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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胡振中中學 

 

1 《健康校園政策》 

1.1  《健康校園政策》的目的 

 

學校肩負著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使命，除了傳授知識外，更著重全面發展學生的各項潛能，協助他

們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和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事實上，不同的研究均指出，健康是影

響學生學習能力的重要因素。 

 

要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牽涉範疇甚廣：由培養均衡的飲食習慣、有序的生活作息安排、促

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感染，以至處理沉迷上網、吸煙、酗酒、吸毒等問題都包括在內，學校多

年來均有就上述範疇作出努力。 

 

回應教育局提倡的《健康校園政策》，正好為本校提供一個宏觀的方向，統整校內所有就發展學

生健康生活範疇的政策，一方面整合相關的資源，另一方面使健康校園的理念能全面推廣，透過

全體師生共建和諧校園，營造關愛互助的環境，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

觀與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等，促進學生達致良好的生理、心理及社交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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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健康校園政策》的目標 

 

透過推行《健康校園政策》，在學生、教師、學校及社區方面達至以下目標 : 

 

A.  學生 

• 發展健康強健的體魄，減少疾病感染 

• 全面發展身心成長，增強自信及抗逆能力 

• 建立良好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 鼓勵積極投入社區服務，發展良好的社交網絡 

 

B.  教師 

• 注重身心健康，減少疾病感染和精神壓力 

• 透過推廣健康校園，加強團隊精神 

• 協助教師持續發展，自我增值 

 

C.  學校 

• 改善整體學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 培養學生品行，維持良好校風 

• 加強與各持分者（如家長、教師、社區以及政府）的聯繫 

 

D.  社區 

• 為社會培養身心健康、擁有正確價值觀、樂於服務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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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事務委員會 

2.1    專責委員會 

 

本校已成立「健康事務委員會」統籌一切有關推行《健康校園政策》事宜。「健康事務委員會」

專門負責制訂健康校園相關政策及全面落實推行，恆常工作包括預防流感的措施、推行健康飲食

的留校午膳措施、培養學生進行適量的運動、提供情緒管理、性教育、藥物教育及社交健康等培

育。 

 

2.2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A. 行政 

a. 列出學校的行政程序、指引、資源及人手分配，以加強學校的健康/禁毒教育及應付

校園毒品事件 

b. 提供有效的溝通渠道予校方、家長及學生，如：互聯網平台 

c. 提供適當場合，每學期舉行交流會，讓不同專長及經驗的教師/駐校社工可以交流分

享，與相關學生或家長建立關係，為家長提供預防教育，幫助他們認識處理問題的方

法等 

d. 定時與教師及駐校社工開會，了解校園生活的最新情況及學生的需要 

 

B .  制訂校規 

a.   協助學校制訂與時並進、因時制宜的校規，及確保師生、家長與校內成員充分理解及

體會其本身權責 

b.   清楚確立與毒品問題相關的校規，透過校務會議、學校行政指引、早會、學生手冊、

家長通函、班會等，讓全校師生、校內其他員工及家長明確了解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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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關懷文化 

a.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鼓勵教師了解學生的現況，關心學生的發展，盡快得知學生的

需要及適時提供支援，形成預防危機的重要防線 

 

D .  教師方面 

a.  加強教師在健康及禁毒教育方面的培訓 

b.  目的： 1. 幫助教師認識含有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政策 

2. 提升教師的禁毒教育教學技巧及辨識吸毒高危學生的技巧和能力 

3. 加強教師對轉介機制的認識 

 

E .  禁毒教育 

a.   運用各學習領域和科目所包含的禁毒教育學習元素，教授學生禁毒知識，包括毒品相

關的法例、吸食毒品對身體的影響等 

b.   為學生舉辦禁毒教育講座，以增進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識 

c.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機會 / 其他學習經歷，致力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d.   強化學生的身心健康，增強學生之適應能力及提高學生面對生活困難、學習壓力及突

