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學會學生代表 
 
 
 
 
 

      以下是環保學會學生代表開會時的匯報情況： 
 
 
 
 
 
 
 
 
 
 
 
      園圃小組成員 6A 彭倬樂同學建議可帶健康的調味料於午膳使用，如紫菜和芝麻

等，以減少廚餘；而環保大使 5B 林思思同學則提出同學必須貫切乾淨回收之原則，先

清洗回收物，再放進回收箱中。 

 

 

 

 

 

 

 

 

 

 

 

 

     減廢小先鋒 6A 許浩朗同學建議學校可考慮增加網上工作紙的數量，取代部分紙本

工作紙，以減少使用紙張；而綠色小先鋒 5C 陳心喬同學則提出同學應自備手帕，以減

少使用抹手紙，達致環保 4R 中的 Reduce 及 Replace 原則。 

為促進學校環保工作的發展，本校環保學會學生代表會定期

出席本校的環保組會議，他們會預先搜集同學的意見，整理後向

學校匯報，亦會提出一些有效促進學校環保發展的建議。 
 



 

 

 

 

 
 
減廢小先鋒職責： 

 協助監察課室內的固體廢物 

 協助班際減廢比賽 

 協助校園減廢活動 

 完成及整理減廢日誌 
 

 

 

     2018-19 年度減廢小先鋒 
 

班別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4A 鄧梓軒 - 6A 許浩朗 呂本穎 

5A 鄭卓瑤 方 嵐 6B 陳諾希 陳欣霖 

5A 韋皓晴 侯睿孜 6B 周均曦 黃曉瞳 

5A 施泳希 黃穎曦 6B 姚泳茵 - 

5B 李熙晴 林思思 6C 陳心怡 張知樂 

5B 羅上程 杜綮哲 6C 梁柏禧 劉一帆 

5C 陳顥浚 馮梓棋 6C 黃一樺 嚴梓晉 

5C 張香可兒 - 6D 梁皓溍 許若涵 

- 6E 邱沛蓉 - 

 

 

減廢小先鋒 



 

 

 

環保大使職責： 

1. 協助周會宣傳 

2. 協助綠色校園活動 

3. 推廣校內環保活動 

4. 參與基礎及專題環保訓練 

2018-19 年度環保大使 

 
 

4A 陳進熹 5A 蘇俊謙 6A 劉梓樂 6C 蕭詠嵐 

4A 鄭達燊 5A 韋皓晴 6A 彭倬樂 6C 嚴梓晉 

4A 蘇靖淇 5B 關雅禧 6B 張希一 6D 陳玟熹 

4B 陳永晞 5B 林思思 6B 楊仲軒 6D 張穎晞 

4C 蔣肇軒 5C 陳顥浚 6C 張知樂 6D 潘心悅 

4C 張冉立 5C 關善瑜 6C 羅芯悅 6E 陳進諭 

4C 黃懿諾 5C 林巧瑜 6C 莫芷晴 6E 陳睿兒 

5A 侯睿孜 6C 劉一帆 6C 黃筱婷 6E 李婕妤 

6E 麥籍心 6E 鄧耀森     

環保大使 



 

 

 

 

 
 
 
園圃小組職責： 

 協助監察校園內的植物 

 負責園圃種植 

 協助水耕種植 

 協助開放園圃 
 

 

 

     2018-19 年度園圃小組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A 張嘉式 6A 歐陽德諭 

4C 張詩一 6A 陳君宇 

4C 梁穎桐 6A 李珀蕙 

4C 梁迎峰 6A 麥程僖 

5A 周  信 6A 彭倬樂 

5B 鄭楚頤 6C 周顯華 

5C 袁承志 6C 劉一帆 

- - 6D 張穎晞 

 

 

 

園圃小組 



 

 

 
綠色小先鋒職責： 

 協助溫室種植及綠色校園活動 

 協助照顧課室內的盆栽 

 協助記錄班內電腦回收耗材 

 整理可再用廢紙及把不可再用廢紙放回回收箱 
 

     2018-19 年度綠色小先鋒 
 

班別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1A 陳巧悠 王之淵 3C 方明 簡芊滺 

1B 朱亭慧 鄭滺 3D 方寯 萬翹諄 

1C 麥芊羽 蕭以晴 4A 李千平 鄧梓軒 

1D 余溢正 葉心寧 4B 陳衍尹 彭翊俊 

 鄭子琳 張子墨 4C 古思晴 龐啟鏗 

1E 江沚朗 楊逸 5A 謝啟謙 羅愉行 

2A 潘祉樂 潘梓尉 5B 陳澤其 吳卓盈 

2B 陳善怡 梅繼彰 5C 陳心喬 利枝霖 

 鍾幸翹 林信然 6A 黃樂瑤 陳施恩 

2C 司明韻 葉揚 6B 黃予瀚 張希一 

2D 曾晴朗 莊子熙 6C 張泳甯 温晴 

3A 李彥諄 王思行 6D 黎柏希 梁皓溍 

3B 林佩欣 周君彥 6E 麥籍心 何汶諺 

 

綠色小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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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保育生態成員職責： 

透過參觀活動，讓學生認識海洋生態 

及水質污染之間的關係 

成員名單： 

4A  鄧梓軒 5A 黃穎曦 6A 許浩朗 

  5A 施泳希 6A 呂本穎 

  5B 李熙晴 6B 陳諾希 

  5B 羅上程 6B 陳欣霖 

  5B 杜綮哲 6B 周均曦 

  5C 馮梓棋 6B 黃曉瞳 

  5C 張香可兒 6B 姚泳茵 

    6C 陳心怡 

    6C 張知樂 

    6C 梁柏禧 

    6C 劉一帆 

    6C 黃一樺 

    6C 嚴梓晉 

    6D 梁皓溍 

    6D 許若涵 

    6E 邱沛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