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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健康校園政策」 

2017-2018學年工作計劃 V.3 

1. 目標： 

建立「健康校園政策」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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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過一些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的滲透，以及配合各項政策措施，從而策劃不同的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的健康發展。 

 

2. 「健康校園政策」四個元素： 

2.1 發展一個統籌健康事務的管理與組織系統； 

2.2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2.3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2.4 辨識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和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3. 推行「健康校園政策」： 

組長：梁佩怡 

成員：鄺美玲、利翠瑤、譚慧雅及彭雪麗 

3.1 統籌校內所有健康事務； 

3.2 透過不同的途徑確保所有員工認識及支持校本的「健康校園政策」； 

3.3 制訂機制，定期對政策作出檢視及評估，作出改善。 

 
 

 

 



2 
 

4. 「健康校園政策」工作計劃： 

 

1.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工作要點 策略/工作 學校的檢視 

 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及健

康的校園環境 

提供安全環境 (譚 華 英) 

1. 安排非教學人員在於校門當值。 

2. 設立教職員當值制度，安排非教學人員或教師巡視校園（每天至少一次），並會

於巡查時注意校舍設備狀況及學生行為，如發現問題，會通知相關負責人跟進。 

 

校園安全 (英) 

1. 將守則及其他相關的安全標示張貼於特別室的顯眼處，以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2. 將顏料及鋒利的工具（如剪刀）妥善擺放於指定的地方。 

3. 往天台通道未能上鎖（以作火警逃生之用），必須在進入天台的梯間掛上安全告

示，防止學生進入天台範圍。 

4. 於梯間張貼「請勿奔跑」安全標示、於走廊及操場範圍張貼「注意安全」安全

標示；於走廊及洗手間張貼「小心地滑」安全標示及於教員室之熱水器張貼「小

心熱水」安全標示等，以提醒師生注意安全。 

5. 同一電源／電力裝置避免使用過多插頭。 

6. 設有「損物申報表」，以記錄巡查時發現的校具或設備損壞情況，跟進各項器具

安全及維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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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期為校舍建築、各項設備及器材等進行日常檢查，並安排專業人士定期到校

進行檢查與維修，徵詢專業人士的意見、申請資助設立適當的措施或進行改善

工程，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8. 於校園各個地點（如教員室、校務處、禮堂、課室、電腦室及其他特別室等）

的當眼處張貼清晰的走火通道圖，亦訂立合適的防火安全指引。 

交通安全 (英) 

1. 根據教育局及運輸署編制之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監察校車服務，校方會定

期檢討校車的安全、衞生及其他運作事宜，並向校車公司人員反映及檢討，監

察校車服務。 

2. 定期檢討校車的安全、衞生及其他運作事宜，並向校車公司人員反映及檢討。 

3. 停車場及車輛出入口張貼安全標示（如小心學童、時速限制及小心車輛等），以

供駕駛者及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4. 校車公司安排跟車褓母協助學生上落校車，並注意學生上落校車之安全。 

5. 統籌及管理校內範圍泊車事宜。 

急救服務 (羅 英 鄘) 

1. 在校內各處合適的地方(如教員室、視藝室等)擺放急救箱，派員定期檢查箱內

用品有否過期或需要補添。 

2. 校方制定「學生受傷記錄表」及「職員受傷記錄表」，全面記錄意外發生的地點、

原因、急救處理及其後安排，以更全面記錄學生及職員意外受傷的情況。 

3. 當遇到學生／職員在校內發生較嚴重意外時，校方亦會通知相關緊急聯絡人，

並立即安排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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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環境(華 英 鄺) 

1. 安排校務員定期清潔校園地點及設施，如洗手間、課室、操場、小食部、樓梯

扶手及各種器具等。 

2. 於學生洗手間張貼洗手標示及程序，並張貼洗手圖示及程序，提醒員生保持雙

手衞生。 

3. 於校園各個地點放置垃圾桶，並按時清潔，保持衞生。 

提供健康飲食環境(英) 
1. 學校各樓層皆設置飲水機，提供符合衛生標準的飲用水(符合政府對鉛含量的標

準) 。 

2. 定期清洗食水箱，在校園內設置的飲水機須定期更換濾芯及進行保養檢查，確

保飲用水安全。 

3. 食水供應方面，校方定期每年清洗食水箱。 

學校環境視察(英) 