發事件的承受力 

e.   提升學生抗拒引誘的能力，以正確的態度和技巧處理逆境 

f.   進行評估，包括對毒品的認識和態度的評估 

 

 

 

 

 

 

 

 

 

 



修訂日期：2021年 4月 19日 

7 

 

2.3   專責委員會的組織 

角色 成員 職責 

顧問 校長 

⬧ 參考本校的現況和辦學宗旨，參與有關健康及禁毒教育的制訂，帶動

教師參與有關策劃 

⬧ 為禁毒教育訂立全校認同的目標，並調配資源及時間，明確推行健康

及禁毒教育 

⬧ 鼓勵老師及社工參與有關健康及禁毒教育的相關培訓 

⬧ 鼓勵校內其他職員留意學生的異常情況，及即時向校方報告 

⬧ 積極推動與區內其他學校及團體合作、交流及經驗分享 

⬧ 評估健康政策的進度及成效，並作出跟進 

主席 
學生發展部 

總監 

⬧ 負責召開會議，因應學生的需要，與組員商討及釐定學校的工作重點，

以制定一個周詳的計劃 

⬧ 落實推行按《健康校園政策》，制訂每年計劃，確保相關計劃於學年

內全面推行 

⬧ 檢討每年的計劃成效，並向相關持分者報告每年政策的果效 

委員 
宗教教育委員

會主任 

⬧ 透過倫宗科及校訓，建立學生自重自愛、關愛他人、愛護身體及珍惜

生命的價值觀 

委員 
德育及公民教

育委員會主任 

⬧ 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運作，推行包括宣揚健康生活及關愛校

園元素的活動 

委員 輔導主任 

⬧ 與輔導老師合作，舉辦各項禁毒及健康教育活動、讓學生得知有關禁

毒的訊息及毒品的禍害 

⬧ 推動訓輔導老師積極參與有關禁毒的培訓課程，了解學生吸毒問題的

最新情況；回校後透過教職員會議及培訓活動，與其他教師分享有關

資料及心得，讓全體教師及職員有能力識別高危學生及防止學生吸毒 

⬧ 推行性教育及其他全校性活動，以提高學生的自我認識、自我價值觀

及歸屬感等 

⬧ 與社工商討，擬定學生個案轉介程序及跟進方式 

⬧ 妥善記錄學生個案的跟進情況及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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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訓導主任 

⬧ 與警民關係聯絡主任合作，定期舉辦禁毒講座，讓學生得知毒

品的禍害及吸毒/販毒的後果 

⬧ 與訓導老師合作，為高風險學生舉辦有關禁毒活動，以收預防

之效 

⬧ 制訂校內發現學生吸毒、疑似吸毒或藏毒的處理程序及應變措

施 

⬧ 制訂校規及懲罰事宜，確保學校能有秩序地運作 

委員 
聯課活動委員

會主任 

⬧ 與校內及校外活動團體合作，舉辦各項有益身心的體育及康樂

活動，讓學生身心得以均衡發展 

委員 
校園管理委員

會主任 

⬧ 領導校園管理及學生事務組，監管及處理學校校舍之保養及維

修事宜，確保校園美觀、整潔及安全。 

⬧ 購置合宜設備，使學校設備齊全，為教師及學生提供一個舒適

之工作及學習環境 

⬧ 為學校防火及保安上，提供意見並執行有關措施 

委員 
學生事務委員

會主任 
⬧ 監管學校小食部及統籌學生午膳事宜，確保學生飲食健康 

委員 
副校長 (學務)

教務部總監 

⬧ 檢視現存的學校課程，確保學習內容包含足夠的禁毒教育知

識、技能與態度等課題 

⬧ 鼓勵及提供更多全方位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修訂日期：2021年 4月 19日 

9 

 

 

