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參與
線上參與

OLE活動及服務

減碳 New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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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 X M21「綠色校園電視台」訓練班
日期
時間
對象
參與人數

00:00:20:21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可自訂日期及時間）
約3小時（課程備有網上版本）
現有或有志於發展校園電視台的小學及中學
15-30人

「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 2021-2022

內容
•資深新聞工作者及M21技術指導到訪校園，因應
學 校 環 境 及 資 源 ， 度 身 訂 造 訓 練 班 ， 培 訓 「綠色
校園小記者」及協助優化「校園電視台」；
•應用班上學到的知識，發掘及拍攝綠色校園新聞
並分享，有機會上載到計劃的facebook專頁，
協助宣揚學校的環保活動及作出交流。

為學界帶來多元化的環保減碳活動及服務，協助學生及校園實踐智惜用電的理念。計劃分三星級，獲分級
嘉許的學校可獲證書及使用標誌，更可免費參與各式活動，立即參加吧！一齊支持減碳New Mission！

參觀南丫發電廠或南丫風采發電站*
日期
時間
參與人數

全港致力推行環保減碳的中、小學

小學組「綠得開心種子基金」
資助會員學校推行環保教育項目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可自訂日期）
約2-3小時
15-35人

南丫風采發電站

南丫發電廠

小學及中學
(適合9歲或以上學生)

中學
(適合15歲或以上學生)

地點﹕南丫島大嶺

地點﹕港燈南丫發電廠

參觀全港唯一具商業規模的風
力發電站，了解風力發電及其
他可再生能源。

電機組及太陽能發電系統，了
解環保發電。

「減碳New Mission」線上線下體驗

「綠遊香港」生態文物導賞團*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可自訂日期及時間）
半天
小學及中學 (適合5歲或以上學生)
5-20人

內容
由長春社的義務導賞員帶領學生暢遊香港島或
南丫島的「綠遊香港」生態文物徑，增加對
保護自然環境及文物古蹟的意識。

*視乎疫情情況再作決定

資格
凡在校內推動環保並符合以下六大
「綠得開心」準則中的 最 少 兩項，
均可獲得嘉許*。

透過網頁及Facebook享用GreenTV
學習平台

1.
3.
5.

應用可再生能源
推廣低碳校園
規劃綠色人生

2.
4.
6.

鼓勵節能
傳授環保知識
實踐智慧校園

參觀南丫發電廠內的天然氣發

一星級

二星級
2021 - 2022

對象
參與人數

對象

G reenTV

新年度計劃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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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GreenTV

REC

三星級
2021 - 2022

7
符合2項準則
•獲發證書及可使用一星級標誌
•優先安排免費能源審核服務（港島及
南丫島學校適用）
•參觀港燈「智惜用電生活廊」
•參觀港燈南丫發電廠或南丫風采發電站
•「綠遊香港」生態文物導賞團

符合3至4項準則
•獲發證書及可使用二星級標誌
•所有一星活動
•智慧城市互動劇場

2021 - 2022

符合5至6項準則
或提交報告競逐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獲發證書及可使用三星級標誌
•所有一星及二星活動
•到校「綠色校園電視台」訓練班
•智慧城市STEAM工作坊

*敬請2020年度的「綠得開心學校」亦填妥表格交回，以匯報環保表現。如未有提交，有機會於本年未能延續去年的星級數目。

支持機構：

教育局
商校合作計劃

綠得開心種子基金(只限小學)
港燈將提供一筆過港幣一萬元資助基金予會員學校，於計劃期內(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期間)籌備及舉辦
低碳環保及STEAM主題相關的活動，包括：
日期

推廣能源效益、可再生能源和

OLE活動及服務

程序

1

低碳生活

即日起至 2021年9月17日

接受申請及提交表格

施行STEAM教學

2021年9月

內部評審

推廣智慧城市發展

2021年10月

公布入選學校結果及發放資助基金

應用資訊科技的計劃

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

入選學校落實活動計劃

2022年10月31日前

入選學校提交匯報報告*

實體參與
線上參與

智慧城市互動劇場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需於10月16日前報名）
約1小時
小學及中學
80人以上

日期
時間
對象
參與人數

內容
專業劇團iStage創作互動劇場，引導學生投入劇目
之中，認識更多低碳節能、能源效益及智慧城市
的知識。歡迎全校學生或多個級別參與。

*獲發資助之學校必須提交匯報報告 (自訂形式的活動文字、簡報、相片或短片) ，
否則港燈有權向獲資助學校索回有關款項。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適用於中小學)
所有級別的「綠得開心學校」，均可競逐「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
開心學校」並延續至下年度。詳情如下：

」，競逐學校將自動成為三星級「綠得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可自訂日期及時間）
約2-3小時（課程備有網上1小時版本）
20-30人
由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的導師教授同學親手製作有關
智慧生活的編程裝置，學習運用科技達至減碳節能。

日期
時間
參與人數

老師及學生可於校內舉辦自訂日期(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間)及模式的低碳主題活動，並於2021年
10月31日前，於港燈綠得開心計劃網頁內的「學校專頁」，上載自訂形式的活動簡報、相片或短片。
評審準則：
- 活動獨特性、創意程度 (35%)
- 推展方式、教育意義、效果 (35%)
- 累計學生參與率/參與程度 (15%)
- 完成「減碳主題活動日」數目 (10%)
- 活動報告的表達及創意 (5%)