1. 定期檢視及跟進學校環境的安全及衞生情況，建設優質健康校園環境。 

2. 通過改善學校環境(如勘查、維修等) 以減少意外事故之發生。 

健康飲食(溫) 
1. 要求午膳供應商提供的所有飯餐中，必須每天提供最少一份蔬菜。 

2. 午膳供應商會一星期 2次提供水果 。 

3. 鼓勵學生自行携帶水果回校，於午膳後進食。 

4. 於午膳時間，學生不得進食零食。 

5. 鼓勵學生在校進食健康小食。 

6. 如家長送飯，建議家長提供合乎營養標準的午餐，讓學生多吃三低一高的食物

(低糖/低鹽/低脂/高纖)。 

7. 張貼有關宣傳健康飲食的壁報，並將貼於一樓飯堂。 

8. 監察小賣部售賣健康小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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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定期巡查午膳供應商是否提供附合健康飲食標準的午膳。 

10. 每年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全港性活動 ------『開心果日』。 

11. 舉行『健康飲食』講座。 
 積極參與/鼓勵學生積極

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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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保健服務(英 鄺) 

1. 為學生安排參加「學童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2. 職員會查看及核對醫生處方(包括藥物名稱、分量、服用方法及次數)及參考該

藥物的注意事項(如副作用等)後才讓學生服用。 

 

 

 

 落實訓輔合一，營造關愛

互助的氛圍 

歷奇活動(譚) 

1. 五、六年級透過歷奇活動提升學生的合作精神及抗逆力。 

2. 五年級︰上、下學期共 2次 (目標︰多角度思考) 

3. 六年級︰下學期共 1次 (目標︰團隊、解難) 

  

 

 加強與家長及社區的聯

繫、爭取他們的支援以營

造一個可助老師與學生健

康發展的環境 

減低傳染病的措施(鄺) 

1. 確保學生接受免疫接種 

   a. 學校會安排小一及小六學生接受由衞生署提供的免疫注射服務，並積極鼓勵  

      學生注射流感疫苗，以讓學生獲得更全面的預防和保障。 

   b. 收集小一及小六學生的免疫接種紀錄咭，讓衞生署的醫護人員以專業的角度 

      判斷及跟進未接受足夠免疫接種的學生，以能提醒家長照衞生署的建議讓子   

      女接受所有規定的免疫接種。 

2. 實施衞生教育 

a. 訓練學生保持校園衛生，減少疾病的傳播。 

   b. 透過不同的方式，如宣傳及張貼海報，向學生傳授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知  

      識，令他們建立正確的健康習慣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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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向家長派發通告，促請家長合作，培養子女注重個人衞生，以達致家校合作， 

      共同預防傳染病散播。 

3. 預防疾病傳染 

   a. 要求學童每日須要在回校前量度體溫，並紀錄於手冊內。 

   b. 學校設有電子體溫計，進入校門的人士均須透過此溫度計量度體溫。 

   c. 每日在進入校園後，安排健康大使向學童雙手噴洒消毒液，清潔雙手。 

   d. 每日在校園及課室內進行消毒及清潔。 

   e. 要求學童每日帶備 3個口罩，於不適時佩戴，以免傳播疾病。 

   f. 建立有效的病假監察及通報系統，防止傳染病在校園內蔓延。 

   g. 每逢長假期後，均會向學生發出「長假後，健康狀況調查表」，學生需要向 

      學校申報放假期間外遊紀錄及健康狀況，如有人患上高度傳染性的疾病，學  

      校會向衛生署申報及跟進。 

 環保、節能 環保校園(英 怡) 

1. 規範各項節約能源和資源回收措施(如:使用冷氣機指引、張貼節約用水海報

等)，以減少不必要之能源及資源消耗，提倡環保校園。 

2. 參加了環境運動委員會秘書處舉辦的「藍天見未來」計劃。 

3. 訂立了學校環保政策及節約能源措施。 

 

推廣環境教育(怡) 

1. 回收活動 

a. 校服回收活動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和家長教師會為在親子間推行環保及珍惜的觀念，故舉

行「回收校服」計劃。希望學生們能將已不合用的校服捐出，以幫助有需要

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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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舊衣回收活動 

      參與由長春社舉辦的舊衣回收活動。希望學生們能將已不合用的衣服捐出，

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c. 廢紙回收活動 

d. 在課室及教員室設置廢紙回收箱，以傳遞愛惜地球的訊息。 

2. 其他活動： 

   為了提高環境保護的意識，「環境教育組」推行以下活動。 

a. 無冷氣日 

      响應全港無冷氣日，本校會舉行「無冷氣一小時」。 

   b. 地球一小時 

      响應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一小時」，本校將會在閱讀課及午膳時段在課

室舉行「熄燈一小時」，介時各課室將會響應是次的活動，在實踐節能低碳

生活方面出一分力。 

c. 環保大使計劃 

挑選四至六年級共 20 名學生參加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的環境保護大使計

劃，以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及鼓勵他們以積極

行動改善環境。 

   d. 「清潔之星」 

推行「清潔之星」以鼓勵學生保持課室整潔，從而帶出愛護校園的訊息。 

e. 「校園齊惜福」計劃 

推行「校園齊惜福」計劃是培養學生珍惜食物，減少製造廚餘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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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校園 綠化校園(怡、利、儀) 

a. 小農夫種植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種植的興趣及愛護大自然的意識，「環境教育組」推行小農夫