2.4   協作伙伴 

角色 職責 

科任教師/班主任 

⬧ 明白及了解有關健康校園政策的目標、理念、內容及推行細

則等，確保全力支援健康校園政策 

⬧ 提高對學生吸毒的警覺性，避免危機出現；若有個案發生時，

亦可提供適時及適切的協助及轉介 

⬧ 積極參與有關禁毒的培訓課程，以提高辨識及處理學生吸毒

個案的能力 

⬧ 於課堂中加入知識、技能及態度並重的禁毒教育學習元素 

⬧ 加強對學生的關愛，讓學生感受教師的關懷及學懂自愛 

⬧ 鼓勵學生多元化發展其潛能，加強學生的成就感 

駐校社工 

⬧ 作為學生、學校、家庭及社區的橋樑，與校外不同機構保持

聯繫，及早發現校內高危學生，並安排他們接受輔導 

⬧ 了解區內的相關資源，包括政府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的學

生作出適切的協助及轉介 

⬧ 為個案學生及其家庭提供復課及跟進服務 

⬧ 協助訓輔組推行各項健康及禁毒教育活動 

⬧ 與輔導組共同擬定轉介程序、分工、輔導跟進及記錄等程序

細則 

家長 
⬧ 關心子女的成長、身體健康及交友情況 

⬧ 積極支持和配合學校有關禁毒教育的學習活動 

校內其他員工 

⬧ 積極參與有關禁毒教育的培訓課程，了解學生最新的吸毒情

況及相關物品等 

⬧ 當發現有關物品時，應立即向校長 / 訓輔人員報告 

⬧ 盡量保持發現懷疑物品地點的原貌，以便警察學校聯絡主任

到校跟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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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3.1   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校園環境 

要協助學生面對成長上的各種問題，例如抗拒毒品誘惑及其他不良次文化的影響，一個安全、健

康的校園環境是十分重要的。 

 

A.  在學校環境方面 

校園管理及學生事務組定期視察學校環境，檢視學校各個地點有否對學生健康構成危險。並

關注校舍設施的建設、使用及其維修項目，向校方提供有關防火、保安預防的意見、監察及

落實執行預防傳染病指引及持續美化校園，使學習環境更臻完善。措施包括： 

目標 措施 備註 

1. 保養及維修各

項設施建設及

強化校舍之保

安 

 

⬧ 監察「維修申報表」及「校舍損毀檢查

表」各項維修項目的進行。 

⬧ 跟進遺漏或未申報的維修項目處理。 

⬧ 確保各項設施能安全使用。 

⬧ 保養閉路電視系統及監察其運作情況 

 

2. 防火演習及有

關防火設施之

監察 

 

⬧ 為每一教室及特別室制定緊急事故疏

散路線圖，並貼在當眼處。 

⬧ 協助防火演習。 

⬧ 跟進防火設施之週年檢查。 

防火演習指引 

3. 監察及落實在

學校執行預防

傳染病指引內

的建議，包括：

個人衞生、環境

衞生及食物衞

生的措施 

⬧ 保持校舍環境衛生，經常清潔及消毒 

⬧ 於適當地點提供消毒洗手液 

⬧ 監督衛生用品的消毒工作，以及妥善處

理污染衣物及其他廢物之棄置 

⬧ 提供必須的個人防護裝備，並指導及監

察員工能夠按照正確程序使用及棄置

防護裝備 

衛生防護中心指引 - 

附錄六：正確潔手方法 

附錄七：正確使用口罩 

附錄九：稀釋漂白水的 

        程序及使用 

附錄十二：學校常用物

品的清潔及消毒方法 

4. 控制傳染病在

校爆發及擴散 

⬧ 在傳染病高峰期，實施學生量體溫措施 檢查體溫措施 

量度體溫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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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食物及飲水方面 

目標 措施 備註 

1. 實施及監察學生留

校午膳的情況 

⬧ 聯絡有關供應商並監察食物質素及衛生問

題。 

 

