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物回收，人人有責 /社會及國家生活/初小 

生活事件教案 

 

廢物回收，人人有責 

 

示例概要 

 

本示例透過學生參加屋廢物回收運動的生活事件，讓學生明白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

堅毅精神。並透過專題研習，希望提供一完整學習經歷讓他們親身體驗並建立堅毅精

神這一價值觀。 

 

對象 

 

初小學生 

 

學習目標 
 
1  幫助學生了解有很多工作要靠個人堅毅的精神才能做得完滿； 

2  讓學生明白減少廢物是每個人應負的責任； 

3  訓練學生掌握協作能力、溝通能力和研習能力。 

 

價值觀/ 態度 

 

堅毅精神、責任感 

 

教學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班主任課  

 

教材 

1. 社區/屋邨廢物回收活動的目的 (附件一) 

2. 廢物分類回收須知 (附件二) 

3. 社區/屋邨廢物回收活動工作須知 (附件三) 

4. 學習歷程記錄冊 (附件四) 

 

教學時間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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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講述  (5 分鐘) 

 

教師可向同學簡介政府部門、綠色團體和屋

邨、社區所合辦的廢物回收運動的目的及意義(見

附件一)。 

如學生曾經有參與廢物回收的經驗，教師亦可請

學生將自己的經驗和同學分享作為引入活動。 

 

 

 

讓學生明白政府部門與社區致力改

善香港環境情況。 

活動二：討論活動（10 分鐘） 

 

教師提問部分社區廢物回收運動的果效未如理

想的原因何在？[教師可利用學生的日常見聞引導

他們思考廢物回收運動果效未如理想的原因]。 

討論問題： 

1.  描述市民怎樣不善用廢物回收箱？ 

( 廢物回收箱被市民當作垃圾箱。) 

2.  列出市民未能善用廢物回收箱的原因？ 

( 市民貪一時之方便，欠缺廢物回收意識。) 

3. 建議一些可行的方法，以提高市民使用回收箱的

意識。 

( 可從宣傳和教育開始，讓市民和學生明白有關

廢物回收的意義，強化他們對社會的公民意

識。) 
 

活動三：行動計畫（25 分鐘） 

教師向學生提出一起落實參與社區廢物回收活動的

計畫，並解釋其目的及工作要求(見附件二及三)。

著學生分組並完成學習歷程紀錄冊(見附件四)。 

 

教師總結：  ( 5 分鐘) 

       參與社區上的廢物回收運動，一方面可以減

少廢物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同時亦可培養個人處

事堅毅不屈的態度。 

而保護環境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同學在

參與活動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但同

學需要有克服這些困難的信心，才可讓社區環境

得以改善。 

 

 

 

讓學生明白社區廢物回收運動的

成功與否乃取決於很多方面的因

素，其中一個是巿民的合作與態

度。 

 

 

 

 

 

 

 

 

 

 

 

 

讓學生真正體驗廢物回收是一項持

續性的工作，同學需習慣把廢物分

類回收，才可達到保護環境這一長

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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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及應用  
 
活動三匯報及評估   (每次約 30 分鐘) 

 

1. 教師可安排學生每星期一次匯報工作進展︰分享經驗及提出在活動進行期間所遇

到的困難，而老師可就同學的問題協助學生找出原因及解決方法。更重要是引導

學生明白在工作過程中雖然會遇到挫折或障礙，同學應以堅毅的態度，盡力完成

自己的工作。 

2. 對於能實踐計畫目標的同學予以讚賞並鼓勵其他同學積極參與、嘗試。 

3. 教師亦需不時提醒學生將有關內容存入學習歷程記錄冊內以便日後參考。 

 *  預期問題︰ 

回收方面：(1) 家人投訴暫存家中的廢物，影響家居環境。 

                             (2) 回收箱的儲存空間有限，未能盛載同學或居民準備回收之 

廢物。 
(3) 回收箱的地點偏遠，來回需時。 

(4) 被別人取笑參與廢物回收的工作。 
合作方面：組員不合作/不積極工作/不知道怎樣填寫記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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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區/屋邨廢物回收活動的目的 
 

1. 目的 

a. 提高巿民保護環境的意識 

b. 讓巿民參與回收工作，減少廢物 

 

2. 意義 

a. 減少廢物可減輕堆填區的壓力，亦可減低政府在處理廢物方面所花的公帑。 

b. 減少廢物有助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c. 讓巿民參與回收工作以達致減少廢物的目標。 

 

3. 教師可向學生提供下列的數字使他們明白香港廢物問題的嚴重性和減少廢物是解決

問題的最佳方法。 

回收項目： 回收的好處： 

1. 回收一公噸廢紙， 可以救回 17 棵樹。 

2. 回收一個玻璃瓶，  所節省的能量可以點亮一個 100 W 的

電燈泡 達 4 小時。 

3. 回收一個鋁罐， 可以節省百分之九十五能源。 

下列物料在堆填區要自然分解，需時︰  

1. 一片紙屑， 需要 2 至 4 星期。 

2. 一隻羊毛襪子， 約需 1 年。 

3. 一枝塗了油漆的木柱， 

 

