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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 

聖公會主恩小學 

健康校園政策

透過全校師生共建和諧校園，營造關愛互助環境，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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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學生達致良好的靈性、生理、心理及社交態度。 

2. 方向 

為推廣健康教育，致力建立一個健康校園，本校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的「健康校園計劃」，成為夥伴學校。 

3. 運作模式 

3.1 本校是全校參與模式，所有行政組別共同制定健康政策、健康校園指引及推
廣健康活動，從而帶出建立健康生活的訊息。 

3.2 邀請專業人士擔任顧問，為本校的健康教育及相關活動提供意見。 
3.3 推動學校健康教育，向校內校外宣傳健康訊息，計劃全校性健康促進活動， 

協調各科組的健康促進活動，並作出檢討。 

3.4 邀請家長會對健康政策提供意見。 

3.5 政策經全體教師通過才能生效。 

4. 學校健康政策，範疇包括： 

4.1 健康飲食 

4.2 無煙校園 

4.3 學生保健 

4.4 傳染病控制 

4.5 急救及安全 

4.6 緊急事故及自然災害 

4.7 預防濫用藥物 

4.8 校內藥物保存及分發 

4.9 和諧校園 

4.10 職業安全及健康 

4.11 平等機會 

4.12 環境保護 

4.13 安全校園 

4.14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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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討及修訂程序 

此政策每年檢討一次，以檢討現況及草擬需修定的政策容內，並確保政策內
的各項目得到切實的執行及獲得應有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 

 

6. 參考資料 

6.1 世界衞生組織http://www.who.int 

6.2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http://www.cuhk.edu.hk/med/hep/HPS/QTN/c_briefing.html 

6.3 香港衞生署http://www.dh.gov.hk/cindex.html 

http://www.who.int/
http://www.cuhk.edu.hk/med/hep/HPS/QTN/c_briefing.html
http://www.dh.gov.hk/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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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健康飲食政策 
1. 目的 
1.1 向所有教職員、學生、家長及公眾人士推廣健康飲食的重要性，藉此提高社區的健康意

識。 

1.2 確保學校提供的食品質素良好，建立健康衛生的飲食環境。 

1.3 培養全體師生、職工的健康飲食習慣，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2 指引 

2.1 健康飲食指引(附頁一) 

2.2 自備午膳及小食指引(附頁二) 

2.3 午膳安排及監察指引(附頁三) 
 

3. 參考資料 
3.1     健 康 飲 食 在 校 園 ( 衛 生 署 )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home.asp 

3.2     學校膳食安排指引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501/guidelinemealarrangement_c.pdf 

 
 
 
 
 
 
 
 
 
 
 
 
 
 
 
 
 
 
 
 
 
 

健康飲食政策 (附頁一) 

健康飲食指引 

1. 指引目的： 

1.1. 讓全體師生、職工了解選擇健康食物的方法及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 

1.2. 說明食物的分類。 

1.3. 建議均衡飲食的方法。 

1.4. 培養全體師生、職工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 

2. 指引內容：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home.asp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home.asp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501/guidelinemealarrangemen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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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均衡飲食」 是健康生活的基礎，只要能按飲食金字塔的比例來進食，便能日常飲食中
攝取均衡的營養，使身體健康，並能預防一些和飲食有關的疾病。 

  

 

一)吃最多:五榖類 

 主要功能： 
豐富澱粉質，少量維他命 B 及植物性蛋白質，主要功用是提供熱能，補充消耗及維持身體正
常體溫。全麥五榖類食物更含豐富纖維素，有助大便暢通防止便秘。 

 食物來源： 

各類粉、麵、米(紅米、糙米、白米)、麥片、麵包，餅乾及根莖類(薯仔、芋頭)食物。 
 

二)吃多些:蔬菜、瓜果類 

 主要功能： 
含胡蘿蔔素，維他命 A、B、C 及多種礦物質，能保持細胞健康及增強抗力。含豐富纖維素， 
能防止便秘，並減低患上痔瘡，大腸癌等機會。 

 食物來源： 

各類蔬菜、瓜類及水果，每天吃 2 份水果及 3 份蔬菜。 
 

三)吃適量:肉、魚、蛋、豆類及奶品類 

 主要功能： 
含豐富蛋白質，助長發育、修補細胞及維持體內新陳代謝的需要。紅肉及肝類含豐富鐵質， 
有助製造血紅素，預防貧血。但肉類含有頗多的脂肪，多吃會引致肥胖、高血壓、高膽固醇、心
臟病和中風等病症。 
奶品類食物含豐富鈣質，蛋白質，維他命 D 及多種維他命 B，保持牙齒及骨骼健康，有助預
防骨質疏鬆症。 

 食物來源： 
肉類如豬、牛、羊及家禽等；各類魚及海產；蛋；豆類如豆腐、黃豆、白豆、眉豆、紅豆、
綠豆等；奶品類如牛奶、芝士、乳酪、雪糕等，學生愛好吃肉，應多加注意，幫助學生控制
食肉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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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吃最少--油、糖、鹽類 

 主要功能： 
油和糖提供熱能，多食可引致肥胖、高血壓、高擔固醇、心臟病、中風等。鹽維持體內水份
平衡，多食可導致高血壓。 

 食物來源： 
牛油、花生油、粟米油、忌廉、糖果、汽水、鹹菜、鹹魚，各式醬油及調味料等，但此等食
物應盡量減少。 

 

五)每天喝 6 至 8 杯流質飲品 

 主要功能： 
調節體溫、輸送營養素及帶走血液中的廢物。若失去大量水份(即脫水)便會有以下症狀包括疲勞、
面紅、頭暈、出現幻覺，嚴重的更會有抽筋及中暑。 

 水份來源： 

開水及各式飲品如果汁、湯、奶(脫脂奶較健康)、清茶等。每天宜喝6-8杯。 
 

2.2  人體從食物中吸收熱量來維持身體的正常活動，供應體力及保持體溫。若身體吸收過多
的熱量或消耗過少，剩餘的熱量便會儲存起來，成為脂肪。熱量單位是千卡(kilocalorie)， 
一千卡是指使一公斤(一升)的水升高攝氏一度時所需的能量。每人每天需要的能量因人而
異，與年齡、性別、工作性質及活動有關。通常來說，發育中的兒童、青少年及懷孕期或哺
乳期婦女，需要較多的能量，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成人所需的能量會逐漸減少。另一方面，
每天熱量的需求亦按氣溫及個人活動量而異。 

下表列出了不同年齡和性別的人每天所需的熱量: 

年齡 男(千卡) 女(千卡) 附註 

6 1700 1600  

7 1800 1700  

8 1900 1800  

9 2000 1900  

10 2100 2000  

11 2200 2100  

12 2300 2200  

12 至 15 2700 2300  

19 至 35 2800 2000  

  2400 懷孕期 

  2500 哺乳期 

36 至 55 2500 1800  

56-75 21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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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健康飲食原則
(一)飲食均衡； 
(二)少吃鹽； 
(三)少吃糖； 
(四)保持理想體重； 
(五)少吃脂肪； 

(六)多吃高纖維食物。 
 

2.4 理想均衡的午膳須為學童提供每天所需三分之一的營養素。根據衞生署推動的本地健康
飲食金字塔建議，健康午膳提供五穀類(如飯麵) ，蔬菜和肉類(及其代替品) 的比例應是三比
二比一。小學一至三年級及四至六年級學童每天的午膳營養分量應符合下列標準: 

食物類別 小一至小三學童的建議分量 小四至小六學童的建議分量 

五穀類 最 少 4 份 最 少 5 份 

蔬菜類 最 少 1 份 最 少 1 份 

肉、家禽、魚、蛋和豆類 1 至 2 份 1 1/2 至 2 1/2 份 

水果類 最少 1/2 份* 最少 1/2 份* 

脂肪和油類 
(在處理和烹調食物時所添加
的脂肪和油分) 

最 多 2 份 最 多 2 份 

 

