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資助  

                                                                       計劃簡介 (新生及家長)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健康校園，全賴有你 
•保安局禁毒處與教育局 2011/12 學年起
推廣「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鼓勵全港中學參加。 

•於2016/17 學年，全港參與計劃的學校
已增加至 122 間。 



2017-18 
34間與越峰成長中心合作的 
參與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皇仁書院 

 英皇書院 
 何東中學 
 金文泰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 
 筲箕灣官立中學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公理高中書院 
 九龍三育中學 
 文理書院（香港）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褔建中學（小西灣） 
 東華三院中學（共18間) 

 
 



健康校園計劃 
是甚麼？ 



多元化校園活動計劃 

校園測檢計劃 

健康校園
計劃                                     

以校為本的預防教育
項目，推動建立健康

和無毒校園文化                          



多元化校園
活動計劃 





毒品調查科警司吳穎詩表示，按警方紀錄， 
去年1至4月，31名10至15歲少年涉犯販毒， 
而今年同期有6名10至15歲少年涉犯販毒。 

為$1萬運$2000萬毒  
15歲女前途毀 

3名90後香港青年為了8,000元酬勞，
偷運$1,100毒品進入泰國 



「健康校園大使」                  
朋輩輔導計劃 



「非凡“SUN”體驗」-                                           
戶外歷奇訓練 

War Game 



「戲劇之王」       
劇場工作坊 



“Capture your dream” 
生涯規劃工作坊 



「溝通管教有妙法 -                               
家長加油站」 



校園測檢計劃 



校園測檢

計劃 

同學的個
人資料絕
對保密 

以學生最
大利益為
依歸 

自願參與 

為同學提供
專業測檢及
支援服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lwMpHIRPs 

我冇吸毒，計劃
對我有何幫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lwMpHIRPs


大麻蛋糕 

毒咖啡       
(奶茶) 

迷情 
朱古力 



計劃目的和意義 

預防及保護 
提升同學對毒品的戒心，鞏固沒有吸
食毒品的學生繼續遠離毒品的決心，
即使有朋輩引誘他們嘗試吸毒，會更
堅決說「不」。 

 



 
 
 
 
 
計劃目的和意義 
 
 支援有需要的同學 

  

    觸發曾接觸毒品的學生求助的動機， 同時為有需
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因為，在本計劃下發現有吸毒的學生： 

被控吸毒 被開除學籍 



如何推行 
校園測檢計劃？ 



      計劃經理、 
       社工、 
       護士、 

參與計劃學生的資料絕對保密 

所有協助校園測檢計劃人員必須簽署承諾書，承

諾將一切有關學生個人資料保密 
 
 
 
 
 



「校園測檢計劃」簡介會 
校方向學生宣讀「參加承諾」 

向家長及學生派發同意書 
同意書交回校方 
學校全體教職員簽署保密同意書 

校方的特定人員處理已簽署的同意書, 並進行編碼工作，
例: 陳大文001, 陳小文002…. 

   **被抽選之名單及一切對外名單，只有代碼** 



 學校將編碼名單交予校外測檢隊 
進行隨機抽選。 

 校外專責隊伍使用不連接互聯網的 
獨立電腦，隨機抽選。 

 校外測檢隊將被抽選的代碼於測檢日前交回學校。 
抽中的學生只會在當天測檢前收到通知。 
 校外測檢隊將不定期到訪學校。 
 



• 前往測檢室 (避免被抽選學生碰面) 

– 被抽中的學生由特定路線前往由校方安排穩妥的 

測檢室，避免被抽選學生碰面。 

– 在測驗室內收集頭髮樣本。 

– 被抽選的學生由校方工作人員逐一帶至測檢室，進行約15分

鐘之收集頭髮樣本程序。 



• 社工護士進行面談、收集頭髮樣本 

– 檢測隊社工接見學生，解釋程序及解答學生疑問， 

由學生最後確認同意參與才進行測檢。 

– 負責收集頭髮樣本由檢測隊社工及護士負責， 

校方(學校計劃助理)監察整個程序。 

– 整個程序約15分鐘。 

 

 



鋁箔 
髮夾 



所有樣本於學生及校外測檢人員

在場情況下封存，樣本不會貼
上可識別個人身份資料 



 校方會即日通知被抽中的學生的家長  

 ／監護人其子女曾接受測檢。 

 



將所有頭髮樣本呈交政府化驗所。(樣本上只有編碼) 

樣本由校外測檢專責隊伍特定人員儲存及運送往政府化驗
所，被封存之樣本只於化驗所開封進行化驗。 

樣本只作測檢之用，不會作其他用途。 

 化驗時期：30工作天 
 如已進行測檢之學生於等候結果期間，有情緒支援之需要
，可致電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電話：28841234 

 

 



校外專責隊伍向校長尋求意見，並召開跨專業個
案會議，為被辨識的學生及出席的家長／監護人

提供輔導服務和所需支援。 

校長會通知被辨識的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有
關結果，並邀請他們即日會面。 

學校計劃助理即時通知校長該陽性個案。 

校方會通知被抽中的
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化驗結果呈陰性。 

 



 電  話：2884 1234 (戒毒輔導熱線) 
 傳  真：2884-3262 

 地  址：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九樓 
                (東區及灣仔服務處) 
                香港上環禧利街二號東寧大廈1501-1504室 
                (中西南及離島服務處)                                                                                                                         
           香港大嶼山東涌逸東(二)村美逸樓地下                                                                  
          (東涌服務分處) 

 網  址：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ＦＢ專頁：http://www.facebook.com/TWGHs.CROSS 

 電  郵：csdcross@tungwah.org.hk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http://www.facebook.com/TWGHs.CROSS
mailto:csdcross@tungwah.org.hk


問答環節 



家長支持 
學生參與 

健康校園，全賴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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