙恩小學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 劉克薇校長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德信學校

油尖旺區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 王潔明校長

/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節約用水智叻星：啟基學校 (港島) - 梁曉晴同學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 李詠翹同學、林俊亨同學
香港潮商學校 - Dasha Mae 同學、Angelo 同學、Krishna 同學
天主教領島學校 - 黃大銘同學、曹仲宏同學、梁寶瑩同學
九龍靈光小學 - 岑雅俊同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 劉啟孟同學、李浚民同學
德信學校 - 劉政弘同學、陳璵晉同學、鄭朗鋒同學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 王浩霖同學、劉恩祈同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元朗) - 陳穩情同學、邱凱琳同學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 梁思源同學、 溫己樂
同學、吳欣亭同學
保良局陳溢小學 - 林欣怡同學、林可欣同學、吳泳賢同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 鄒可欣同學、丘沚熹同學、謝芷晴同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Yeung King Fung 同學、 Au Cheuk
Ting 同學、Chan Lok Yiu 同學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 鄭洛軒同學、封卓希同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 洪文朗同學、黎宇通同學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 邱張焮同學、金子晶同學、梁仲賢同學
佛教慈敬學校 - 莫海欣同學、李詩靜同學、梁宇翔同學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 盧悅情同學、吳鍵灝同學、 陳綺
琳同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 林浪鋒同學、邱悅同學、姚璦琳同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 梁敬賢同學、
馬焌軒同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 黎希敏同學、江健峰同學、羅梓欣同
學
聖公會蒙恩小學 - 梁皓一同學、梁嘉洋同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侯朗同學、吳婷欣同學、江承智同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 李溢晴同學、黎心賢同學、羅逸朗同學
知水．惜水小先鋒：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唐子軒同學
元朗官立小學 - 張珉鉻同學、胡海晴同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小學部) - 黃靜同學、鍾曉峯同學、 侯
莎莎同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 陳旻谷同學、余凱熙同學、劉港輝
同學

水務署 (節約用水組)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46 樓
客戶服務諮詢熱線：2824 5000
網址：www.wsd.gov.hk/iep
電郵：waterconservation@wsd.gov.hk
傳真：2802 2579
本刊物可在本署網頁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