  

  

  

 

如把一個餐盒容量平均分為六格，五穀類應佔三格，蔬菜佔兩格，而肉類佔一格。這樣，五穀類、蔬
菜和肉類的分量比例便是三比二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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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要衡量一個人的體重是否適中，可透過不同的方法，包括: 
(一)方法：身高別體重圖是按兒童的身高，評估兒童的體重是否合正常比例。
用法說明 

步驟(一):量度兒童的身高及體重 

步驟(二):按兒童的性別，運用男童或女童的身高別體重圖作量度標準 

步驟(三):先在圖中找出兒童的身高及體重，再分別向上及向右拉，直至找出會合點 

 正常的兒童身高體重比例都會在第三個百分位至第九十七個百分位之內。 

 體重過重 
若兒童的體重在身高別體重圖中位數(第五十個百分位線上的數值)的 120%或以上，兒童
的體重便屬過重。 

 體重過輕 
若兒童的體重在身高別體重圖中位數(第五十個百分位線上的數值)的 80%或以以下，兒童
的體重便屬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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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體重指數---即 BMI (Body Mass Index，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指數是一套簡便的體重評估準則，世界衛生組織擬定了一套利用體重及身高計
算體重指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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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體重（千克）／ [身高（米）]2 

身高（米） 理想體重範圍（千克） 身高（米） 理想體重範圍（千克） 

1.45 41.5-51.0 1.66 54.5-66.5 

1.46 42.0-51.5 1.67 55.0-67.5 

1.47 43.0-52.0 1.68 56.0-68.5 

1.48 43.5-53.0 1.69 56.5-69.0 

1.49 44.0-53.5 1.70 57.0-70.0 

1.50 44.5-54.5 1.71 58.0-71.0 

1.51 45.0-55.0 1.72 58.5-71.5 

1.52 46.0-56.0 1.73 59.0-72.5 

1.53 46.5-57.0 1.74 60.0-73.5 

1.54 47.0-57.5 1.75 60.5-74.0 

1.55 47.5-58.5 1.76 61.5-75.0 

1.56 48.0-59.0 1.77 62.0-76.0 

1.57 49.0-59.5 1.78 62.5-76.5 

1.58 49.5-60.5 1.79 63.5-77.5 

1.59 50.0-61.0 1.80 64.0-78.5 

1.60 50.5-62.0 1.81 65.0-79.5 

1.61 51.5-62.5 1.82 65.5-80.0 

162 52.0-63.5 183 66.0-81.0 

163 53.0-64.5 184 67.0-82.0 

164 53.5-65.0 185 68.0-83.0 

165 54.0-66.0 186 68.5-84.0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2005 日日二加三 體重指標計算機

http://2plus3.cheu.gov.hk/html/b5/sec2_bmi.asp?fname=sec2_bmi.aspx 
體重是否在理想體重範圍 

 理想體重範圍：體重於理想體重的 10%間 

 體重過重：體重超過理想體重的 10%-20% 

 肥胖：體重超過理想體重之 20%以上 

http://2plus3.cheu.gov.hk/html/b5/sec2_bmi.asp?fname=sec2_bmi.aspx
http://2plus3.cheu.gov.hk/html/b5/sec2_bmi.asp?fname=sec2_bm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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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青少年及兒童適合用重高指數(WHI)來做肥胖體位判斷的標準 

 

重高指數＝ 
評估對象的體重(千克) ÷ 身高(厘米) 

該年齡層的重高常數 
 

重高常數＝ 
該年齡層第 50 百分位的體重( 千克 ) 
該年齡層第 50 百分位的身高( 厘米 ) 

 

3~18 歲兒童及青少年的重高指數 

重高指數 體位評估 

＜0.8 瘦弱 

0.80~0.89 過輕 

0.90~1.09 正常 

1.10~1.19 過重 

≧1.2 肥胖 

3~18 歲兒童及青少年的重高常數 

年齡 
(重高常數) 

男 女 

３歲 0.156 0.157 

４歲 0.168 0.163 

５歲 0.177 0.174 

６歲 0.191 0.186 

７歲 0.205 0.198 

８歲 0.219 0.213 

９歲 0.241 0.227 

１０歲 0.254 0.245 

１１歲 0.278 0.367 

１２歲 0.293 0.391 

１３歲 0.316 0.31 

１４歲 0.335 0.318 

１５歲 0.351 0.329 

１６歲 0.365 0.327 

１７歲 0.368 0.327 

１８歲 0.374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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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 腰臀圍比值 

 腰臀圍比值能反映腹部肥胖的情況，亦即腰間積聚的脂肪量。 

 計算方法：腰圍（厘米）／臀圍（厘米）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男性的腰臀圍比值應少 1.0，女性則應少於 0.85，方為適中。 
 

2.7 校方對於食物及飲品贊助及推廣活動的立場： 

校方不建議接受「限量選擇」或「少選為佳」食品的贊助及進行以下推廣活動： 

 不建議該種食品公司組織的推廣活動 

 不建議口頭鼓勵對「限量選擇」和「少選為佳」食品的消費 

 不建議在顯眼地點放置「限量選擇」和「少選為佳」食品/推廣資訊/品牌和標誌 

 不建議將「限量選擇」和「少選為佳」食品作為獎勵或獎品 

3. 參考網址： 

3.1 衞生署《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3.2 衛生署《小學小食營養指引》：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3&id=7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3&amp;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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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備午膳及小食指引(附頁二) 

1. 指引目的： 

1.1 提高家長及學生對健康午膳及小食的認識。 

1.2 提高家長及學生對於食物安全的認識。 

2. 指引內容： 
2.1 全部學生必須在校內進行午膳，家長可選擇訂購午膳、自備午膳或家長送膳。家長應按

本指引的送膳程序送膳。 
2.2  健康午膳指引：有關健康午膳的資料可參考衛生署網頁《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或健康飲食指引附頁一《健康飲食指引》。 

2.3 家長可利用五色蔬果設計午膳，加強學生進食蔬菜的意慾。 

2.4 應注意子女每天有否吃剩午膳或偏食。 

2.5 健康小食指引：有關健康小食指引可參考衛生署網頁《小學小食營養指引》。 

2.6 食物安全指引： 

2.6.1 應在有信譽的商鋪店購買食物。 
2.6.2 應妥善儲存食物，煮食時要徹底煮熟食物。尤以海產類，要煮至攝氏 100 度以上至少

一分鐘。 

2.6.3 送膳時確保食物有良好儲存方法，熱食應保持在攝氏 60 度以上。冷盤應保持在攝氏 4 

度以下。(食物環境衛生署建議) 

2.6.4 避免為學生預備冷盤或生食食物(如魚生壽司)。 
2.6.5 食物不應在室溫存放超過 1.5 小時。如沒有適當的保溫用具，不應過早送膳或在上學

前把食物交給學生。 

2.6.6 提醒學生不要把午膳或部份午膳留待放學後才進食，減少細菌滋生的機會。 

2.6.7 家長應為學生選擇有包裝的小食，及為學生預備食物盒。 
2.6.8 學生應進食自己的食物，不可吃別人的食物，也不可把自己的食物請別人吃。以免交叉感

染。 

2.6.9 進食前、後應洗手。 

2.6.10 進食時不應進行其他活動，以免食物在進行活動時受到污染。 

3. 學生食物安全指引 

3.1 進食前後要洗手。 

3.2 不可以交換食物，以免交叉感染。 

3.3 進食時進食，遊戲時遊戲。 

3.4 食物要儲放在適當的地方。 

4. 送膳程序： 

4.1 由家長送膳給學生，程序如下： 
4.2 送膳家長須於每日上午 11:30 至 11:50 把午膳飯盒送到地下門口/二樓前梯/三樓前梯。按

班別放在膠盒中。 

4.3 所有飯盒必須包好，在當眼處貼上學生班別及姓名。 

4.4 午膳後，學生須將自己的餐盒收藏好，放學後才帶回家處理。 

5. 參考網址： 
衞生署《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http://school.eatsmart.gov.hk 
午膳安排及監察指引(附頁三) 

