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伍華中學
健康校園政策工作小組工作檢討 (2011–2012)
I.

本年度工作目標
1. 營造一個健康的校園環境，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2. 統籌校內有關健康的事務，制訂及落實健康校園政策。
3. 強化禁毒教育及提高學生對毒品害處的認識及抗拒誘惑的方法。

II. 本年度工作概況
有關目標

工作項目

Status 情況
C = 完成
PC = 部分完成

主要原因

結果/成就

U = 尚未進行

1. 制訂健康校園政策文件，
包括處理程序、各項政策、
轉介機制、整合各委員會及
科組有關健康教育的工作
及活動，並作出定期修訂
2.定期舉辦健康校園活動
2.1 環保廚房(全校)

1,2

C

 於 2010-2011 學年完結前制訂健康校
園政策文件，於 2011-2012 第一次教
職員會議報告，於學校各委員會作討
論，並於弟一次校董會獲通過，於
2011-2012 學年執行。

1,3

C

2.2 午膳領袖生服務計劃

1,3

C

 於 2010 年 9 月開始，每上課日為初中
同學，提供符合「衛生署–健康飲食
在校園」健康午膳標準的午膳。
 中七有 7 位同學於 2011 年 9 月至 2011
年 12 月 9 日出任「午膳領袖生」
，當
值時間平均為 11.8 小時。
 中六有 14 位同學於 2011 年 9 月至 2011
年 12 月 9 日出任「午膳領袖生」
，當
值時間平均為 16.5 小時。

2.3 衝出迷網講座 （S1）

1,3

 中五有 15 位同學於 2011 年 9 月至 2012
年 2 月 17 日出任「午膳領袖生」
，當
值時間平均為 14.1 小時。
 中四有 5 位同學於 2011 年 9 月至 2012
年 2 月 17 日出任「午膳領袖生」
，當
值時間平均為 9.4 小時。
 講座於 8/9 完成，同學反應一般，活
動派發的禮品受同學歡迎，講座後宣
傳智 NET 新人類跟進小組及招募組
員，希望可支援一些沉迷上網的同
學。惟當日講座互動性未夠，同學未
算完全投入。

C

1

2.4 「無毒新一代」校園健
康行動講座 （S2）

1,3

C

2.5 快樂人生證書課程(初

1,3

C

2.6 中四倫理課 8 節

1,3

C

2.7 網上通通識,攜手創造
健康校園計劃

1,3

C

2.8 一人一故事抗毒音樂劇
(S1)

1,3

C

2.9 心靈加油站小組
(S4-S5)

1,3

C

2.10 慎交朋友講座（S2）

1,3
1,3

U
U

1,3

C

 2011 年 9 月份由「健康行動」為中二
同學舉行「校園健康行動 無毒新一
代」講座。
 52.9%同學認為講座能部份滿足其需
求，41.2%同學認為講座能完全能夠滿
足其需求。
 課程共有 5 名中五同學參加，同學於
29/10 完成 4 小時訓練，活動反應良
好， 同 學 獲頒證書。
 於十月、三及四月舉行倫理課 8 節，
每個課題四節，六課節於課室內舉
行，二課節於ＣＡＬＣ舉行，經抽樣
調查後，超過８０％同學認同有關課
題內容及能認識有關毒品的禍害。
 根據電腦調查，網上校園通通識-攜手
創造健康校園各課總和，全體學生平
均答中題目分數均在 85%以上
 於第三學期啟導培育周 3 月 6 日完
成，同學反應熱烈投入。此類活動有
意義，可繼續舉辦。
 高中心靈加油站小組–本為中六中七
同學安排的心靈加油站小組，因報名
人數少，而改為取錄高中兩位有情緒
問題的學生(一位中四及一位中五同
學)，小組亦包括兩位同學的朋友(作
支援系統)，小組共有 6 人(2 位中四，
4 位中五)。
 因禮堂裝修工程未竣工而取消。
 由於缺乏校方資助，本年度未能邀請
「LEAP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到校為
初中同學舉行講座/工作坊。

級教練) (S4-S5)

2.11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吸煙多面睇」（S1）
「COOL TEEN有計」
（S2）
「無藥一樣 COOL」
（S3）
2.12 初中健康種子小組(禁
毒小組) (S3-9 人)

 於2011年11月至2012年3月由輔導組
舉辦種子小組，主要學員為中三同學。
本活動除了提昇參與同學對毒品的認
識及拒絕的技巧外，並透過義工的訓
練及服務，讓參加同學於學校及社區
推廣預防濫藥的訊息。計劃由明愛社
工協助推行，主要服務對象為中三同
學，今年共有9位同學參加活動，他們
非常熱心服務，全個計劃平均出席率
達89%。活動包括5次的小組活動、6
次義工籌備活動、2次學校及1次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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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試後及其他全方位活
動
2.13.1 智 NET 新人類
小組

1,3

攤位義工服務、2次參觀(合共16次活
動及總計17節)。80%的參加同學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們認識毒品/精神科藥
物的種類及禍害；以及掌握拒絕毒品/
精神科藥物的技巧。另外，參加同學
認為活動能幫助他們藉著反思毒品的
禍害，建立正確價值觀，內化拒絕毒
品的態度。
 於 2011 年 10 月至 12 月由輔導組舉辦
小組，主要組員為中一及中二同學，
小組共有 11 人(7 位中一，4 位中二)。
學員完成小組訓練 6 次(認識網絡世
界及陷阱、戶外活動等)。活動檢討結
果顯示 100%組員滿意小組的內容及
認為自己有能力改善上網習慣，成效
不俗。

