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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r是2015年成⽴的環境教育組
織，以本地旅遊作為切⼊點，提倡

⻘年主導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領導

先鋒，V’air團隊成員都是年輕⼈，
且具備環保⼯作經驗和相關學術背

景。

關於 V'air

2019年週年報告



綠⾊商戶

V'air 邀請檔主簽署環保約章，成為綠
⾊商戶，承諾實現四⼤⽬標：減包裝、

減膠袋、乾淨回收以及拯救物資。在

V’air的努⼒宣傳下，約七成檔主都成為
了綠⾊商戶，並承諾履⾏推動環保意識

的責任。

綠⾊⻘年企業家
綠⾊⻘年
企業家

沙⽥⽣態
導賞

⽣態遊導賞員帶領市⺠由源⽲路出發，

前往沙⽥中央公園，其中介紹內容環繞

社區植物、地⽅歷史、河流⽣態以及氣

候變化。不少市⺠帶同⼩朋友⼀起參與

活動，更深⼊地了解社區特⾊。

舊膠袋及
利是封派發

重點項⽬ -
 V'air x 環運會：
綠⾊年宵樂沙⽥

V’air 從不同組織及社區收集到1500個利
是封及750個可重⽤膠袋。收集⽽來的購
物袋、利是封、及製作好的膠袋花，皆

供市⺠⾃由取⽤。桌上亦有宣傳單張呼

籲⼤眾使⽤環保綠寶，即⽑⼱、⽔樽、

購物袋、⾃備餐具以及餐盒，希望培養

市⺠減少使⽤即棄⽤品的習慣。

為響應綠⾊年宵，綠⾊⻘年企業家在設

計商品時，都會要求製造商除去商品的

⼀次性包裝，以減少浪費。同時，為呼

籲客⼈⽀持環保，他們會⿎勵客⼈到

V’air攤位「購物袋共享箱」領取免費購
物袋，甚⾄⾃備環保袋予客⼈使⽤，務

求將廢物量減⾄最低。

V'air 與環境運動委員會 (ECC) 合辦
「綠⾊年宵樂沙⽥」。整個活動主題環

繞年宵與環保，以⼀系列的活動，與沙

⽥居⺠⼀起共度喜氣洋洋的綠⾊新年！



活動以年宵後的物資重⽤回收為主題。V’air 收集了7,500件物資。有2,700多件物資於現
場讓⺠眾領取，部分則運送⾄堆肥廠回收。其餘⼤部分乾貨送往沙⽥社區綠化站以及其他

組織團體和學校接收處理，部分⼩型家具和玩具則運到⿈宇翰議員辦事處，作後期公眾物

資派發。直⾄派發活動結束時，超過九成⼋物資成功地向公眾發放，反映出⺠眾對於⼆⼿

物品接受程度頗⾼。

綠⾊年宵樂
及物資拯救

V'air 的 Tracy 及 Natalie 分享綠⾊年
宵樂沙⽥的籌備及運作。

⾹港電台第⼀台
《⼤氣候》訪問

Q1
活動⼀覽



復活節chill
遊⿓⻁⼭

為我們的合作夥伴Microsoft介紹⿓⻁⼭⽣
態環境，認識不同植物及本地原⽣品種。

V'air x ECC 合辦
世界環境⽇系列

【低碳微旅⾏2019】

⿅⾊⼤埔⾛
⿅頸、

⾕埔

⿓爭⿎⾾
環保園、

⿓⿎灘

⿓⻁⼭
低碳之旅

這次的⾏程，參加者探索了沙頭⻆的歷史

和動植物知識。遊⾛當地，猶如時光倒流

⾄六⼗年代，參加者們都得到了豐富的經

驗。V’air積極⿎勵本地遊的⾏動，重新認
識和發掘家園的故事，除了得到新知識，

也可以加強歸屬感，為保護家園出⼀分

⼒。參加者在環保園領悟到原本的⽣活⽅式對

環境破壞的嚴重性。深⼊⿓⿎灘，探索天

后古廟，更重新認識了⿓⿎灘⼀段與宋朝

帝王相關的歷史故事。V’air致⼒推動本地
遊，除了希望⼤眾重新認識⾹港歷史，更

渴望能給予參加者反思的機會，以改變⽣

活習慣來為保護環境出⼀分⼒。

Q2
活動⼀覽

社企苗與V’air 低碳本地遊，帶領家⻑陪同⼩朋友⼀起上課，了解⾹港⾃然⽣態知識，學
習歷史戰爭對⾃然環境的影響，認識具保護價值的植物和⽂物，還有不同的植物種類和昆

蟲，並且教育下⼀代保護環境的⽅法。



夜間導賞團 —
尋棲千百度

V’air 和⾹港兩棲及爬蟲協會的「環保基⾦
—兩棲爬⾏保育⼤使訓練計劃」合辦兩團
「夜間導賞團—尋棲千百度」。在⼀群環保
使者和兩棲爬⾏發燒友的介紹和引領下，參

