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rish Water Campus
惜水學堂
上下一心 打造節水校園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2017/2018 學年「惜水學堂」至尊大獎得主
現場交由小記者滴惜仔報導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惜水學堂」2017/2018 學年所獲獎項
至尊大獎
中西區金獎
傑出領袖獎 - 林淑芳校長
傑出策劃教師大獎 - 李美娟老師
節約用水智叻星 - 黃珞童同學、周希澄同學、劉萃莊同學
承擔責任 齊護水資源
校內環保大使承諾積極向家人及朋友推廣節約用水
監測校園 珍惜每滴水
校園用水考察員認真地記錄水龍頭的用水量
活學活用 戒「嘥」水習慣
家長表示活動令他們一家反思用水習慣
故事創作 推「慳」水生活
學生發揮創意，宣揚「慳」水小秘笈
健康生活 智用水耕種
環保水耕機可以節省澆水量及「小農夫」的澆水時間
辯論比賽 關注水未來
學生聚首一堂為水問題展開激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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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歡迎收看「惜水學堂」新聞報導，我是小記者滴惜仔。
想知道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於計劃中脫穎而出的原因？快快跟我來看
看！
原來學校於 2017/2018 學年舉辦超過 20 項「節約用水」活動。負責執行計劃的
李美娟老師指出各科任老師的配合相當重要，而且透過將相關概念融入學習活
動，多方面體驗節約用水，有助增強學生應用跨學科的知識及鞏固概念。
此外，學校亦已逐步安裝由水務署提供的節流器，學生於老師指導下組成校園
用水考察小組，親身測試及監察校園用水量。我還發現禮堂外安放了一部環保
水耕機，以循環式水流運作。擔當「小農夫」的環保大使表示由於種植過程不
添加農藥，所以感覺健康，對水的用途也加深認識，更了解水的重要。
林淑芳校長表示環保教育已成為現今趨勢，希望學生於不同活動中透過實踐提
高環保意識，從而形成良好習慣，承擔公民責任。
就讓我們為「惜水」出一分力！
重溫頒獎禮片段：
「惜水學堂」頒獎典禮 2018 精彩回顧
惜水小智慧 ：世界善用食水日
1 今日係滴惜仔生日，等我哋準備個生日派對先！
2 我要快 d 解凍 d 肉先！
3 你哋兩個唔好再玩啦，仲唔快 d 嚟幫手！
4a 好口渴呀，飲啖水先！
4b 唔飲 lu！
5 你哋知唔知我哋日常生活中所用到嘅淡水資源喺地球只有 1%。你哋居然就咁
嘥水！
6 日後冷藏食物我都會早一日喺冰格入雪櫃解凍。
我哋知錯啦，我哋以後唔會隨便嘥水㗎喇！
7 生日快樂！
算你哋啦！今日除咗係我生日，仲係世界善用食水日，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惜水、愛水、護水」！

貼堂區
歡迎老師們踴躍將學生的優異作品投稿給我們！
標語創作
裝滿洗衣機最乖，水龍頭節能更佳，
慳水習慣要知道，男女老少都做到！
謝梓曦 6E (2017-18 學年畢業生)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
珍惜食水很簡單，應有態度莫嫌煩，
不幸遇着乾旱時，制水生活很艱難。
羅穎蕎 2A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報設計
郭芓譓 六信
聖公會靈愛小學
告示設計
江思瑤 4D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通往惜水達人之路
各位同學仔，讓我們養成良好的節約用水習慣，一起成為惜水達人吧！
遊戲玩法：
1. 兩個或以上的玩家
2. 擲骰子
3. 按點數移動
4. 看誰最快成為惜水達人
1 開始
2 4 分鐘完成淋浴 請前往第 3 格
3
4 水龍頭關不緊，一直滴水 請退至「開始」
5
6 在水龍頭安裝節流器 請前往第 8 格
7

8
9 使用屬一級用水效益的花灑頭 請前往第 10 格
10
11 善用雙制式沖廁所 請前往第 13 格
12 長開水喉刷牙 請退至第 5 格
13
14 與朋友潑水嬉戲 請退至第 10 格
15 定期檢查及維修水管請前往第 16 格
16 恭喜你成為惜水達人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 (2017/18 年度)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卓越辦學團體
英皇書院同學會學校有限公司
至尊大獎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優異辦學團體
保良局
天主教香港教區
耶穌寶血女修會
仁濟醫院董事局
香港路德會
靈光堂
聖瑪加利教育機構（非牟利慈善團體）
北角區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大埔浸信會
方樹福堂基金
智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閩僑會館
救世軍
滬江大學香港同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青少年德育勵進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