C

2.13.2 健康上網新世代
專題日

 於 2012 年 11 月及 24 及 25 日舉行，
由輔導組為全體同學進行「午間攤位
遊戲」活動，進行健康上網教育。
 參加人次: 約 200
 問卷調查收回問卷數目: 93
 一連兩天的活動反應熱烈，參與者對
於活動達到預期目的的同意程度達
95%。
整體學生對於〈健康上網新世代〉的
目的達成度有正面的回應。根據問卷
的數據，有超過 95%的參加者對於活
動目標的達成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
學生認為是次活動最能令他們認識沉
迷上網的害處，有超過 95%的學生表
示活動後他們學到健康的上網方法，
而且有超過 90%的學生表示會更留意
自己的上網情況。活動前預期的 2 項
目標均有超過 8 成半參加者表示滿意
的情況下達成，可見活動能達到預期
的目的。
另有 94%學生對「各攤位活動有趣好
玩」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而「活動
安排合適」更有 97%學生表示非常同
意及同意，因此，表示活動可以帶出
預期的訊息。完成後校園掛上同學承
諾健康上網的橫額。

2.13.3 Say No to Drugs
抗毒我最強專
題日

 於 2012 年 3 月及 8 及 9 日舉行，由輔
導組為全體同學進行「午間攤位遊戲」
活動，進行抗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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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人次: 164
 問卷調查收回問卷數目: 61
 活動共設 6 個攤位遊戲，並由中三「健
康種子小組」組員組織。兩日的專題
活動同學反應熱烈。參加學生對於達
到計劃目的的滿意程度達 98%以上，
整體而言活動的目的完全達成。根據
檢討問卷的結果，59 名(97%)表示活
動能令他們認識毒品的害處及其影
響，而 60 名(98%)同學表示活動能令
他們學到拒絕毒品的技巧。由此可
見，本計劃可以成功帶出活動的訊
息，加強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識。完
成後校園掛上同學承諾 Say No to
Drugs 的橫額。
2.13.4 禁毒專題日

 於 2012 年 5 及 9 日及 10 日舉行，由
訓導組及輔導組為全體同學進行「午
間攤位遊戲」活動，進行禁毒教育。
 參加人次: 約 200
 問卷調查收回問卷數目: 81
 活動共設 8 個攤位遊戲，由訓導組及
輔導組合辦，推廣禁毒教育。
 活動參與人次超過 200 人。96%(共 81
人)受訪同學認同是次活動能讓他們
學到更多拒絕毒品的技巧及能幫助他
們認識毒品的禍害。96%同學滿意活
動。

2.13.5 禁毒話劇表演

 於 2012 年 5 月 8 日安排了中二及中三
兩級同學欣賞兩場的禁毒話劇表演。
 在抽樣調查 10 名出席同學，50%同學
表示同意及 50%同學表示部份能帶出
「遠離毒品」訊息。
 96%受訪同學認同是次活動能讓他們
學到更多拒絕毒品的技巧及能幫助他
們認識毒品的禍害。96%同學滿意是
次活動。

2.13.6 參觀「藥物資訊
天地」

 於 2012 年 6 月 27 日安排 24 名中三同
學前往金鐘「藥物資訊天地」參觀，
當日出席人數為 19 人，並收回 11 份
問卷調查，82%同學滿意活動安排及
時間安排，結果已上載內聯網。
 年終小組訪問調查結果、各活動問卷
調查結果及持份者、APASO 數據等詳
見學校內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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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科組課程及活動

1,3

C

 中一中二生活教育科: 3節「禁毒通通
適」課程
 中一體育科: 半小時「運動與健康」
課程
 高中體育選修科:5-8小時「運動與健
康」課程
 中一科學科: 2小時課程關於反吸煙及
吸煙的害處
 中二科學科: 1小時課程關於食物與健
康
 中六電腦選修科:1節關於「與電腦相
關的疾病及人體工程學」課程
 中七化學科:4節關於「認適常用之處
方及非處方藥物-如麻醉劑與興奮劑
等及它們的不良效應」課程
 中二至中六公民教育及倫理科: 4小時
「禁毒通通識」課程
 中四及中五通識教育科: 約30小時關
於「健康的生活模式及加深對香港公
共衛生認識」課程
附加活動

活動
有關目標
關愛校園獎勵計劃
1
老師專業進修
3
(1) 兩位訓導老師及一位健康
教育老師完成為學校管
理人員提供的禁毒教育
兩天培訓進階課程
(2) 一位健康教育老師完成十
小時的新修訂德育及公
民教育課程 – 如何在
高中（第四學習階段）推
行有效的性教育課程（修
訂）
(3) 兩位輔導老師完成兩天的
精神急救基礎課程
(4) 網上通通識,攜手創造健
康校園計劃-每課題老師
培訓，倫理科老師均 100
％出席及通過有關培訓。
老師培訓日-大澳漁村生趣之
2
旅

情況
C
C

C

主辦機構 結果/成就
第五年獲關愛校園獎項
老師持續進修有關健康校園及禁毒的課
程,冀望能更有效推動禁毒及健康教育

90%參與者(包括老師,教學助理及實驗
室助理)同意或極同意活動能提供減壓
的機會。此外，96%參與者滿意或極滿
意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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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問題檢討
1.
各組與各部門協作良好。在推行學生活動時，尤以學生事務委員會及宗教及品德公民
教育委員會需更多的協調。
2.
由去年度開始推行由天主教教區統籌的<網上通通識，攜手創造健康校園計劃>，來年
仍會繼續於各級推行。
3.
學校本學年開此制訂健康校園政策文件，未來仍需就學校發展作每年的政策修訂及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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