加者親⾝接觸⾹港兩棲爬⾏動物，了解⽣態

和保育的重要性。兩團反應熱烈，報名的⼈

數遠超參與名額。

Q3
活動⼀覽

⾹港仔⽔塘

⼼活。⾝活 —  
⼤埔滘靜觀遠
⾜體驗活動

中⼤暑期
課程分享

三⽔清 — 
三⾨仔沙灘清
潔暨導賞活動

應⾹港中⽂⼤學陳教授的邀請，V’air創辦
⼈連同兩位實習⽣於7⽉份到中⼤暑期課程
「GRMD0401認識⽣態旅遊和可持續旅
遊」 進⾏分享，題⽬為 「從下⽽上應對氣
候變化：推動本地旅遊」。學⽣很投⼊參與

討論，探討不同持分者如何推動本地可持續

旅遊發展。

是次活動為⼤家提供了⼀個舒展⾝⼼

的機會。在靜觀導師的帶領下，參加

者⾛進⼤埔滘⾃然護理區，感受⼤⾃

然之美，聆聽內⼼的聲⾳。V’air相信
環境教育不⼀定要硬性輸出專業知

識，讓參加者在⾃然中感受⾝邊的氛

圍，體會⼈和⾃然的關係，也是⼼靈

修煉和環境教育的⼀種。

活動期間，V’air和參加者清出共⼗五袋垃
圾。除了常⾒的膠製品、索帶、發泡膠，也

有⾞軚、⼤射燈等。此外，V’air也安排了
參觀三⾨仔村內⼤埔地質教育中⼼的⾏程，

由中⼼導賞員介紹有關三⾨仔⼀帶的地理知

識。



創意滿「社」
社會創新展覽

浮潛獨⽊⾈
⽣態遊

教練傳授參加者划獨⽊⾈的技巧，並帶領⼤家⼀起划⾈到橋

咀進⾏浮潛。期間，導賞員也介紹了不同種類的珊瑚和牠們

所⾯對的威脅，⽽參加者亦留意到有不少珊瑚已經⽩化。浮

潛以後，導賞員更帶領參加者步⾏前往橋咀島的連島沙洲，

了解⾹港地理和歷史。

Q3
活動⼀覽 V’air 參加了由YMCA⻘年會和⾹港浸

會⼤學學⽣事務處合辦的「創意滿

『社』社會創新展覽」，與20多個本
地及海外參展商分享機構推動環境教

育和可持續旅遊的理念。當中V’air向
公眾介紹本地低碳遊的理念，讓市⺠

⼤眾了解更多並集思廣益，⼀起討論

如何紓緩氣候變化。



綠路童⼼ —
幼師城⾨⽔塘
導賞團

Q4
活動⼀覽

雷霆881 商業電台
《⼀點鬆⼀鬆》

低碳⽣活與
升級再造⼯作坊

港台電視
《漫遊百科2019》

V’air 與⾹港專業教育學院(沙⽥)幼兒、⻑
者及社會服務系成為⻑期合作夥伴，為幼

稚園教師和學⽣家⻑舉辦⼀系列的導賞團

和⽣態訓練。

V’air 成員在商業電台「⼀點鬆⼀鬆」接
受訪問，介紹低碳微旅⾏以及親近⼤⾃然

對⾝⼼的益處。

V’air 成員為朗基中學學⽣舉辦以「低碳
⽣活」為主題的分享及體驗⼯作坊。活動

主要介紹低碳⽣活及如何實踐綠⾊⽣活，

並⿎勵學⽣踴躍⽀持低碳本地遊。接著分

享以後進⾏的是兩個升級再做⼯作坊，分

別是ＤＩＹ天然蚊怕⽔和利⽤膠樽製作可

重⽤遮袋。

V’air 導賞⼤埔滘⾃然保護區的美景。



現有合作夥伴

資助∕贊助

中⼤校友慈善基⾦
環境及⾃然保育基⾦
伍宜孫書院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帝盛酒店集團
九⿓表⾏
Hydroplast

導賞團

共舉辦

11團

⽣態巴⼠
福建中學(⼩西灣)
環境局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跨境環保關注協會
中⼤學學⽣會農業發展組
⾹港戶外⽣態教育協會
⿓⻁⼭郊野公園晨運之友會
Green Monday
⾹港專業教育學院
⾹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Microsoft
Social Seed 社企苗

網上平台

公眾教育
活動 總⼈

次：

2000+

中⼤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
中⼤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港中⽂⼤學資訊處
浸⼤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組

Greenomarket 環保市集
善衡書院 Dreamcatchers
⾹港⼤學⿓⻁⼭環境教育中⼼
萬⾥機構
環境運動委員會
中華基督教⻘年會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港中⽂⼤學創⾏
中⼤伍宜孫書院
博群全⼈發展中⼼ 
⾹港中⽂⼤學尤努斯社會事業中⼼
New World Development
中⼤社企基⾦

漁農⾃然護理署
威城頓國際
鹽光保育中⼼
低碳想創坊
鄭萃雯 

了解更多

網上媒體公眾教育活動創業⽀援

學術⽀援導賞團∕⼯作坊

2019 網⾴瀏覽⼈次：40,583
Facebook 讚好⼈數：4,500+
Instagram 追蹤者：1,100+

@vairhk

V'air Hong Kong 低碳本地遊

V'air Hong Kong 

https://www.vair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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