1. 目的： 

1.1 設立機制確保學校有妥善方法安排學生在校午膳。 

2. 內容： 

2.1 行政安排 

2.1.1 學校制訂健康及環保的膳食政策和相關措施，督導、統籌及改善爲學生作出的膳食安排，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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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教職員和家長代表監察膳食 

2.1.2 制訂適當程序，選擇最能為學生提供健康及環保膳食的供應商； 
2.1.3 學校與午膳供應商簽訂合約時，宜參考衞生署和環境保護署分別編製的「小學生午膳營
養指引」和「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與供應商訂明食物質量的重要部分和適切的環保午膳模
式和措施 
2.1.4 安排環保的膳食模式（例如：使用可再用的容器和餐具，為有需要的學生添菜和添飯）， 
以減少廢物和避免浪費 

2.1.5 爲學生提供一個清潔、舒適和健康的用膳環境 

2.1.6 促使學生自備可清洗和耐用的餐具 

2.1.7 教導學生用膳前洗淨雙手，用膳後清理地方 
2.1.8 鼓勵及推動家長與學校合作，爲子女準備健康餐盒/小食，並幫助子女養成健康環保的
飲食習慣 

2.1.9 勸諭學生不要光顧無牌小販 
2.1.10 致力讓教師及學生認識更多有關食物衞生、營養、均衡飲食、個人健康和減少廢物和
避免浪費的知識，並向家長介紹學校的健康及環保的膳食政策 

2.1.11 在午膳時間巡視，以確保膳食安排恰當得宜 

2.2 午餐 

2.2.1 選擇食物供應商 
午餐和熟食必須向持有有效的食物製造廠牌照並獲得批准製造/配製餐盒的
供應商訂購。學校應要求這些食物製造廠的持牌人出示文件， 以證明他們
的處所持有牌照作特定的用途。如持牌食物製造廠有委託分判商代為供應餐
盒或製造餐盒中部分食物，學校也應要求他們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當選擇
適當的午膳供應商時，學校也應注意供應商所提供食物的營養價值，裝載和
運送食物的方法，以及如何處理使用過的食物容器等，並選擇那些能配合學
校健康及環保膳食政策和措施的供應商。學校與午膳供應商簽訂合約時，宜
參考衞生署和環境保護署分別編製的「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和「學校推行
環保午膳指引」， 與供應商訂明食物質量的重要部分和適切的環保午膳模式和
措施。 

2.3 由學校託辦午膳 
2.3.1 於 10:30pm 前由午膳供應商把午膳送到學校。於 11:30 前由午膳
供應商工作人員把午膳各課室門外 

2.3.2 午膳供應商必須確保午膳為安全衛生及由密封的食物儲存盒保溫 

2.3.3 午膳供應商工作人員於 12 :05 pm 把食物儲存盒放進課室 

2.3.4 教師應安排學生飯前洗手和預備餐具 

2.3.5 按學校和供應商已商議的方法回收飯盒/飯盤，確保有效地回收已使用的飯盒/飯盤 2.3.6 

午膳後，安排學生洗手及清理用膳地方 

3. 參考網址： 
3.1 「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3_html_b5.html 

3.2 學校健康飲食政策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2_html_b5.html 
3.3 選擇午膳供應商程序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1_html_b5.html 
3.4「小學小食營養指引」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4_html_b5.html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3_html_b5.html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2_html_b5.html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1_html_b5.html
http://www.eatsmart.gov.hk/links/he0004_html_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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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無煙校園政策 
1. 目的 

 配合香港禁煙法例，推行宣揚反吸煙，推動反吸煙之運動及教育 
2. 方針 
2.1 建立無煙的學校環境 
2.2 提供預防吸煙教育 
2.3 所有教職員作良好榜樣，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無煙生活 
2.4 確保訪校人士或到校工作人員沒有吸煙 
3. 運作程序 
3.1 如學生被發現在校內或校外吸煙：涉事學生交訓導組教師處理及會通知家長 
3.2 入職前，已表明學校職員不可以吸煙，學校會口頭警告或以書面紀錄形式予以處

理，有需要時會交由校長處理 
3.3 如校外人士在校內被發現吸煙：會被校方指示立即把煙蒂熄滅，並向此人表明學 

校禁煙之立場 
3.4 所有在校員工均有職責在安全的情況下勸喻及要求在校吸煙者停止吸煙或立刻 

離開校園範園(學生不適用) 

4. 參考資料 
4.1 衛生署 控煙辦公室 

http://www.tobaccocontrol.gov.hk/chi/ciindex.html/ 

4.2 吸煙委員會網頁 
www.smokefree.hk 

http://www.tobaccocontrol.gov.hk/chi/ciindex.html/
http://www.smokefre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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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童保健政策 
1. 目的 
1.1 設立機制確保學生健康 
1.2 鼓勵家長參加由衛生處為學校提供的健康服務 
2. 運作程序 
2.1 學生健康記錄 
2.1.1 學校每年發出通告，要求家長填報其子女的病歷，以說明他們是否適宜參與體能活 

動。學校保存有關學生健康情況的記錄，以供教師參考。學校必須確保病歷資料只
供校內人士使用，在未取得有關家長同意前，不得向其他人士披露 

2.1.2 進行學校活動期間，負責教師為健康有問題的學生作出適當的安排 
2.1.3 教師務須留意學生的健康狀況(尤其是有某些病歷的學生)，而且不應讓學生做劇烈的 

運動。如有學生感到不適，應要求該學生稍作休息，並在有需要時通知其家長/監護
人。若情況嚴重，校方應把該名學生送往醫院診理，並立即通知其家長/監護人 

2.1.4 班主任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以了解學童的健康狀況，並向學校說明，方便學校作出 

適當的安排 

2.1.5 鼓勵教師進修急救訓練，因為在校內及進行學校活動時，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及有學
生受傷，因此，學校每年會推薦及鼓勵教師(特別是體育科教師)參加急救訓練 

2.2 學生健康服務 
2.2.1 學校鼓勵家長讓其子女參加衛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每年學期初，派發學生健康服 

務的參加表格 

2.2.2 這服務的目標是透過全面的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健康計劃，保障學童生理和心理
的健康，讓他們在教育體系中得到最大的裨益，和發揮個別的潛能。參加的學生， 
每年獲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列的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體格檢查、各
項健康普查(包括生長、營養、血壓、視力、聽力、脊柱、性發育、心理健 康及行為) ， 個
別輔導和健康教育。亦包括為所有小一學生進行的視力及聽力測試 ，經檢查發現有
健康問題的學生會被轉介至健康評估中心或專科診所作詳細的評估及跟進 

2.2.3 學校派發檢查通知書，讓家長帶學生於指定日期前往南葵涌診所接受檢查 
2.3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2.3.1 學校鼓勵家長透過學校參加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每年學期初，派發學童牙科保健服 

務的參加表格，並由學校教師帶領一至四年級的學生前往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中心接
受檢查 

2.3.2 該項服務的目標是讓學童學習及建立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以預防牙患，及為學童提
供一般性的牙科治療。小一至小四的學童將由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安排專車接送，往
返學校和學童牙科診所。小五及小六的學童，會獲發診症咭，安排在課堂以外的時
間自行前往下葵涌學童牙科診所接受檢查 

2.3.3 此項服務設有二十四小時熱線(電話號碼:2713 7028）提供粵語、普通話及英語查詢服
務。 

2.3.4 更新學童病歷資料 
 如學生在保健期內病歷資料有任何變更，請家長盡快通知學生所屬的學童牙科診

所，可致電與文書主任聯絡 

學童牙科診所名稱 地圖 地址 電話 

下葵涌學童牙科診所  地圖 新界葵涌麗祖路77號下葵涌分科 3651 5587 

診所及特殊教育服務中心一字樓 
或從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wsmile/doc/CM301.pdf 下載學童資料更新表格(中英文版)。
填妥後，將表格傳真或寄回下葵涌學童牙科診所。 
若學生已獲派發『學童牙科保健手冊』並將會到學童牙科診所就診，家長亦可在手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wsmile/images/map/clinic_hkc_map.pdf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wsmile/doc/CM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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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內第五頁『更改病歷資料』欄內說明。 