計劃。小農夫在此計劃內會下田嘗試農務工作，如：鬆土、除草、播種、疏

苗、移植、施肥、淋水及收割等工作，以體驗農夫一般種植生活。本年度將

會透過「齊惜福」種植班，栽種有機沙律菜。 

b. 一人一株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種植的興趣及愛護大自然的意識，「環境教育組」推行個人種

植比賽(一人一株活動) 。日期：11月至 3月。所種植的植物為「黃時鐘花」。 

c. 齊惜福種植班 

      「齊惜福」提供種子、農具，以及邀請一位農夫到校教授學生耕種技巧。所

種植的植物為有機沙律菜及菜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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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工作要點 策略/工作 學校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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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加入禁毒元素) 

1. 常識科課程及延展活動(孫 雯) 

P1—我長大了 

P2—快高長大 

P3—健康的我 

P4—健康的身體 

P5—踏上青春路,愛惜生活 

P6—處變不驚,放眼世界 

 

2. 隱性課程︰抗毒活動(鄺 彭) 

2.1 以壁報發放抗毒的資訊 

2.2 禁毒話劇(三、四至年級)(2月舉行) 

 

3. 哈樂車「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彭) 

3.1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是為學生提供健康教育及預防藥物濫用課程。課程

利用正面而有系統的方式，讓學生認識身體的運作、藥物對身體的影響，

及透過角色扮演發展解決問題及拒絕的技巧，協助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

生活模式，遠離毒品的禍害。 

3.2 基礎課程活動日期為 2018年 6月 14日至 7月 10日(共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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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科科課程及延展活動(羅) 

4.1 P.1-P6學生參加「sportACT」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培養做運動的習慣。 

4.2 P.1-P.3學生課前參與「sportACT」挑戰站，培養做運動的習慣。 

4.3 P.3-P.6舉辦陸運會。 

4.4 P.1-P.3舉辦競技日。 

4.5 舉辦田徑、游泳、籃球、欖球、羽毛球及花式跳繩校隊訓練，增進學生 

的體育技能，發展潛能。 

4.6 初小開始開辦游泳、跆拳道、籃球、羽毛球、欖球興趣班，推廣體育活

動普及化。 

4.7 進行一年兩次體適能測試，向學生灌輸體適能的概念。 

4.8 在 P.1-P.3 的聯課中，加入「運動全接觸」活動，讓學生在初小階段接     

觸不同類型的運動。 

4.9 於開學初向學生派發身體健康調查問卷，收回有關資料後會傳閱予相關

老師，以了解學生健康狀況。 

 

 鼓勵及提供更多全方位學

習機會，培育學生的正面價

值觀 

健康生活教育有關課程(利) 

1. 善會靈性培育 

2. 善會服務(探訪長者中心及幼稚園) 

3. 六年級貧富宴 

4. 饑饉早餐及無零食日 

5. 邀請返堂區主日學(P3-6) 

6. 我是主的羊聯課(P.1-3) 

7.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8. 慈青領袖(新會員)培育班 

9. 祈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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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慈青校隊培訓 

11. 六年級畢業營靈修 

12. 六年級放榜祈禱會 

13. 級月會 

14. 國民教育(P.1-6)  

15. 性教育 (P.1,3,4,6) 護苗車(P.2,5) 

 

 安排學生參與各項由政府

部門或非政府機構為學生

而特別舉辦的有益身心活

動 

成長的天空(迪) 

成長的天空包括一系列適用於小學的「發展課程」及「輔助課程」，目的是協助學

生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1. 發展課程 

「發展課程」是一個以抗逆理念為基礎的輔導課程，對象是全體小四至小六學生。

每一級各有九節課程。透過活動之形式，教授有關「抗逆力」之基本知識及技巧，

亦希望學生能將課堂之「經驗」及「知識」，「轉化」到日常生活中加以應用。 

 

