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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做起

為表揚學界在 2016/17 學年積極參與「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水務署於
去年 11 月 10 日假油塘社區會堂舉行了第二屆「惜水學堂」頒獎典禮。本屆獲獎
的包括 33 個辦學團體、58 所參與的「惜水學堂」小學，以及逾百名校長及師生。
「星星校長」致辭時不忘勉勵同學繼續從生活上的小習慣做起，為持續穩定的供
水出一分力，共同將香港建設為「節水都市」。此外，大會亦邀得教育局副秘書
長康陳翠華女士、教育局總服務主任李周若蘭女士、水務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漢輝
博士等人擔任主禮及頒獎嘉賓。
當天精彩的表演環節包括：由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的雜耍隊演出
扯鈴、轉碟等高水準的表演，吸引全場目光。而一班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的同
學亦粉墨登場，打扮成小動物和小水滴，與滴惜仔共演話劇，介紹於本學年以先
導形式推出的「惜水學堂」學前教育計劃，並向觀眾傳遞珍惜水資源的訊息。同
學們在台上載歌載舞，場面可愛又熱鬧，台下觀眾亦紛紛舉機拍攝。
大會隨機在得獎學生中，抽出幸運兒參加「惜水大電視」遊戲，考驗其節水知識。
同學們亦不負眾望，利用不同道具及肢體動作，手腦並用，在限時內把一個又一
個的節水貼士演繹出來，贏得全場掌聲。
大會主題為「節約用水 從『小』開始」，意即節約用水，不但要從 「小」時候
開始，亦要從「小」習慣做起。
水務諮詢委員會節約用水工作小組主席文志森博士亦為頒獎嘉賓之一。
一班「惜水精英」在「星星校長」及教育局總服務主任李周若蘭女士的帶領下，
共同承諾身體力行，珍惜用水。
本屆「卓越辦學團體」得主為「仁濟醫院董事局」，其行政總裁梁偉光先生與台
下觀眾分享屬校節水心得。
YouTube 「惜水學堂」頒獎典禮 2017 精彩回顧

話劇表演
歌舞表演
惜水大電視
雜耍表演
「惜」校長的話
「惜」校長 水務署署長黃仲良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惜水學堂」新上任的「惜」校長。很高興在
去年 12 月從「星星」校長接任校長一職，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興奮」是因
為教育下一代珍惜水資源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緊張」則是由於在校園推廣
惜水並不簡單，需依靠校方、教職員、家長及同學們等各方的通力合作。
「惜水學堂」已踏入第 3 個學年，承蒙大家的踴躍支持，現時已有逾 240 所小學
參與，約佔全港小學總數的四成。我在此感謝各位教育同工，與我們一同努力推
廣「惜水學堂」！接下來，我將繼續肩負起帶領年輕一代發揚節水文化的重任。
我深信，在校園裡撒下的節水種子定必會在社會各界茁壯成長，為香港成為「節
水型城市」奠下基礎！

惜水小智慧： 「看不見」的水
1
出面咁凍，真係唔食返多啲嘢都唔得啊！
唔該，我想要個牛扒拼薯條，加多個漢堡包添吖唔該！
2
一小時後…
呼～真係飽到食唔落喇…
囝囝，你食剩咁多嘅？你知唔知世界上有好多人都冇足夠嘅糧食㗎！
唉呀～其實你所浪費嘅唔只係食物啊，仲有好多好多水呀！
3
吓…點解呀？我都知浪費食物係唔啱，但我無嘥水喎，我都無叫飲品！
唉！你浪費嘅水係睇唔到㗎…其實我哋用咗嘅水，除左肉眼見到嘅水之外，有更
多係你睇唔到㗎，就好似喺生產食物同商品嘅過程入面所用到嘅水咁，呢啲水就
叫做「虛擬水」啦！

4
就好似你頭先食嘅漢堡包咁吖，雖然你睇個包好似無水咁，但其實喺製作嘅過程
入面：種生菜同飼養牛隻嘅穀物、清洗牛棚、清洗食材、煮食等等，都用咗好多
水㗎！
係喎…連埋清洗碗碟，又真係用左好多水喎！
單單整一個漢堡包，就已經用左約 2,400 公升嘅「虛擬水」㗎喇！相當於 1,200
枝 2 公升汽水㗎！
5
Oh My God…枉我仲經常自稱為「惜水達人」
，原來我不知不覺間浪費咗咁多水…
唉咁我以後要食少啲嘢喇…
日常食嘢嘅時候，你可以盡量揀一啲耗用虛擬水比較少嘅食物，好似蔬菜、水果
咁。仲有啊，唔好再做大嘥鬼，食得曬先叫啊！
6
喔！我明白啦！
唉！你望吓你個肚腩仔，食少啲快餐食物都啱㗎啦！
等我打包返你食剩嘅食物，今晚睇波做宵夜先！呵呵！
貼堂區
標語創作
珍惜食水勿浪費，循環再用夠架勢。
戴慧思 2A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水是生命之泉源，珍惜用水莫遲延，
水荒之時體會深，節約用水勿浪費!
余立澋 1C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海報設計
陳彥達 5C 大坑東宣道小學
蔡芷晴 3A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將學生作品投稿給我們！

旺角水資源教育中心延長開放
位於水務署旺角辦事處的臨時「水資源教育中心」於 2012 年正式啟用，開放予
學校及非牟利團體預約參觀。中心以深入淺出的導覽形式，通過展品、示範及互