2.3.5 急症服務 
 參加了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學生可以到所屬的牙科診所尋求急症服務。

急症服務時間： 
上 午 8:45 -  下 午 1:00 

星期一 
下 午 2:00 -  下 午 5:45 

上 午 8:45 -  下 午 1:00 
星期二至星期五 

下 午 2:00 -  下 午 5:30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到診時請携帶學童牙科保健手冊，如果學生並未獲發「學童牙科保健手冊」，則應携
帶學校手冊到診。由於診所會先為已預約的學童提供服務，輪候急症服務學童可能 

需要等候較長時間 
2.4 接受防疫注射 
2.4.1 學校每年安排衛生署為一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提供防疫注射服務，以保障學童健康 
2.4.2 學校會派發自行前往政府診所接受防疫注射的通知書予當天缺席或沒有接受防疫注 

射的學生 

3. 特殊天氣狀況 
3.1 校務處職員查閱每天情況，當「空氣污染指數」或預測的指數超逾 100 時，便會通

知主任，宣佈所有班別不宜進行戶外活動; 當「酷熱天氣警告」發出，便會通知主任 

宣佈所有班別留在課室進行小息 

4. 參考資料 
4.1 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amp;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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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傳染病控制政策 
1. 目的 

1.1. 為師生提供傳染病的防治資訊及處理方法，保障師生的健康 

1.2 預防傳染病在校爆發 

2. 運作程序 

2.1 學校備存一份學生及員工的每天病假記錄 
2.2 學生事務組每天檢查學生請病假的情況。如發覺/懷疑有傳染病爆發，就會通知校長， 

並呈報衛生署 

2.3 按需要發出指引及通告提醒家長、學生及教職員如何預防和處理傳染病 
2.4 於傳染病高峰期，依教育局指示，學生事務組發通告給家長知會他們有關傳染病的

情況，請他們與校方合作，減低傳染病爆發的機會 

2.5 於傳染病高峰期，校方執行的措施，會包括: 

2.5.1 督促學生量度體溫，請家長填寫在手冊的紀錄表內及簽名 

2.5.2 督促學生清潔雙手，包括上課前、午膳前等 
2.5.3 要限制飲水機的使用，學生只可在工友或家長義工協助下，於午膳後段，利用水樽

到飲水機取水 

2.5.4 學生於課室內單行就坐 

2.5.5 減少大型集會，早禱改為中央廣播 

2.5.6 保持課室空氣流通，即使開啟冷氣機，也要打開部份的對流窗門 
2.6 遇有學生患上較高危的傳染病，如「H1N1」、「手足口病―EV75 腸病毒」等的通報

機制 

2.6.1 家長通知校務處有學生確診。如班主任首先接獲通知，便通知校務處 

2.6.2 校務處通知學生事務組 

2.6.3 校務處通知班主任 

2.6.4 校務處印製便條，貼在課室日誌上，通知課任老師或代課老師 

2.6.5 校務處派發口罩給該班同學及老師 
2.6.6 學生事務組通知訓育組，該班不能與其他同樓層的班別一起到地下操場小息，須另

外安排老師到課室當值。午膳後段，訓育組亦要安排該班到地下操場小息 

2.8 患上傳染病的學生返回學校上課 
2.8.1 患上傳染病的學生如得到主診醫生的指示，可以返回學校上課，學校或會參考衞生

署對兒童染上傳染病的潛伏期及病假的建議： 

傳染病 潛伏期 
(日) 

建議病假期# 

桿菌痢疾* 1-7 直至肚瀉已經停止及大便化驗顯示沒有該病菌 

水痘* 14-21 約一星期或直至所有水泡變乾 

霍亂* 1-5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 

結膜炎（紅眼症)* 1-12 直至眼睛不再有異常分泌物 

白喉* 2-7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 

手足口病* 3-7 直至所有水?變乾或按醫生指示 

麻疹* 7-18 出疹起計 4 天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 2-10 直至清除病菌療程完成 

流行性腮腺炎* 12-25 由呈現腫脹起計 9 天 

小兒麻痺症* 7-14 首現病徵起計至少十四天 

德國麻疹* 14-23 出疹起計 7 天 

猩紅熱* 1-3 由服用抗生素當日起計五天或按醫生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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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 不定 按醫生指示 

傷寒* 7-21 直至至少連續有三個各相隔至少 2 4 小時取得 

的大便樣本，化驗顯示沒有該病菌 

病毒性腸胃炎* 1-10 直至最後一次肚瀉後起計 4 8 小時之後 

病毒性甲型肝炎* 15-50 由首現黃疸病徵起計一星期或按醫生指示 

百日咳* 7-10 直至已完成至少五天的抗生素療程 

# 以上建議只基於各種疾病的一般傳染期考慮，病假長短應以主醫生的建議作準 

* 法例規定該等傳染病個案須呈報衛生署 

* 患上腸病毒 EV-71 型的學童，應於康復後十四天才上學 
2.9 學校在適當的時候(如流感/水痘高峰期)發通告給家長，呼籲家長密切注意子女個人 

衞生與健康情況，並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2.9.1 留意子女健康狀況，當子女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時，應為子女請病假，切勿 

讓他們上學，並立即求醫 
2.9.2 提醒子女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 

a)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的方法洗手 
b) 打噴嚏或咳嗽的時候要掩住口鼻，並將痰涎或分泌物用紙巾包好，棄於有蓋垃圾桶 

內，事後要洗手 
c) 盡量關掉空調，打開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d) 避免到人多擠迫、空氣不流通的公眾地方 
e) 每天帶備足夠紙巾回校及在需要時戴上口罩 
f) 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即飲食均衡、多做運動有充分休息 

2.9.3 身體不適時應立即求醫，並要戴上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2.10 其他預防措施： 

a) 安排有學生嘔吐的班別調至另一課室上課，並有員工立即為該課室進行消毒工作 
b) 保持課室清潔及空氣流通 
c) 學校及教師提高警覺及密切留意各職員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況和疫情的變化 

及最新發展，以作出適當的處理及應變措施，以保障員生的健康 
d) 如在同一課室/同一個教員室內有三個或以上學生/教職員因發燒而缺席，應立刻向衞

生防護中心呈報有關資料，並根據衞生署最新的指引執行有關預防傳染病的臨時措 

施 

3. 參考資料 
3.1 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傳染病控制政策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langno=2 

3.2 《幼兒中心/幼稚園/學校預防傳染病指引》衛生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amp;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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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急救及安全政策 
1. 目的 
1.1 建立安全的校園環境 
1.2 設立急救措施及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方法及立場 
1.3 確保教職員接受足夠的急救培訓的立場及安排 
2. 運作程序 
2.1 學校急救政策 
2.1.1 禮堂、地下操場、教員室、校務處及醫療室均需設有標準急救箱，而各課室亦設有 

簡單十字箱 
2.1.2 校務處職員確保急救箱在任何時間都是保持設備齊全。每三個月會檢查及更新急救 

箱內的用品，而校務處職員亦會經常增添各課室的簡單十字箱內的用品 
2.1.3 學校設有醫療室，讓身體不適的學校成員休息，或為受傷者進行急救 
2.1.4 部分學校成員擁有認可的急救證書，學校把有關名單張貼在校務處。如有需要進行 

急救，應找持有急救證書的教職員進行急救 
2.1.5 需登記所有使用過醫療室之人仕資料，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跟進 
2.1.6 若發生輕微意外，例如有學生割傷或出現瘀傷，校務處職員應即時為受傷學生施行 