2. 輔助課程 

「輔助課程」是一系列的小組、歷奇活動及親子活動，對象是被「香港學生資料

表格」識別出來，有較大成長需要的的小四學生。他們的家長和教師也被邀請參

加一系列的輔助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優質家長工作坊、成長小組、挑戰日營 

再戰營會、愛心之旅 (社會服務) 及黃昏親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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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學校發展的重點，檢視

及籌劃教師及其他員工的

持續專業發展 

持續專業發展(詩) 

安排教師參加禁毒課程及工作坊 (怡、鄺) 

 

 盡辦法強化與家長的合作

與協作，包括為家長提供親

職技能培訓 

舉辦家長講座(彭) 

舉辦一些家長培訓或講座來加強家校合作。如︰情緒管理工作坊、「新一代健康成

長錦囊」家長證書課程等。 

 

 

 

3. 辨識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及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工作要點 策略/工作  學校的檢視 

 為教師提供核對表，以辨識

某些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 

吸毒危機測試表 (彭) 

教師可根據「辨識吸毒學生核對表」來初步辨識學生有否吸毒。如︰行為、情緒

及心理情況、家庭狀況、學校表現、娛樂等表徵來進行初步辨識，協助有需要的

學生。 

 

 清楚說明班主任/科任老

師、訓導老師、警察學校聯

絡主任 (PSLOs)、學校社工 

(SSWs)、學校管理層在辨識

需要幫助的學生及在轉介 

個案轉介流程 (彭) 

如發現有需要支援的學生，可依據學校「個案轉介流程」處理。 

先是確定學生問題，然後轉介開案，了解個案情況，跟進，召開會議(校長、訓輔

老師、班主任、科任)，會見家長，有需要時可轉介給專業人員(如駐校心理學家、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社會福利署等)進行支援。 

 

 制訂清晰的內部訊息分享

指引/守則和程序，包括敏

感及保密資料及轉介機制 

健康服務資料 (彭 鄺 英) 

保存及更新不同形式(單張或海報、互聯網之超連結等)的健康服務資料，資料的

範圍亦涵蓋：心理健康服務、保健服務、預防傳染病服務、職安健及急救服務等，

校方亦能善用相關資料加強校內健康服務發展，以及在有需要時邀請相關機構派

員到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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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狀況記錄(彭 薇) 

1. 收到學生評估報告，會傳閱給科任老師，讓老師多了解學生情況而進行支援。 

2. 收到學生評估報告後，會有考試調適安排。 

3. 紀錄有專業人員（例如：醫生，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或語言治療師等）為學

生所做的評估報告。 

 制訂與非政府機構、警察學

校聯絡主任及其他團體等

的向外交流資訊的清晰指

引 

收集學生個人資料聲明 (彭) 

如需要運用校外資源協助學生解決其吸毒問題，在轉介個案時，要簽署家長同意

書，除了必要的人士外，務必將學生資料保密，以免學生的私隱被侵犯。 

 

 

 策劃對學生的跟進支援 跟進及支援 (彭) 

學生如有吸毒問題，學校需要按一定程序將個案轉介給不同的人士： 

1. 校內轉介︰如發生校園毒品事件，我們建議學校應及早邀請駐校社工介入事

件，以專業知識協助學生 解決吸毒問題。 

2. 校外轉介︰如學校一旦發現學生在外涉及毒品問題，很多時都需要作校外轉

介。個案需要交由警方進一步跟進，通知警察學校聯絡主任，而且駐校社工

一同跟進。 

3. 及後，危機處理小組應邀請有關的教師（成員可包括校長、副校長、訓輔主

任、班主任及駐校社工），盡快開會評估有關個案情況，決定是否結束個案，

或轉介給其他校內組織 / 小組作較長時間的跟進。 

4. 有關個案的家庭支援，學校應安排學校社工 / 校外組織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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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校處理涉及毒品事件的指引(詳情可參考學校行政手冊第 3.7.2 節)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134 章)規定，吸食、管有及販賣毒品均屬違法，學校處理涉及懷疑毒品的事件，應格外小

心。 

 

 1.1   吸食毒品 

如懷疑有學生吸食毒品，校方應： 

 聯絡有關家長，深入了解學生的情況； 

 諮詢所屬警區的學校聯絡主任的意見；及 

 盡早尋求下列人士或機構的協助，讓學生得到適當的輔導及跟進服務： 

 小學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師/學生輔導人員； 

 中學學校社會工作者；及 

 向吸毒人士提供專業輔導服務的機構。 

 

 