2. 監察小食部的運作  ⬧ 審核售賣食物是否健康及衛生。 

⬧ 巡查食物部之清潔情況及關注學生購買時

的秩序 

 

3. 監察飲用水的衛生 ⬧ 定期保養及維修飲用器 附錄十： 

在學校內使用噴

射式飲水器指引 

 

C.  針對校園毒品方面 

學校建立相關監察系統： 

目標 措施 備註 

1 .  上課期間 

 

•  教師於上課期間多留意學生的精神狀態，遇到突發事

件，即可派遣一名學生到校務處，校務處會立刻安

排人手協助。如發現學生涉嫌吸毒、藏毒及販毒，

按學校的建議程序處理個案。教師需於處理事件

後，填寫相關紀錄，以便學校跟進。 

•  課堂之間學校安排充份時間給學生休息，在上課期間

學生不應前往洗手間。 

 

2 . 上課前、小息

及午膳期間 

 

 

•  安排教師於校園當值，留意精神不振的學生，並加以

慰問。如發現學生涉嫌吸毒、藏毒及販毒，按學校

的建議程序處理個案。教師需要於處理事件後，填

寫相關紀錄，以便學校跟進。 

•  學校亦提醒職員及工友特別留意校園毒品事件，以便

學校能迅速獲得相關資訊，及早處理有關事件及協

助有需要的學生。 

•  學校亦安排風紀於小息及午膳期間巡查學生洗手間

的情況，遇有不尋常聚集/學生在校園吸煙或吸毒/

出現懷疑與毒品相關的物品，立即通知校務處，請

訓輔教師到場協助。 

老師當值表 

3 . 放學期間 •  學校安排教師於校外巡邏及校內當值，留意學生放學

後的情況。如發現學生涉嫌吸毒、藏毒及販毒，按

學校的建議程序處理個案。教師需要於處理事件

後，填寫相關紀錄，以便學校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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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積極參與學生健康服務 

在培養學生方面，學校積極參與及鼓勵學生參與由不同團體為學生提供的學生健康服 

務，以確保學生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成長。 

 

就生理健康方面，學校每年都鼓勵及安排學生參與學生健康服務，並留意學生的身體健康；就心

理方面，健康校園政策專責小組成員亦積極與駐校社工及各團體聯絡，為學生提供合宜的心理及

情緒教育活動。 

 

3.3   落實訓輔合一，營造關愛互助氛圍 

 

透過建立關愛校園，加強師生間的連繫與關懷，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讓學生在感到挫敗、

失落、無助和困惑時，樂於向同學和師長傾訴和尋求協助。 

 

(1)  同學之間：互相尊重、關心和幫助 

• 班會組織及班內「一人一職」服務小組 

• 全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計劃 

• 「Hand-in-Hand Group」新來港學生輔導計劃 

• 關懷大使 

 

(2)  師生之間：學生尊敬教師，教師亦愛護學生 

• 敬師日 

•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輔導學習及訓練活動 

• 班主任及訓輔導老師為個案學生跟進輔導，全面協助學生解決其行為問題。 

• 處理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學校盡量給予學生解釋的機會，了解其行為的性質後，按校規

作出恰當的懲處，而且提供「更新計劃」, 讓學生有補救的機會。 

  

(3)  職員之間：互相關懷及支援 

• 新老師啟導活動 

• 設導師制，使新老師得到適當的支援及關顧 

• 設級統籌主任，以支援該級老師處理學生事宜 

• 課後設共同備課節，使同級老師能互相支援及分享教學經驗 

• 安排老師團隊活動，使老師間建立關愛文化及增進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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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強與家長及社區的聯繫 

 

在禁毒教育工作上，強化家校合作： 

 