急救 
2.1.7 若發生嚴重意外，學校應： 
a) 確保受傷學生獲教職員照顧，包括陪同上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 
b) 把意外事件通知有關家長 
c) 如把學生送回家中，則須確保學生已交託給其家人照料 

d) 把意外事件通知保險公司(如需要)；以及 
e) 向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提交書面報告，闡述意外詳情 
2.1.9 制定標準急救箱用品指引(附頁一) 

2.1.10 為確保校內有足夠的人手負責提供急救服務，鼓勵教職員由紅十字會、聖約翰 
救傷隊或醫療輔助隊所舉辦的有效急救證書的課程，在有需要時負責為身體不適的
學生或教職員提供急救服務。職責範圍包括﹕在有需要時，如在學校進行戶外活動/ 

大型活動時協助校內醫療室當值人員護理傷病者 

3. 參考資料 

3.1 《急救課程手冊》，香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2013)。 
3.2 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急救及安全政策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81&amp;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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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急救箱用品指引 附頁一 

按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的建議學校需設立急救箱，並確保無論何時都是設置齊全的。
建議學校備存的急救用品一覽表 

 

1. 消毒劑，例如沙威龍和酒精 

2. 消毒藥棉 

3. 用後即棄的膠手套 

4. 消毒敷料/ 紗布 

5. 膠布  

6. 不同大小的繃帶 

7. 鑷子  

8. 安全別針 

9. 剪刀  

10. 不同大小的消毒黏性敷料 

11. 三角繃帶 
 註：負責管理急救箱的人士須確保： 
 1. 急救箱內備有急救用品一覽表 
 2. 所有藥物均貼上適當的標籤 
 3. 定期檢查物品的數量，看看是否需要增補 
 4. 檢查藥物的有效日期，以便預早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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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緊急事故及自然災害政策 
1. 
1.1 

目的 
學校制訂緊急事故及災難，如暴雨或颱風、火警或不明氣體、懷疑虐兒、食物中毒、校
外活動意外等的應變措施，以及危機處理的一般原則，以保障學生及全校教職員的安
全，預防不幸事故的發生，並確保當意外發生時能採取適當的行動 

2. 運作程序 

2.1 暴雨或颱風情況下，緊急放學措施 

2.1.1 持續大雨： 

a) 一般準則： 

暴雨警告訊號 學校上課安排 

黃色 照常上課 

紅色 1. 學校停課; 
 2. 如遇考試，當天之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黑色 1. 學校停課; 
 2. 如遇考試，當天之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停課中途改掛黃色暴雨
或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訊號 

 

學生毌須回校上課 

上課期間改掛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1. 
2. 

3. 

繼續上課直至原定放學時間; 
課後興趣班會暫停舉行。 

校車服務如常。 

b) 注意事項： 
1. 如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學生上課途中發出，家長可決定讓學生繼 

續回校或折返家中。學校為顧及學生安全，會讓返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 
2. 如家長在得悉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發出時，學生仍未離家回校，則切 

勿讓學生回校。 

2.1.2 熱帶氣旋： 

a) 一般準則： 

氣旋訊號 學校上課安排 

懸掛一號風球 照常上課 

懸掛三號風球 照常上課 

懸掛三號風球 1. 
2. 

學校停課; 

如遇考試，當天之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 1. 
2. 

學校停課; 

如遇考試，當天之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停課中途改掛較低風球 
或除下所有風球 

學生毌須回校上課 

氣旋訊號 學校上課安排 

上學中途改掛 
八號或以上風球 

按手冊之「停課放學方式」，即時停課。 

b) 注意事項： 
1. 如遇熱帶氣旋逼近，家長應密切留意電台廣播，教育局最早會在早上 6:15 宣佈 

學校是否需要停課。 
2. 如停課宣佈在學生上課途中發出，學校會讓抵達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視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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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天氣及安全情況，讓學生按手冊之「停課放學方式」回家。 

*順延代表固果星期一停課，星期二復課時考星期一的科目。 

2.2 懷疑虐兒個案： 
2.2.1. 運作程序 
2.2.2 懷疑虐待兒童個案處理程序 

a) 發現懷疑虐兒個案 
b) 教師即時通知校長 
c) 校長即時通知學生輔導主任 
d) 召開危機小組會議介定是否有虐兒成分 
e) 學生輔導主任轉介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科 FCPSU 

(若有刑事成份如性侵犯、嚴重身體虐待等同需交警方協助。) 
f) SGT 諮詢 FCPSU 社工評估學生是否需要入住庇護院舍或醫院診治 
g) 如入住庇護院舍需獲家長同意或由社署社工運用保護婦孺條例安排個案學生入住 
h) 

i) 

2.3 
2.3.1 

如送醫院診治，校務處職員通知家長前往醫院 
不用入住庇護院舍或送醫院診治，由 FCPSU 社工接見/跟進學生個案
食物中毒/集體受傷/突發疫症： 

運作程序 

a) 教師發現有食物中毒/集體受傷/突發疫症發生 
b) 教師即時通知校長 
c) 校長通知有關部門跟進 
d) 食物中毒:食物及環境衛生署~電話:2868 0000 

e) 集體受傷:電召救護車(如情況嚴重,可即致電 999  求助) 

f) 突發疫症:見傳染病管理政策 
2.4 有陌生人闖入校園/受到襲擊 
2.4.1 運作程序 

a) 懷疑/有陌生人闖入校園/受到襲擊 
b) 教師即時通知校長 
c) 校長通知有關部門跟進 
d) 關懷及危機應變小組運作 

2.5 火警/不明氣體/山泥傾瀉 
2.5.1 運作程序 

a) 懷疑發生火警/不明氣體/山泥傾瀉 
b) 教師即時通知校長 
c) 校長通知有關部門跟進 
d) 若了解事件後，覺得事件嚴重，校長授權書記報警 
e) 立即通知訓育主任，及發出走火警訊號 
f) 警鐘一響，立即停止授課，學生不得執拾 
g) 教師指示學生離開課室，依次迅速離開，依指定路線逃生。90 
h) 教師需確保課室內全部學生均已離開 
i) 教師應帶領學生到指定地點集合：  
j) 任課教師安排班長點算學生人數，若人數不足，應即查詢跟進 

2.6 危機處理組運作： 

2.6.1 危機處理組核心成員：校長、副校長及全體行政人員 

2.6.2 臨時成員： 
  與事件有關之班主任、科任老師或主任 

 教育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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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務處職員，如書記、文員及校工等 

 家長教師會代表(如有需要) 

 教育局支援人員：學校發展主任(如有需要) 

 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如有需要) 

2.6.3 工作目標： 

 處理突發事件/危機個案： 

 懷疑學童自殺

 校園暴力、欺凌事件

 懷疑虐兒個案

 懷疑性侵犯個案

 學童自殺個案

 學童意外受傷

 校內發現不明氣體

 校內發生火警

 颱風或暴雨而引至停課

 學童患有傳染病

 食物中毒

 其他

2.6.4  當危機事件發生後，校長或空堂的行政主任經初步磋商後，會立即啟動危機處
理組會議，處理危機。 

 盡快平息危機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使教學活動盡快回復正常。 
 支援及關注受影響的學生、教師及家長對事件的反應，並讓他們有宣洩的機會。

必要時，會尋求心理學家及社工的協助。 

 向教師及學生解釋事件的真相。 

 應付與外界聯絡的事宜(如：傳媒及家長的查詢等) 

 為校內老師提供輔導及處理危機事件的資料。 

 幫助教師更敏銳地去識別和處理情緒受困的學生。 

 在危機事件過後作整體評估，訂定學校的預防工作，對提升學生的積極人生態 
度作出建議。 

2.6.5 危機處理組成員職責(危機小組成員的角色及職責見《危機處理手冊》)： 

 學生的操行問題：交由訓育主任關注及處理。 
 老師的問題：交由副校長關注及處理，校長和其他主任、老師也可因應需要作

出支援。 

 學生情緒問題：交由學生輔導主任關注及處理，其餘老師均需對事件加以協助。 

 文書工作或學生離校手續：交由校務處處理。 

備註： 
任何一位老師，當目睹學生發生事故時，也應該立刻伸出援手及通知有關的主
任或副校長。 

虐兒及校內人士死亡事件之處理請參閱危機處理手冊<危機處理工作分配> 

 