1.2 吸食毒品，引致中毒 

如懷疑有學生因吸食毒品導致身體不適而需接受治療，校方應： 

 立即安排教師或其他員工陪同學生入院診治，並盡可能把有關懷疑毒品的樣本和容器一併送院化驗，並小心存放此懷疑

毒品，免受污染； 

 立即把學生中毒事件通知有關家長；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cap=CurAllChinDoc*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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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所屬警區的學校聯絡主任的意見；及 

 盡早尋求下列人士或機構的協助，讓學生得到適當的輔導及跟進服務： 

 小學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師/學生輔導人員； 

 中學學校社會工作者；及 

 向吸毒人士提供專業輔導服務的機構。 

 

1.3 藏有或販賣毒品 

如懷疑有學生藏有或販賣毒品，校方應： 

 諮詢所屬警區的學校聯絡主任的意見或直接報警； 

 把學校所採取的行動知會家長； 

 等待警方到場處理；及 

 小心存放懷疑毒品，免受汚染。 

 

警方定期向教育局提供有關學生涉及毒品個案的一般資料，雖然資料沒有透露個別學生姓名，但由於資料敏感，所屬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只會將毒品個案內容通知有關校長。校長應向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報告個案，並取得他們的同意以制訂或加強全面

的禁毒教育計劃和幫助高危學生的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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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懷疑學生在學校吸毒流程圖 

(詳情可參考學校禁毒資源套第三冊第 2.3.5 節) 

 

 

 

 

 

 

 

 

 

 

 

 

 

 

 

 

教師留在現場觀察，另派人到校務處報告 

危機處理小組繼續處理及跟進 

接獲舉報學生疑似吸毒 

學生是否清醒及能自行到校務處 

學生到校務處，進一步處理 

不能 能 

校務處即時通知訓輔主任 

疑似毒品個案，不要隨便移動證物 

通知校長，校長安排同事諮詢警察學校聯絡主任、通知教育局及家長， 

決定是否將學生送交醫院、是否需要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訓輔主任或駐校社工陪同前往醫院或警署 

確認非毒品個案 確認毒品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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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理念： 

a.校長應安排適當同事諮詢警察學校聯絡主任及通知教育局 校內分工 

b.確保懷疑吸毒學生及周圍學生的人身安全 安全至上 

c.教師不應私下搜查學生或隨身物品，如需搜查學生財物或

向學生搜身，應參照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內的指引 

尊重學生私隱 

d.所有校內職員及教師，不應對任何學生吸毒事件作出評

論，更不應公開有關學生姓名及有關資料 

注意保密情況 

e.校方應聯絡學生家長及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以便跟進 與家長及警方緊

密聯繫 

f.校方可聯絡救護總區，直接安排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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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評估表格：教師* 

教師在日常接觸學生時如發現他們有下列的情況，可嘗試在適當時間找學生傾談，及早為他們提供支援。請在空格加上號 

（一）學業方面 

□精神無法集中/ 上課打瞌睡，無心聽講 

□記憶力不斷衰退 

□做事或讀書不專心 

（二）情緒方面 

□情緒異常/ 喜怒反覆無常/ 煩躁不安/ 抑鬱 

□反應遲鈍呆滯/ 容易發脾氣 

□突然異常精力充沛/ 情緒失控 

（三）行為/ 生活習慣方面 

□經常無故飲用大量清水/ 凍飲 

□行為怪異 

□長期穿長袖襯衫/ 身體有異常針孔 

（四）身體方面 

□有幻聽/ 幻覺 

□身體無故生瘡 

□體重暴減/ 暴增 

□經常躲在洗手間/ 尿頻 

□經常無故流鼻血/ 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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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藏有物品方面 

□藏有來歷不明的粉狀物質/ 藥丸/ 藥水樽/ 錫紙/ 手捲煙/ 膠藥袋 

□藏有盛載天拿水物品，如玻璃瓶/ 棉花/ 廁紙 

□藏有插有兩支飲管的果汁盒 

□藏有異味煙蒂 

（六）言語表達方面 

□說話變得含糊不清 

□對答反應遲鈍 

□言談間常夾雜吸食毒品文化的用語/暗語，如：凍/牛牛/五仔/B未/幾多劃等 

學生若出現上述的行為特徵狀況，不代表他們一定有吸毒。若教師發現學生有以上多項的行為或徵狀，則需提高警覺，關心他們

的情況，如有需要，作進一步評估。同時，教師需要留意避免標籤相關學生，即使懷疑他們涉嫌吸毒，亦應以關懷的方式去了解學生

的情況，盡早將學生轉介訓輔教師或駐校社工跟進。 

 

* 供社工參考的表格及詳情，請瀏覽學校禁毒資源套第三冊第 1.4.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