• 學校透過家長教師會，向家長解釋學校發展的方向，讓家長了解學校政策 

• 學校歡迎家長就子女的健康發展，向學校提供意見 

• 提醒家長須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建立關愛及健康的家庭 

• 鼓勵家長多參與學校活動，如陸運會、學校家長日、社區開放日等，讓家長有更多機會與學

生一同參與學校活動及一起選擇課餘活動 

• 請家長多加留意子女的情況、行為及多關懷子女，以減少學生吸毒的機會 

• 為家長提供禁毒教育，讓家長能及早辨識學生有否吸毒，詳情可參閱保安局禁毒處出版的

《「不可一．不可再」無毒家教有妙法家長禁毒資源套》 

• 為家長提供定期的教育活動，提升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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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4.1   推行禁毒教育的要素 

A. 課堂和課堂外的學習活動是相輔相成的，課堂學習為學生提供知識、技能及培育其應有的態

度；課堂外的學習則給予他們實踐應用知識和技能，以及反思的機會，故兩者同樣重要。 

 

B. 推行禁毒教育策略涵蓋均衡的學習元素，包括： 

(a) 禁毒知識，讓學生了解吸毒的害處； 

(b) 拒絕不良朋輩的誘感及抗拒吸毒的技巧；及 

(c)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面對成長階段的各種挑戰。 

 

C. 這些核心學習元素，除了可幫助學生認識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外，更可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以及提升生活技能，從而懂得拒絕接觸危害精神毒品；而這些核心學習元素，亦

能幫助學生抵禦社會不同的誘惑，避免染上不良的習慣。 

 

D. 要提供全面和多元化的禁毒教育，學校除充分利用學校課程內所提供的不同學習機                    

會外，亦參加一些由政府或志願團體所舉辦的學校支援服務計劃 (例如：「共創成長路」－ 賽

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及「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靈活採納當中相關的課題，進一步加強學

校的禁毒教育。 

 

(a)  內容 

1.  禁毒教育的核心學習元素，除了包括一些針對性的知識（例如：危害精神毒品的 

特點、吸食後「成癮」原因）外，亦應包括相關的技能及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 

 

2.  禁毒教育及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應包括以下的核心學習元素： 

(i)  知識 

– 認識危害精神毒品的種類及特點、吸食後「成癮」原因，以及對身體 

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 分析青少年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主要原因 

– 明白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對個人、家庭、人際關係、經濟、學業等所產 

生的禍害 

– 辨識社會流行一些對危害精神毒品錯誤和荒謬的傳言 

– 認識政府及非政府機構於禁毒方面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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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技能 

– 拒絕別人引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技巧 

– 辨識並遠離接觸到危害精神毒品的環境 

– 具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判斷傳媒和流行文化中的不良風氣 

– 以積極的方法處理壓力和情緒低落 

– 規勸朋輩遠離危害精神毒品 

 

(iii) 價值觀和態度 

– 以自省和律己的態度，堅決拒絕接觸危害精神毒品（自我管理及自我 

反省） 

– 珍惜生命，愛護自己的身體（自我管理） 

– 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壓力和挫折（堅毅精神） 

– 主動關心家人和朋輩，避免染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惡習（關愛） 

– 於價值衝突的處境下，仍抱持正面價值觀分析問題（面對兩難） 

– 了解毒癮對家庭、社會及世界福祉的影響（責任感） 

 

(b)  學習時數 

 

1. 建議學校應持續地每年透過不同的推行模式，讓學生能有系統地獲取有關禁毒教育

的基要知識，發展相關的生活技能和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要確保禁毒教育的

成效，學校可在各年級安排平均每年最少約10－15小時，進行禁毒教育。 

 

        2. 禁毒教育時數包括上課時間表內的學習時間（如學習領域 / 學科、德育及公民教育、

班主任課等），以及上課時間表以外的學習時間（如周會、全方位學習活動等）。

然而，學校應按校情、學生的學習需要等因素，適當地調節不同年級學生的禁毒教

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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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行禁毒教育的錦囊 

 