比賽分為「小學組」及「中學組」，每組將選出以下 項：
- 冠軍 （ 學金港幣六千元）
- 亞軍 （ 學金港幣四千元）
- 季軍 （ 學金港幣二千元）
- 優異 （ 學金港幣一千元）

報名

GreenTV

REC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9月17日

請填妥附頁的報名表格，於2021年9月17日或之
前，傳真或電郵至港燈綠得開心計劃
傳真號碼：2521 1580
電郵：happygreen@hkelectric.com

智慧生活 - 製作智能夜燈

智慧環境 - 製作智能種植系統

小四至中二

中三至中六
(以小組形式進行)

學習運用微控制板編寫電腦程
式，製作自動感光開關的智能
夜燈裝置。

認識物聯網的概念及學習製
作物聯網(IoT)裝置，收集及
監察植物生長環境的數據。

3

港燈「智惜用電生活廊」虛擬導賞團
日期
時間
對象
參與人數

00:00:20:21

「綠惜電視Green TV」減碳學習台正式上線

結果
報名學校將於2021年9月下旬獲確認「綠得開心
學校」級別，並可透過「學校專頁」報名參加不
同活動，亦可透過「綠得開心」每季快訊，接收
最新的活動資訊。

2

智慧城市STEAM減碳工作坊

透過不同頻道加深公衆對「減碳」的認識，從而訂

內容
參與同學可於港燈「智惜用電生活廊」虛擬團賞團，認識
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及智慧城市等課題。

立自己的減碳行動，合力協助香港在2050年實現
碳中和。
立即瀏覽：

港燈免費能源審核服務
對象

www.hkelectric.com/happygreencampaign

HK Electric Happy Green Campaign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可自訂日期）
約半小時
小學及中學
100人

3143 3727

6900 2693

支持機構：

教育局
商校合作計劃

過往12個月未進行過能源審核的學校
（只適用於港島及南丫島學校）

內容
港燈會安排實地視察學校環境，分析能源效益
表現，協助尋找節能的機會，提供審核報告及
建議，改善能源效益。

4

Gree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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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 New Mission
00:00:20:21

「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 2021-2022
本校希望加入「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並確認在校實踐以下的「綠得開心」準則(*須符合最少2項)，包括：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綠得開心」準則1﹕應用可再生能源（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在學校設有可再生能源的設施/系統，如太陽能/風力發電的設施等
口 參加港燈上網電價計劃
口 在學校設有可再生能源的模型，輔助教導學生有關可再生能源的知識
口 舉辦活動推廣可再生能源
口 其他，請簡述﹕

「綠得開心」準則2﹕鼓勵節能（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舉辦開放日推廣環保減碳，讓公眾人士到校了解學校環保措施及活動
口 於校內張貼節能標示，提醒學生節約用電
口 學校/學生於校園內以新媒體或社交平台推廣環保減碳，如拍攝有關環保的短片於校園電視台、Facebook、
instagram等媒體播放
口 舉辦活動鼓勵學生參與推廣節能
口 其他，請簡述﹕

「綠得開心」準則3﹕推廣低碳校園（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定期計算碳排放量，以設定及檢討減碳效益
口 舉辦活動鼓勵學生參與減碳，如推廣使用循環再造物品、推動回收活動、減少廚餘等
口 推出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實踐減碳
口 簽署減碳約章，訂立減碳目標
口 其他，請簡述﹕

「綠得開心」準則4﹕傳授環保知識（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於課程加入可再生能源、節能及低碳生活的內容

口 於課外活動中加入有關保護環境的內容

口 委任環保大使，協助宣揚及推廣環保

口 向家長推廣環保知識

口 其他，請簡述﹕

「綠得開心」準則5﹕規劃綠色人生（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舉辦生涯規劃活動，並加入環保題材
口 教導學生如何規劃綠色人生，如於「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中建立綠色生活習慣
口 邀請環保人士或團體分享如何規劃綠色人生，如分享在生活不同範疇如何實踐環保
口 其他，請簡述﹕

「綠得開心」準則6﹕實踐智慧校園（以下須最少選1項）
口 進行能源審計
口 在學校日常運作中，使用節能設施，如使用節能照明燈具、自動感應控制系統、智能拖板等
口 運用科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如電子繳費系統、智能學生證等
口 推行電子教學，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如利用電子書或設立內聯網，讓學生善用網上資源進行學習
口 其他，請簡述﹕

學校聯絡資料 (必須填寫)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口香港

口九龍

口新界

口 請為本校安排免費能源審核服務。(服務只適用於港島及南丫島學校)

負責老師姓名：

學校電話：

電郵地址：

手提電話：
口同意/口不同意將手提電話加入港燈「綠得開心學校」的
WhatsApp群組，以接收最新活動消息。

校長/負責老師
簽署及校印：

日期﹕

請將填妥之申請表格，於2021年9月17日或之前，以下列方式交回港燈綠得開心計劃
電郵：happygreen@hkelectric.com ； 傳真：2521 1580 ； 查詢電話：3143 3727 / 6900 2693
條款及細則
•為致力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權，本公司確保在收集、使用、保留、轉移及查閱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活動，均符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的規定。
•此報名表格內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將供港燈為此「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之用。要求查詢及更正個人資料，可電郵happygreen@hkelectric.com。
•申請人遞交的所有資料，無論獲接納與否，一概不予發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