 當有事件發生時，由校長或空堂的行政主任召開危機處理組會議 
  

2.6.6 有關學生、家長、老師的危機處理 

a) 學生方面： 
 當學生遇到任何意外時，應立即找有關曾接受過急救訓練的老師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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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較嚴重的意外，校方會電召救護車將受傷的學童送往醫院。 

 校方需保留處理學生受傷紀錄。 

b) 家長方面： 
 當老師發現家長遇到家庭或情緒問題時，需立即知會學生輔導主任及副校長

作出適當的關注及處理，並向校長匯報。 

c) 老師方面： 

 當老師遇上工作壓力或情緒問題時，請主動與學生輔導主任聯絡，尋求情緒 
支援。 

2.6.7 如何預防危機方法 

 老師要多關心學生的行為表現，多留意學生的行為是否有不尋常的表現。 

 老師要適當疏導學生的情緒，避免學生因無法渲洩情緒，作出一些不理性的行為。 

 老師應多關心及接觸學生，以作為學生的支援及傾訴的對象。 
 同事間，也應互相關心、溝通，彼此鼓勵，建立一個和諧、彼此尊重的氣氛。 

2.6.8 如何面對傳媒 
面對傳媒時，由校長或校長指派副校長或主任代表學校發言，只需回應他們有關調查的
工作正在進行中，稍後，才會以書面形式交待事情的始末；若遇到難以應付時，可交與
校長處理。若記者在校門外等候，則先說明不接受拍攝或攝錄，然後收來者卡片， 

再安排活動室讓記者們等候負責之行政主任。 

2.6.9 危機發生後的應變措施 
當有危機事件發生，校長或空堂的行政主任經初步磋商後，將立即召開危機處理組會
議，了解有關情況及背景，制定有關的處理方案。 

 

2.6.10 

 

處理小組工作大綱(供參考) 
 

 

按危機的需要分工，量材而行。
包括： 

1. 盡快召開「危機應變組」會議，決定組長人選，帶領組員商討方略對策， 

分工並統籌整項支援服務。(參考 EDB 危機手冊、並填表紀錄) 

2. 致電並記錄與各有關人物接洽的時間及簡單內容(危機處理緊急聯絡資料   

表) 

3. 按需要召開緊急全體教師會議，支援老師，並將真相告訴全校老師及讓老

師清楚校方的處理方法。 

4. 草擬家長信，即日印發通知全校家長事情始末。 

5. 將事件通告全校學生。 

6. (若有關死亡事件)盡快召開積極人生師生集會，交代本事件，宣揚積極人生

的訊息及正式結束事件，讓教與學的活動盡快回復正常。 

7. 協助紓緩受影響老師的情緒 

8. 到肇事學生家中探訪，慰問及提供援助。 

9. 草擬新聞稿，預備將事件向傳媒發表及向家長交代。 

10. 安排接待傳媒及接聽外界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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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紓緩肇事學生之情緒及協助其解決困難 

12. 支援有強烈情緒反應的學生 

13. 代表校方出席各部門個案會議 

14. 跟進個案，調查事件的真相，以書面向校方及教育局報告。 

15. 協助維持學校的秩序 

16. 提供學生的行為資料 

17. 安排工友負責協助照顧有需要的學生 

18. 安排工友當門衛，不可隨便讓閒雜人等進出學校。所有外人及家長進出學

校必須登記，以策安全。 

19. 留在地下門衛處，安排有關家長及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及警方等工作人員， 

進出本校。 

20. 如遇傳媒採訪，須安排傳媒留在活動室稍候，並答覆有關採訪的安排。 

21. 利用資訊科技發放與事件有關之正面訊息 

22. 調配老師照顧各班學生 

23. 安排書記及教學助理協助文書及聯絡家長的工作 

24. 安排書記及教學助理致電給情緒不穩及激動的學生的家長，來校接送學生

回家。 

25. 按實際需要利用中央廣播系統宣佈，例如： 

 現在是特別事件安排，請全體老師注意… 

 請老師安排所有學生，包括正上抽離作文課、音樂課、電腦課及體育 

課的學生，盡快返回本班的課室。 

 先請隨堂老師盡快回到課室，看管及安撫學生。 

 請空堂的班主任盡快回到自己所屬的班級，看管及安撫學生。 

 當隨堂老師見有班主任來接應後，請立即回到自己所屬的班級，看管  

及安撫學生。 

 請各位班主任回到自己課室照顧學生。 

26. 協助巡察各樓，並協助支援。 

27. 書記及教學助理按校長的指示，駐守校務處，隨時協助文書及聯絡家長的

工作。 

28. 工友按總務主任的指示，各就各位工作 

29. 安置情緒不穩學生在二樓訓輔室 

30. 審時度勢，按情況發展各方面的需要 

3. 參考資料 

3.1 衞生署 中央健康教育組 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_05.htm 

3.2 教育局 學校及行政手冊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732&langno=2 

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_05.htm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732&amp;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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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預防濫用藥物政策 
1. 目的 
1.1 培養學生正確的用藥觀念，認識這些物質對健康的影響 

1.2 學校推行不同教學活動，引導學生認識健康生活的益處 

2. 運作程序 

2.1 統籌教學資源 

2.1.1 整理有關藥物教育的資訊，如教材套等供教師借用 

2.2 推行宣傳活動，強調拒絕接觸成癮藥物的重要性 

2.2.1 積極與家長合作共同宣揚禁毒的訊息，安排講座或參觀活動。若有需 
要為家長安排支援和輔導服務 

2.2.2 積極與社區合作，安排講座或參觀活動，灌輸學生、家長及教職員預 
防藥物濫用的知識 

2.2.3 積極鼓勵教職員參與預防藥物濫用的講座或參觀活動，以提升教職員 
相關的知識 

2.3 訓育組隨時留意校內學生有否異常情況(包括濫用藥物)，一 
旦發現，即行處理 

2.3.1 班主任會見家長或平日觀察發現學生有異常情況，向訓育組報告，由訓育組協助跟

進。 

3. 參考資料︰ 

3.1 保安局禁毒處 http://www.nd.gov.hk 

 

http://www.nd.gov.hk/


28 
 

4.8 校內藥物保存及分發政策 
1. 目的 
1.1 藥物需要妥善地保存及使用，以免使用者健康受損或其他誤用 

1.2 為學生及全校教職員提供安全服藥及有效管理藥物的原則，達致有效地監察校內 
藥物存放及分發 

2. 運作程序 

2.1 校內藥物的存放 

2.1.1 學校須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並評估學生是否有能力安全地在學校自行 
保管所需服用的藥物(特別是低年級學生) 

2.1.2 若學生未有能力安全地保管所帶回校之藥物，家長須按時到校照顧學生 
服藥 

2.1.3 校內藥物必須妥善存放 

2.1.4 學校不應自行貯存須醫生處方的藥物，學生服用藥物必須經由醫生處方 
才送校使用 

2.2 學生服藥 

2.2.1 學校須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並評估學生是否有能力安全地自行在學校服藥(特
別是低年級學生)，若學生未有能力安全地自行服藥，家長須按時到校照顧學生 
服藥 

2.2.2 教職員須留意學生服藥的情況，若有疑問時，應即時通知校務處跟進處理 

3. 參考資料 

3.1 
 

3.2 

衞生署 中央健康教育組

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_05.htm 

校內服藥指引（附頁一） 
 

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_05.htm
http://www.cheu.gov.hk/b5/info/accident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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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服藥指引（附頁一） 