1.   課堂學習： 

• 教師應清晰地闡述與課題相關的知識 

• 教師應給予學生足夠的機會去表達和交流個人的意見 

• 學生應有機會去反思相關的議題 

• 教師可在討論期間，向學生提供實際的建議，引導他們養成積極和正面的行為

及態度 

• 持續學習活動：例如與學生進行多角度思考訓練的學習活動，提升他們批判性

思考的能力 

 

2.   課堂以外的學習： 

• 教師可在日常接觸中，細心觀察及主動關懷學生的表現和行為 

• 教師應鼓勵學生主動與朋輩分享生活上所遇到的難題，並共同思考解決辦法 

• 教師亦可鼓勵學生多參與社會活動，向各社會階層傳遞正面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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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行模式 

 

學校透過不同學科提供平台，鼓勵學生建立興趣技能，確立人生目標，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年級 學習領域 /  

學科 

與禁毒教育及生活技能教育有關的 

單元 / 主題 / 重點 / 主要探討問題 

相關的價值觀 / 態度 

中一至

中三 

中國語文 

教育 

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要點，如個人方面： 

 自我尊重：愛惜生命、知恥、自愛、自重、

不自欺 

 自我節制：不沉溺物慾、情緒有節 

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目標： 

1. 培養道德認知、意識和判

斷力，從而促進自省，培

養道德情操； 

2.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人

生態度； 

3. 加強對家庭、國家及世界

的責任感。 

體育科  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不依賴藥物提升運動表現 

參與、堅毅、自律、批判思考、

公平競爭 

倫理及宗教 • 德育主題 --- 健康校園之抗毒：讓學生明

白毒品的禍害，從而建立健康的生活和人

生觀。 

• 雅各伯：明白要以真誠待人，與別人建立

互信的關係。 

• 盧德：學習作為團體成員應有的責任態度。 

• 亞毛斯：讓學生明白不論甚麼時代或社

會，都有不義的事，人若服從良知，必會

做個正義的人，也會為受壓迫者伸訴。 

• 明智選擇：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 義不容辭：鼓勵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並勇於為真理作證。 

• 生命無價：幫助學生明白生命的可貴，從

而珍惜生命、善用生命。 

• 宗徒受迫害︰無懼困苦‧堅守真理 

健康的生活、關愛 

 

誠信 

責任感 

公義 

 

 

正確人生觀 

公義 

 

批判性思考 

珍惜生命 

 

 

科學科 科學入門：科學發明可以帶來禍害，如濫藥 正確人生觀 

生活與社會  青年人的健康問題（如吸煙、物質濫用、酗

酒、肥胖） 

 個人身份認同和自尊 

 壓力及處理壓力的方法 

 與家人的關係及處理家庭衝突 

生命神聖、自尊、自省、自律、

自決、尊重自己、尊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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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學習領域 /  

學科 

與禁毒教育及生活技能教育有關的 

單元 / 主題 / 重點 / 主要探討問題 

相關的價值觀 / 態度 

中四至 

中六 

通識教育科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公共衛生 

 

自我反省、理性、自律、

獨立自主、積極 

 化學科  阿士匹靈的結構和醫療應用 以正確的態度使用藥物 

 科學 

(組合科學/生物） 

組合科學/生物科 

 生活方式的影響 

 吸煙、酗酒和濫用藥物 

 

健康的生活方式 

體育科  認識禁藥的害處 

 反對服用禁藥 

批判思考、正義 

倫理與宗教科  德育主題---健康校園之抗毒：讓學生明白

毒品的禍害，從而建立健康的生活和人生

觀。 

 死亡的倫理：讓學生珍惜自己的生命 

 愛貧為先：讓學生了解在香港社會貧窮的

根源 

 自然道德律：自我反省 

健康的生活、關愛 

 