需要 13 年。 

4. 一個鋁罐， 需要 200-500 年。 

 

香港市民每天拋棄多少廢物： 

1. 一天所棄置的廢物和垃圾有 16800 公噸，可以填滿 175 輛巴士。 

2. 一天棄置的膠袋有 2500 萬個。 

3. 一天棄置的發泡膠有 15 萬公噸。 

4. 政府約花費 $ 800 來處理一公噸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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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廢物分類回收須知 
 

一 為何要減少廢物？ 

 

香港人每年所棄置的垃圾，足夠將維多利亞公園完全覆蓋至 13 層樓的高度。 

廢物經過分類，可循環再造成為有用的物品：不單有助保護環境，而且善用資

源，更可節省金錢。 

現時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率為 34%(約 180 萬公噸)。政府需要市民的支持，把減廢

及回收的工作做得更好。 

 

二 什麼廢紙可以回收？ 

 

可回收的紙張有： 

◎小冊子及宣傳單張 ◎報紙 

◎雜誌及書本(拆去膠面) ◎瓦通紙 

◎信封(除去透明膠窗) ◎厚皮紙 

◎書寫紙(任何顏色)  

 

不可回收的紙張有： 

◎用過的紙杯及紙碟 ◎有膠面的紙 

◎紙巾、廁紙及抹手紙 ◎炭紙/蠟紙 

◎紙包飲品盒 ◎玻璃紙 

◎感熱傳真紙/熱敏感應紙 ◎貼紙 

 

三 鋁罐可以回收嗎？ 

 

所有鋁罐都能回收。家中常見的廢鋁罐有： 

◎汽水罐 ◎啤酒罐 

 

注意： 

◎不要放鐵罐入回收箱內。 ◎先清洗乾淨，以防蚊蟲滋生。 

◎清除膠飲管。 

 

四 什麼類形的膠樽可以回收？ 

 

所有膠樽都能回收。家中常見的廢膠樽有： 

◎沐浴露樽 ◎洗潔精樽 

◎飲品樽 ◎洗髮水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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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除去膠樽內的雜物。例如：液體、金屬、紙張等，才可放入回收箱內。 

◎清洗乾淨，以防蚊蟲滋生。 

 

五 減廢貼士 

 

◎將舊的玩具和衣服送給慈善團體或有需要的人。 

◎自備購物袋，少用膠袋。 

◎使用手帕，代替紙巾。 

◎使用可再充電的電池。 

◎避免使用用完即棄的物品，例如發泡膠飯盒，紙杯。 

◎避免不必要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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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社區/屋邨廢物回收活動工作須知 
 

1. 同學以四人一組參加屋的廢物回收運動，如能選擇居住在同一屋邨/社區的同

學為組員較佳。 

2. 組員需分工合作完成學習歷程記錄冊，內容可以文字相片或簡報表達。 

3. 根據老師指定的時段，各組員要匯報工作進展、經驗，所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

法。 

4. 回收廢物應以家中廢物為主，可與家人商量一些方法將廢物在家中適當地處理。

例如設置一個紙箱專門收集報紙。 

5. 處理廢物時如清洗膠樽/鋁罐要注意安全及請家長協助。 

6. 應將各回收物品放入最接近自己家居的廢物分類回收箱如電梯大堂。如需前往較

遠地方必定要家長陪同以免發生意外。(教師可先向主辦單位查詢各設置廢物分

類回收箱的地方以告知學生)。 

7. 這項工作不是比賽，各同學遇到問題想停止，可與組員、老師商量以找出解決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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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習歷程紀錄冊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學年：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其他組員資料 

編號 姓名 (座號 / 班別) 所屬屋 / 社區 

1. 

2. 

3. 

4. 

  

 

二. 活動開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每周個人記錄 

  

a. 回收數量： 紙張(約數) ___ 張 b.  前往回收箱日期：_________________  

   

  鋁罐            ___ 個 c.  回收箱的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  

   

          膠樽           ___  個 

  

b. 家人意見：(由家長填寫後並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所遇到問題及解決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如果本週沒有做到回收，請在此處寫出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評估：(在整個活動完結後進行) 

a) 整個活動進行了多少時間？ 

b) 你認為自己表現如何？ 

c) 成功/失敗的原因？ 

d) 在堅毅精神方面，你會怎樣評價自己？ 

     

5  4  3  2  1   0       ( 5 為最高分；0 為最低分) 

e) 你的同學及家長又給予你什麼等級？如要晉級，你會怎樣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