教育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無玷聖母獻主會
東亞教育促進會
荃灣公立學校
香港潮州商會
香海正覺蓮社
九龍婦女福利會
培僑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
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
鳳溪公立學校
台山商會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傑出策劃教師大獎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李美娟老師
香港潮商學校
彭淑婷老師
華富邨寶血小學 陳麗潔老師
滬江小學
林淑操老師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鄒敏榮老師
寶血小學
陳志輝老師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楊少媚老師
九龍靈光小學
劉永基老師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周鳳珠老師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穎晴老師
大坑東宣道小學 鄺青蘭老師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黃碧琳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陳幗寶老師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許彥老師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王寶兒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譚育霞老師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鄭詠湘老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黃嘉樂老師
聖公會靈愛小學 盧佩玲老師
荃灣天主教小學 曹佩瑩老師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郭穎欣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馮嘉煒老師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梁海健老師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台山商會學校

王詩雅老師

梁麗嫻老師

節約用水智叻星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黃珞童同學、周希澄同學、劉萃莊同學
香港潮商學校
Crisha 同學、Tatiana 同學、Nandini 同學
滬江小學
黃焯賢同學、黃啟堯同學
啟基學校（港島）
盧灝珅同學、高栩婷同學
華富邨寶血小學 吳迦翹同學、黃銘軒同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葉芷希同學、李俊傑同學、蕭卓希同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洪文朗同學、彭陞祐同學、蕭阮心同學
華德學校
姚碾佚同學、黃朗珈同學、莫子灝同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譚詩瑜同學
九龍靈光小學
李柏賢同學、葉浩然同學、張芷晞同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樂然同學、梁樂芝同學、李采頤同學
大坑東宣道小學 陳彥達同學、詹凱鈴同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洪亮同學、陳文軒同學、寧子穎同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黃煥絪同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廖熙同學、高如琪同學、劉健瑩同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關愛琳同學、鍾啟然同學、潘潔儀同學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王鞏茹同學、譚仰容同學、黃智樂同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陳嘉桐同學、朱家祺同學、何花同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劉家瑜同學、沈涵笑同學、溫智燊同學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黎依臻同學、夏仲良同學、陳智仁同學
荃灣天主教小學 丘欣巧同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李梓軒同學、譚卓彤同學、李芷怡同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程映儀同學、黃綺珊同學、蕭蕊藍同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禤子曜同學、李一帆同學、徐鑒博同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鄭紫晴同學、司徒翊霆同學、梁柏翹同學
台山商會學校
李俊銘同學、梁曉樺同學
優秀指導教師獎
天主教領島學校 羅港蓮老師
陳瑞祺（喇沙）小學 羅燕珊老師
天水圍官立小學 張軒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馬南老師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陳淑美老師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林慧賢老師

知水‧惜水小先鋒
天主教領島學校 張天韋同學、陳鍶澄同學
陳瑞祺（喇沙）小學 鄭曉桐同學、李文睿同學、林孝逸同學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黃聖欣同學、廖希樂同學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杜浚賢同學、黃梓皓同學、吳力弦同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余舒妍同學、陸雅淳同學、鄧恩瞳同學
各區金、銀、銅獎
區域

金獎暨傑出領袖獎

中西區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東區
滬江小學
鍾振文校長
南區
華富邨寶血小學 鄒桂芳校長

林淑芳校長

灣仔區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張勇邦校長
油尖旺區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黃大仙區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黃志揚校長
觀塘區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楊佩玲校長
九龍城區
九龍靈光小學
陸志昌校長
深水埗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譚張潔凝校長
西貢區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梁綺媚校長
大埔區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沙田區
北區
元朗區
荃灣區
葵青區
屯門區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高凱聯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劉克薇校長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徐式怡校長
荃灣天主教小學 馬國良校長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馬詠兒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嘉碧校長

銀獎
香港潮商學校
啟基學校（港島）
弘立書院
寶血小學
塘尾道官立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閩僑小學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大坑東宣道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寶血會思源學校
保良局陳溢小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銅獎
李陞小學
培僑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1.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2. 德信學校
華德學校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農圃道官立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1.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台山商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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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