批判性思考 

珍惜生命 

關愛 

自律、自省 

 中國語文 

教育 

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要點，如個人方面： 

 自我尊重：愛惜生命、知恥、自愛、自重、

不自欺 

 自我節制：不沉溺物慾、情緒有節 

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目

標： 

1. 培養道德認知、意識和

判斷力，從而促進自

省，培養道德情操； 

2.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

人生態度； 

3. 加強對家庭、國家及世

界的責任感。 

 職業輔導  良好工作態度的重要性 自我反省、理性、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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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透過特定的個人成長課程/項目推展禁毒教育 

1.   領袖訓練計劃 

     為中三及中四學生提供具規律的團隊訓練，學習組織策劃及解決問題，以提升學生的自信、

團隊服務精神和抗逆力。 

 

2.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是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經驗能夠讓學生更有效 

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例如培養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社會及人類謀福祉的正面態度等，都需要學生經常接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和情況

中學習。全方位學習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這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

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3.   其他學習經歷 

高中有計劃地推行「其他學習經歷」，課時佔百分之十五或以上。當中包括︰德育及公民

教育、藝術發展、體育發展、社會服務、和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讓學生涉獵不同的事物，

體驗寬廣而均衡的學習經歷，從而發展多元潛能。同時亦可肯定他們的參與和成就，從中

培育出成長中所需的自信、學習動力和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而學生在沒有太大壓力的情

況下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能夠深入反思與享受學習的樂趣，對日常課堂學習有正面的

影響。 學校盡量把「其他學習經歷」安排在學校時間表內或校曆表內進行，確保不同文化

及經濟背景的學生均有機會參與。 

 

4.   其他機構 / 項目推展禁毒教育 

學校也會因應學生的需要參與保安局禁毒處或其他青少年團體所舉辦的預防和禁毒教育活

動，如「關懷大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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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辨識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和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1. 進行教師培訓，緊密與教師聯繫，以辨識需要幫助的學生 

2. 清楚說明班主任/科任老師、訓輔老師、學校社工在辨識需要幫助的學生及在轉介中的

角色  

3. 制訂清晰的指引和程序，包括敏感及保密資料及轉介機制  

4. 訓導主任定期與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交流資訊，適切地在校務會議與教師分享  

5. 策劃對學生的跟進支援  

6. 檢視有關程序及加強學生、教師、家長、法團校董會之間的資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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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Useful Links 

 

 

 

 

 

參考文件： 

1. 教育局健康校園政策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index.html 

 

2. 「健康校園政策」的元素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ch%204

%20hsp%20c.pdf 

 

3. 學校／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

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4. 《健康校園新一代 學校禁毒資源套》第一冊：政策篇 

https://www.nd.gov.hk/pdf/book1_chi.pdf 

 

 

5. 《健康校園新一代 學校禁毒資源套》第二冊：禁毒教育篇 

https://www.nd.gov.hk/pdf/book1_chi.pdf 

 

 

 

 

 

 

資源

Resources 

製作 

Production 

網站 

Website 

健康校園  – 

家長篇 
教育局禁毒教育組 

http://www.edb.gov.hk/antidrugforparents 

 

給家長的禁

毒資源 
保安局禁毒處 

http://www.nd.gov.hk/tc/resources_parents.htm 

 

Healthy 

School-Tips 

for Parents 

Anti-drug Education 

Section, Education 

Bureau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

ndary/healthy-sch-policy/support-for-parents/refere

nce-materials/index.html 

 

Anti-drug 

Resources 

for Parents 

Narcotics Division, 

Security Bureau 

http://www.nd.gov.hk/en/resources_parents.htm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ch%204%20hsp%20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ch%204%20hsp%20c.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s://www.nd.gov.hk/pdf/book1_chi.pdf
https://www.nd.gov.hk/pdf/book1_chi.pdf
http://www.edb.gov.hk/antidrugforparents
http://www.nd.gov.hk/tc/resources_parents.htm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support-for-parents/reference-material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support-for-parents/reference-material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healthy-sch-policy/support-for-parents/reference-materials/index.html
http://www.nd.gov.hk/en/resources_parent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