1． 目的: 
1.1 因不恰當地處理藥物，以發揮藥物之效用，可能致延誤病情，及因不良副作用而造

成危險，所以校方鼓勵家長到校安排子女服藥。家長如讓子女在校內服藥，應叮囑 

學生服用該藥的須注意之事項，適當地擺放藥物及攜帶適當劑量的藥物。 

2． 內容 
2.1 擬訂學生在校內服藥之程序，並把有關程序告知教職員及家長。 
2.2 校方會提示家長如讓子女在校內服藥，應叮囑學生服用該藥的注意之事項，適當地 

2.3 

2.4 

2.5 

擺放藥物及攜帶適當劑量的藥物。 

家長如有特殊情況，應以書面通知，交代服藥安排。 

校方為有需要在校長期服藥的學生作紀錄，以清楚了解學生身體狀況。 
當家長在學校上課時間攜帶藥物予子女，應到校務處通知校務處職員，安排其子女 

2.6 到校務處親自取得藥物或服用藥物。 
2.7 校方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提供學生服用未經處方的藥物，以策安全。 
2.8 校方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給予學生藥物。 

 學生如在學校內服藥後出現藥物過敏反應，應即時知會家長及校務處；嚴重者則須 
 作出緊急應變措施。 

2.9 如有特殊情況，由校務處職員專責協助服藥。（覆查家長信及有關藥物的處方） 

3. 參考資料︰ 
3.1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健康地帶 健康資訊 
3.2 
3.3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健康地帶 健康教育教材

衛生署藥劑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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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和諧校園政策 
1. 目的 
1.1 致力提供師生互相關愛、友善及安全的環境以便師生能在輕鬆自在，互助互 

愛的氣氛中學習及教學 
1.2 讓所有學生、教職員應明白欺凌的本質及識別欺凌事件或行為，而且任何形式的欺 

凌均是不可接受的 
2. 何謂欺凌？ 
2.1 欺凌是蓄意使用攻擊性手段以達致傷害別人或強迫別人作出非自願行為。欺凌使 

受害者產生不安、痛楚、甚或通苦。欺凌可以是肢體欺凌 推撞、踢打、拳打、或使用
其他暴力精神情感欺凌不友善、排斥、折磨。例如故意將別人物品藏匿，使用威 

脅性肢體語言，蓄意使人情緒上受到困擾等等 

2.2 歧視性欺凌 使用歧視性字眼，如調侃新來港同學性騷擾欺凌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
觸、含性的批評說話、粗言穢語語言性的欺凌叫花名、使用刻薄的言詞、惡意取笑 

別人、散播中傷性謠言 

2.3 欺凌的其他特點包括： 
a) 以強凌弱 
b) 以眾暴寡 
c) 蓄意的 
d) 重覆或持續性 

2.2 受欺凌的徵狀 
 學生如有下列徵狀可能是受了別人欺凌，師生、家人應留意及關注 

2.2.1 不願意上課 
2.2.2 不敢獨自往返學校 
2.2.3 變得緊張、口吃 
2.2.4 睡眼不穩、發惡夢 
2.2.5 早上返學前常常感覺不適 
2.2.6 回家時衣衫破爛、或書籍殘毀、經常「失去」物件 
2.2.7 經常索取金錢或偷取金錢 
2.2.8 不能解釋的身體受傷或瘀痕 
2.2.9 變得暴躁不安、高攻擊性、很不講理 
2.2.10 欺凌兄弟姊妹 
2.2.11 不想進食 
2.2.12 迴避或拒絕談論發生什麼事 

以上徵狀當然也可能是由其他事情引致，但亦可能是受欺凌的反應，故教師及家 
長應留意及調查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 
2.3 如何回應欺凌行為？ 
2.3.1 受害者應清楚表明自己不喜歡及不接受這行為，並告訴欺凌者立刻停止。 

如果無效，應立即告知教師或校方 
2.3.2 旁觀者應命令欺凌者停止，並立刻報告校方 
2.3.3 其他知悉人士應盡快向校方報告 
2.4 學生如何協助受欺凌的同學(CARES) 

2.4.1 創意解難(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2.4.2 尋求成人協助(Adult help) 

2.4.3 陪伴與支持(Relate &join) 

2.4.4 身同感受(Empathy) 

2.4.5 告訴信任的人(Stand up and Spea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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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作程序 
3.1 落實執行關注暴力及反欺凌政策 

3.2 凡欺凌事件必定調查及迅速制止 

3.3 校方及家長應共同努力協助欺凌者轉變行為參加 
3.4 透過家長日/家長會，讓學生及家長明瞭和諧政策 

3.5 訓育組利用周會及中央宣佈向全校學生教授有關欺凌的課題，讓教師和學生了解有 

關政策 

3.6 事後跟進及處理 

3.7 欺凌者必須認真道歉，亦會承擔其他後果 

3.7.1 完成處理後，每個欺凌個案將繼續受注視以防再有欺凌行為重現 

3.7.2 校方及家長將盡量協助欺凌及被欺凌雙方重新建立互相尊重的關係 

4. 參考資料 

4.1 處理家庭暴力/兒童被虐參考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fcwprocedure/ 

4.2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http://www.hkedcity.net/teacher/develop/res/peaceful_campus/index.html 

4.3 學校危機處理 
 http://www.edb.gov.hk/FileManger/TC/content_2348/crisistc.pdf/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fcwprocedure/
http://www.hkedcity.net/teacher/develop/res/peaceful_campu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FileManger/TC/content_2348/crisis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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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職業安全及健康政策 
1. 目的 
1.1 學校制訂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政策，藉此保障學生、教職員的安全和健康 

1.2 提升學校工作環境的安全，減少發生意外，從而提升教職員的健康以及學校的整體表 
現。 

2. 運行程序 

2.1 制訂職業安全健康指引，例如：不同類型的職業意外及其預防方法﹑使用電腦守則﹑ 
體力處理操作安全指引（附頁） 

2.2 定期向教職員提供有關職業安全健康資訊及課程 

2.3 定期巡察校園內安全情況，及早發現潛在危險，適時制訂相關措施 

2.4 若學校工程進行中，需張貼警告提示，以策安全 

2.5 定期開會檢討及評估職安健事宜，並作跟進，如有需要，聯絡有關人士 

3. 參考資料 

3.1 職業安全健康局 www.oshc.org.hk 

3.2 勞工署(2001)《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http://www.info.gov.hk/labour/legislat/index.htm 
3.3 體力處理操作指引(勞工處) 

 

http://www.oshc.org.hk/
http://www.info.gov.hk/labour/legisla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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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附頁） 

