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校長：  

齊參與「碳中和大挑戰」 

2022-2023 年度活動 

   

面對氣候變化迫在眉睫的全球性災難，聯合國「巴黎協定」以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為當今最為緊

迫的使命。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自 2006 年起居全球之首。2021 年中國提出

的「碳中和」承諾，有望令全球氣候應對取得更大成效。去年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亦定下了更進取的減碳排放和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致力在 2035 年前把香港的

碳排放量從 2005 年的水平減半。 

 

「碳中和大挑戰」新一輪活動將於 2022 年 9 月開始，新添多個主題日活動、專題講座、教學資

源及專題培訓。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誠邀 貴校參與「碳中和大挑戰」，鼓勵學生

藉培養良好生活習慣、促進社區互助及實踐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共同邁向碳中和。我們期望

參與學校承諾支持碳中和，協助宣傳減碳排行動訊息，並帶動師生參與行動。我們更鼓勵學校

就應對氣候變化作減碳社區提案，傑出提案可獲技術支援及上限 HK$20,000 資助實踐及記錄，

進一步推廣社區參與。  

   

「碳中和大挑戰」項目獲中國銀行（香港）贊助，活動費用全免，現接受報名。隨函附上活動

資料以供參考，歡迎於網上或以傳真報名。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9962837 或 透過電郵 ghprog@kfbg.org 與本苑聯絡。   

   

敬希垂注，並祈早日賜覆。   

敬祝教安!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綠匯學苑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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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氣候變化是積極面對其災害的起點，只有知行合一，方可緩減

這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戰！  
 

項目以能源、食物、水及消費四個主題為學校及團體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建議、

專題培訓及相關支援， 誠邀各學校承諾支持碳中和，帶動團隊及社群以行動積極應對

氣候變化。 新一輪活動將於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進行，歡迎學校參與以下主題

日（可自行安排日子），並配合延伸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實現減碳

生活。學校及團體更可提交減碳社區提案，傑出提案可獲技術支援及上限 HK$20,000

資助實踐及記錄，進一步推廣社區參與。 
 

項目獲中國銀行（香港）資助，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主辦。活動費用全

免。 
 

「碳中和大挑戰」主題日 

我們鼓勵學校舉辦「碳中和大挑戰」主題日，引導學生專題學習及積極行動，逐步把

低碳行動融入生活。 

 

學校登記參加「碳中和大挑戰」後，便可從項目網站下載各個專題的教學資源籌辦主

題日，並透過電郵接收最新的活動消息及培訓資訊。  
 

「碳中和大挑戰」

專題 
主題日 

教學資源包括各主題日的宣傳海報

（電子版）及下列教材： 

能源篇 
無冷氣日 

家居碳審計教學短片 

及家居節能方案工作紙 

樂活萬步日* 

碳中和行動工作紙 

食物篇 

素食日 

惜食零浪費日 

水資源篇 

挑戰沖涼 300 秒 

自備水樽日 

消費與減廢循環篇 
零棄紙日 

製作再造種子紙示範短片 

*參與學生達 100 人的學校,，可獲種

子 100 份作活動材料 

無即棄餐具日 自製餐具袋教學短片及工作紙 

*鼓勵多步行，認識日常交通模式對碳排放的影響。 

  



 

網上專題講座 

項目將為參與承諾的學校提供 2 個網上專題講座。學校可預約舉行日期時間，以配合

主題日及碳中和教育推廣。講座以 Zoom 形式進行，本苑將提供登入連結予學校。 
 

講座（一） 碳中和大挑戰——減碳從生活做起 

對象︰高小及中學  

內容︰講座將介紹氣候變化的成因及影響、碳中和概念及目標，以及碳排放與能源、

食物、水及消費的關係，並分享如何從衣、食、住、行等方面減少碳排放，以

應對氣候變化。 
  

講座（二） 改變未來的飲食 

對象︰高小及中學  

內容︰糧食生產佔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的四分之一，實踐低碳飲食是緩減氣候變化的

重要一環。講座將介紹碳中和概念及目標，分享食物選擇如何影響碳排放，認

識如何食得健康、低碳又環保。 
 

 

獎勵及加許 

1 凡參與任何兩項「碳中和大挑戰」主題日之學校，可獲「碳中和大挑戰」減碳行

動加許證書乙張以作表揚。 

2 本苑將於網絡平台鳴謝各參與學校及團體。 
 

 

報名及查詢 

填妥附件報名表，透過以下方式提交： 

電郵 : ghprog@kfbg.org 

傳真 :  26380110 

查詢電話 : 29962837  
 
 
 

 

附件 

1 學校報名表格  

2 創意提案簡介及報名表格 

 

  

bit.ly/3SkYWpY 

網上下載報名表 



 