動遊戲，務求能讓參觀者全面掌握地球水資源的知識，從而了解節約用水的重要
性。
隨着座落於天水圍的永久「水資源教育中心」 於 2019 年竣工，旺角的教育中心
亦即將在 2018 年第二季完成使命。永久教育中心佔地比現有的臨時中心大，亦
將加入更多新元素及更豐富深入的水資源資料。
鑒於學校的參觀申請非常踴躍，水務署決定將原定於本年 4 月底暫停參觀服務的
臨時中心，延長服務至 6 月上旬。學校如有興趣申請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歡迎瀏覽水務署網頁或直接與本教育中心經理楊彬恩先生（電話：3188 2941）
聯絡。
旺角臨時「水資源教育中心」的各個展區。
將會在天水圍啟用的永久「水資源教育中心」各展區的概念設計圖。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 (2016‐2017 年度)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卓越辦學團體
仁濟醫院董事局
至尊大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優異辦學團體
保良局
聖公宗（香港）小學
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天主教香港教區
耶穌寶血女修會
教育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
中華宣道會
北角區街坊福利
事務促進會
大埔浸信會
天主教道明會

地利亞教育機構
順德聯誼總會
東華三院
博愛醫院董事局
無玷聖母獻主會
靈光堂
東亞教育促進會
聖瑪加利教育機構
荃灣公立學校
香港潮州商會
香海正覺蓮社
方樹福堂基金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
香港靈糧堂
方濟會
智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培僑教育機構
香港閩僑會館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
九龍婦女福利會
聖依納爵教育機構
香港佛教聯合會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傑出策劃教師大獎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 黃欣琪老師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鄒敏榮老師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陳穎晴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 譚育霞老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 黃嘉樂老師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 王詩雅老師
保良局世德小學 ‐ 梁公輔老師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 郭穎欣老師
香港潮商學校 ‐ 彭淑婷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陳勵賢老師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 黎慧玲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 殷潔瑩老師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 馬秀賢老師
九龍靈光小學 ‐ 劉永基老師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 黃碧琳老師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 司徒翠萍老師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 張志業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 胡佩珊老師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 梁海健老師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 黃頴茵老師
保良局陳溢小學 ‐ 宋永俊老師
節約用水智叻星
香港潮商學校 ‐ 李欣霖同學、Jaden 同學、Gurrajpreet 同學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 尹曉琳同學、沈樂穎同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陳子灝同學、黃善瑜同學、樊佩怡同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 梁凱怡同學、鍾達鳴同學、彭陞祐同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 楊民逸同學、何榮華同學、陳芷希同學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 盧悅情同學
九龍靈光小學 ‐ 張穎琳同學、李嘉傑同學、麻世衡同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Yip Paris 同學、Yoon Seo Yeong 同學、
Liu Sum Yee Zoe 同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 林浪鋒同學、許竣僖同學、邱悅同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 李樂同學、黃健禮同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 陳浩朗同學、廖婧佟同學、李芷妍同學
寶血會培靈學校 ‐ 鄧學謙同學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 張潞同學、黃俊龍同學、麥永康同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 張嘉瑤同學、田穎曈同學、黎晉豪同學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 溫己樂同學、徐立雪同學、李洛榣同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 蔡倩如同學、陳楚堯同學、廖祖悠同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 蔡蕙蔓同學、蔡芷晴同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 潘曉玲同學、甄蘊而同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苗心怡同學、鄒天揚同學、周衍欣同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 陳雪晴同學、香振宇同學、李澤輝同學
優秀指導教師獎
陳瑞祺（喇沙）小學 ‐ 羅燕珊老師
聖公會基福小學 ‐ 藍美蓮老師
鳳溪創新小學 ‐ 何禮全老師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 鄭慧嫦老師

台山商會學校 ‐ 梁麗嫻老師
知水．惜水小先鋒
聖公會基福小學 ‐ 蘇韻蕎同學、梁宇軒同學、林學文同學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 胡清雲同學、呂芷榕同學、梁凱斐同學
陳瑞祺（喇沙）小學 ‐ 劉芷瑄同學、王子齊同學
台山商會學校 ‐ 楊雨欣同學、鄧翠兒同學、羅顥凝同學
鳳溪創新小學 ‐ 章嘉穎同學、鄺家睿同學、蔡勇捷同學

各區金、銀、銅獎
區域

金獎暨傑出領袖獎

銀獎

銅獎

中西區

香港潮商學校 ‐ 詹漢銘校長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般咸道官立小學

東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 ‐ 劉惠明校長 培僑小學

啟基學校（港島）

南區

華富邨寶血小學 ‐ 鄒桂芳校長

弘立書院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灣仔區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張勇邦校長

瑪利曼小學

．寶血小學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油尖旺區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余佩琴校長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德信學校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黃大仙區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 黃志揚校長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觀塘區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 胡艷芬校長

閩僑小學

佛教慈敬學校

九龍城區

九龍靈光小學 ‐ 陸志昌校長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深水埗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譚張潔凝校長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聖方濟愛德小學

西貢區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梁綺媚校長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大埔區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 蔡碧蕊校長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沙田區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 高凱聯校長

馬鞍山靈糧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 劉克薇校長 寶血會培靈學校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元朗區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 徐式怡校長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荃灣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何麗雯校長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葵青區

保良局世德小學 ‐ 葉麗芳校長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保良局陳溢小學

屯門區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 曾嘉麗校長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