附件（一） 

「碳中和大挑戰」學校報名表格 

請將報名表電郵至 ghprog@kfbg.org 或傳真至 26380110 

綠匯學苑將在七個工作天內以電郵回覆確認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名稱︰   

聯絡電話︰（學校）  

（手機）  

聯絡電郵︰  

參與承諾人數︰  

本校                                                                                                                                 （請在方格加上√） 

 承諾支持碳中和，協助宣傳減碳排行動訊息  

  承諾於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舉辦碳中和主題日*，並請學生以一週行動為起點， 

     逐步把低碳行動融入生活。 （可選擇承諾一項或多項行動） 

 無冷氣日  樂活萬步日  素食日 

 惜食零浪費日  挑戰沖涼 300 秒  自備水樽日 

 零棄紙日  無即棄餐具日  

  *本苑在收到申請後，會聯絡學校安排活動資源發放，以配合相關主題日推廣。  
 

  參與以下碳中和專題講座   

     （講座適合高小及中學生參與，最少人數 100人，校方可選一項或多項） 

 

碳中和大挑戰——減碳從生活做起 

     日期／時間 

     第一選擇：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時間） 

     第二選擇：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時間） 

     學生年級：_________________ 

一般學生人數︰ _____________  

書簿津貼（全津或半津）綜援或低收入家庭學生數︰__________ ** 

   

 改變未來的飲食      

日期／時間 

     第一選擇：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時間） 

     第二選擇：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時間） 

     學生年級：_________________ 

一般學生人數︰ _____________  

書簿津貼（全津或半津）綜援或低收入家庭學生數︰__________ ** 
 

註：**項目屬資助活動，人數資料只作統計用途。 

 本校希望透過電郵收取更多有關綠匯學苑的活動資訊。   

 
 

        簽署及蓋印：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碳中和大挑戰」 

創意提案簡介及報名表格（學校／社群小組參與） 
 

「碳中和大挑戰」創意提案，鼓勵參加者思考日常生活中或是社區中如何達致碳

中和，為香港實踐碳中和的目標出一分力。學校／社群小組參與著重探究自然為

本解決方案 (Nature Based Solutions NbS)＃的社區應用，歡迎各界以兩人或以上的小

組模式登記。我們鼓勵小組積極分享應對氣候變化的社區提案， 
 

獲選提案可獲技術支援及上限 HK$20,000 資助實踐及記錄，進一步推廣社區參與。

本苑將頒發證書予參與團體以作表揚，並會於網上平台分享傑出的提案。 
 

項目獲中國銀行（香港）資助，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綠匯學苑主辦。 
 

申請資格 

⚫ 參加者須為香港居民；小組組別每組最少兩人，不設組別人數上限。 

⚫ 參加者可同時以小組及個人名義作申請。提交提案數目不限。 

⚫ 須以食物、水、能源或消費相關的碳中和為創意提案主題。  

⚫ 提案將以目標、相關性、創意、啟發性、影響力、廣泛被應用的潛力等作評

分。未曾獲得其他計劃資助的提案將獲優先考慮。主辦單位保留是次活動的

最終決定權。 

報名辦法及查詢 

請將填妥的參加表格以電郵或傳真方式提交。大會收到提案後，將於一個月內以

電郵通知有關申請結果。資助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電郵︰ghprog@kfbg.org 

傳真︰26380110 

截止日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 

 

成功獲選之申請，需於2023年3月7日前以電郵提交記錄表格及相關相片或短片，

並以郵寄或親臨方式提交單據。 

提案參考例子及記錄表格下載，請瀏覽網頁：bit.ly/3JhWuw7  
 

查詢：（電話） 29962837 / （電郵） ghprog@kfbg.org 
 

備註： 

*所有資助只可用作實踐及記錄獲選之提案，參者者須提供單據證明用途並作實報實銷之用。

＃自然為本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 NbS) 是氣候災害風險管理的重要對策，有助建

造宜居、增强氣侯適應力、健康及具生物多樣性的城市，更可綠化城市及提供廣泛的生態

系统服務 , 包括作為碳匯 (Carbon Sink) 以降減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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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大挑戰」創意提案報名表格 

（學校／社群小組參與） 

請將報名表電郵至 ghprog@kfbg.org 或傳真至 26380110 。 

綠匯學苑將在 2 星期內以電郵回覆確認收到提案，如未有收到通知，請致電 29962837 查詢。 
 

團體或小組名稱：  

組別資料  

負責老師/團隊領袖姓名：  

  

 組員人數︰ 

 組員姓名（可加附件）︰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聯絡電郵︰  居住/所屬地區︰  

創意提案簡介 ( 若表格不敷應用，請另加附件。) 

創意提案名稱︰   

創意提案的目的：（如何達致邁向碳中和，例如以食物、水、能源或消費為主題） 

 
 
  

行動內容及時間表：  

 
 

 
 
  

期望成果： 

 
 
 
 

財政預算： 

 
 

本人授權提案資料可供「碳中和大挑戰」活動的非牟利用途。報名表收集的個人資料不會向任何第三

方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