 一些不同類型的職業意外及其預防方法： 

1. 摔倒  / 滑倒 / 絆倒 

摔倒是最常見的工作場所意外。引致摔倒的原因包括： 

 被打開的檯櫃及食物櫃絆倒 

 在不穩的椅子上做彎腰動作 

 被電話線及沒有收好的電線絆倒 

 被隨處擺放的椅桌及雜物絆倒 

 絆倒在濕滑的地面和沒有牢固貼穩的地毯上 

 沒有足夠的照明 

預防這類意外的一些方法： 

 妥善擺放學校的傢俬如避免放置書櫃、儲物櫃和垃圾箱於走廊及通道附近。 

 保持走廊及通道暢通，避免隨便擺放雜物及椅桌。 

 妥善儲存物件，避免堆放太高及太多的雜物。 

 緊記每次使用完文件櫃及儲物櫃後要關好。 

 坐著時避免過度彎腰、扭腰、及拗腰向後。 

 避免擺放電話在靠近走廊的位置，以免電話線會絆跌人。 

 固定電線的位置，使之緊貼牆壁。 

 使用摺梯(Stepladder)去拿取放在高處的物件。 

 地上有水漬及物件時要立即清理。 

 定期檢查樓梯、地板及地毯和按需要修理及固定其位置。 

 恆常保持學校的用具、設施和機器良好的狀況。 

 避免搬運會阻礙視線的大型物件。 

 穿著有防滑鞋底的皮鞋。 

 避免在學校內奔跑。 

 在玻璃門上貼上標示以免員工不留意而撞傷。 

2. 扭傷  / 用力過度 

無論搬運大型抑或小型的物件，我們都要注意搬運時的姿態，以免因此而扭傷肌肉及脊
骨。在搬運物件之前，請嘗試問自己以下的問題： 

 如果我要獨力搬運這物件時，物件的重量會否太重？ 

 存放這物件的位置會否太高？ 

 需要多少的時間去搬運這物件？ 

 我是否因為想去喜悅別人而搬運這東西？ 
如你覺得要搬運的東西的重量是超出你能力所限的，你可以聯絡你的上司或要求其他同
事協助。 

人力搬運的注意事項 

 在搬運時避免扭動腰部。 

 不應搬運超重物件。 

 手掌要保持乾爽，避免沾上油滑的物料。 

 搬運前應檢查物件的包裝情況是否妥當穩固。 

 留意地面是否有濕滑、凹凸不平的情況。 

 保持視野無阻。 



34 
 

 使用輔助設備如手推車去搬運物件。
圖 6.15 正確的搬運姿勢 

 
步驟： 

1. 雙腳張開約與肩同寬 

2. 搬運的物件貼身 

3. 運用大腿的力量起身 

4. 手掌宜放在物件的保持腰部挺直 
5. 底緣而非上緣 

3. 使用手推車的注意事項 

 較重的物件就放置在下層，使重心在底部，增加手推車的穩定性。 

 物件的高度不可高過推車者的視線 

 推車者不可倒退推車和拉車快跑，以免失去控制。 

 下坡時手推車應在推車者的後面，以便控制車速。 
 應每天檢查手推車的安全狀況並在有需要時立即修理，以免發生危險。

此外，要避免在椅子上彎腰撿東西，因為這樣很容易引致腰患。 
最安全的方法是首先離開椅子，直立，然後蹲下，保持背部挺直才去撿拾東西。
以下是一些可以幫助減低腰患發生的方法： 

 定時轉換工作姿勢，避免站立、坐或走動太久。 

 儲存物件於膝蓋高度的位置，避免放在地上，以免要大幅度彎腰撿拾。 
 使用深度較淺高的儲物櫃(大約 12 吋至 18 吋)，以便拿取。
注意：使用任何器材前，必須先行閱覽有關的操作指引。 

4. 撞傷 / 傷 / 夾 傷 

導致以上意外的原因包括： 

 撞到人、門、桌子、文件櫃及打開的櫃子。 

 碰到尖銳的物件如儀器、釘、針等。 

 手指被門、窗及櫃夾傷。 

 手指、頭髮及衣物被儀器夾住。 

 手指被 刀或 紙機 傷。 
這些意外都可藉著妥善儲存學校的用具及集中注意力來避免。 

5. 安全、舒適及衛生的工作環境 

五常法：五常就是「常組織、常整頓、常清潔、常規範、常自律」(表 6.16)，這些管理 

的法則可保持工作環境整齊清潔和減少意外的發生。原則： 

1.常組織 按物品的重要性及使用量進行挑選、分類、組織、保存有用物品及把無用 

的東西扔掉，避免工作場所出現凌亂情況。 

2.常整頓 決定物品的和擺放的地方，有條理地安放和處理使用的物品，以便容易地 

找尋和放回物品。 

3.常清潔 保持工作場所清潔、整齊和安全，強調個人衞生責任，並讓員工在一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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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衞生的環境下工作。 

4.常規範 持續堅持常組織、常整頓和常清潔工作環境，保持場所整潔。 

5.常自律 培養員工整齊清潔、有條不紊的習慣，創造一個具有良好安全習慣的工作 

場所。 

資料來源：何廣明(2002)：優質管理「五常法」。香港：香港五常法協會 
良好的儲存物件的原則亦可以減低意外的發生，例如： 
 避免存放紙/膠盒、紙張及其他物件於儲物櫃的頂層以免發生崩塌等意外，避免堆疊

不同大小的箱/盒。 

 儲存大件及重的物件於食物櫃的底層 

 充分利用儲物櫃、文件櫃、文件夾的存積物件，以免堆積文件及雜物在檯面及地下。 

 避免擺放打字機、文件夾、電話、計數機於檯及櫃的邊沿，以免被跘跌或撞倒。 

 保持走廊及通道暢通，避免在其間堆放雜物。 

6. 電腦工作間 

若電腦工作間沒有適當的設備配合，長期對著電腦工作可以引起很多身體的毛病例如
頸、肩及腰部疼痛、眼睛疲勞、視線模糊等。 

引起這些毛病的因素有以下幾種： 
 不良的電腦工作間設計，如設計差劣或高度不適當的椅子及缺乏手墊、電腦眩光過

濾設備等。 

 以特定的姿勢重複做相同的工作 

 坐姿不良或使用滑鼠的手腕姿勢不正確 
 工作時間過長及當中缺少休息的時間
正確的電腦工作間的設備 

有關使用電腦及電腦工作間輔助設備的建議參考圖 6.17 及圖 6.18。 

圖 6.17：使用電腦的建議 

 

圖 6.18 電腦工作間輔助設備： 

 
 

促進健康的一些技巧 

 光源應從頂部而來，避免讓光線直接照射顯示幕。如座位背後有窗，應放下百葉簾或拉 

上窗簾。 

 使用反眩光濾鏡，以防止光線反射。 

 使用漫射光照明 

 定期清潔顯示幕 

 定時轉換工作的姿勢 

 避免以頭及頸夾住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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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常用的用具如電話、筆、釘書機等於伸手可及的地方。 

 顯示幕應對正使用者的正面 

 避免用力按輸入鍵盤和其他儀器如釘孔機及釘書機 

 讓眼睛有定明休息的時間 
資料來源：Office of Health and Safe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01) 

Health and Safety Manual: Office Safety. Atlanta: CDC. 
 

7. 表 6.19 教師常見之健康問題 

(一)廣義方面 

＊情緒與身心性問題 ＊體重和營養問題 

＊傳染病 ＊牙齒問題 

＊身體各系統之疾病 ＊意外及暴力而造成的傷害 

＊整型性問題 ＊需要施手術的情況 

＊視力和聽力問題 ＊與懷孕有關的問題 

(二)狹義方面 

＊關節、肌肉、胸部、靜脈竇及下腹部持續性疼痛 ＊腹部、關節等身體部位持續性腫賬 

＊不明原因地噁心和嘔吐 ＊良性或惡性腫瘤 

＊持續性疲倦 ＊輕度運動後有呼吸急促的情況 

＊體重突然改變 ＊持續性咳嗽 

＊持續性頭痛 ＊持續性喉嚨疼痛 

＊持續性發燒 ＊食慾降低和體力衰退 

＊皮膚、鼻或其他身體部位出血 ＊對食物的過度渴求 

＊持續性抖顫 ＊小便疼痛和頻尿 

＊極度虛弱 ＊經常暈眩 

＊持續性消化不良 ＊排便習慣改變，如便秘或肚瀉 

＊失眠 ＊性格改變 

＊膚色改變或皮膚出現腫傷 ＊聽力受損 

＊異常性焦躁不安、分心、侵略行為或與群眾遠離 ＊皮膚病如乾癬 

＊經常摔倒 ＊牙齒脫落、顎部腫脹 

＊持續性瘀傷 

＊視力問題 

＊吞嚥和說話困難 

＊意外傾向(Proneness to accidents) 

資料來源：黃松元(1995)。教師健康促進。學校衛生，第 26 期。 

參考資料： 
1. Weber A. Weltle D. Lederer P. Illness related early pensioning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Versicherungsmedizin. 52(2)：75-83,2002 Jun 1. 

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得(2001)。工作勞損。香港：作者 

3. 郭育良等(1998)。職業病概論，第四及十九章。台灣：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 職安健培訓課程 
本地提供的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 http://www.oshc.org.hk 

電話：(852)2311 3322 

電郵：trg@oshc.org.hk 

職安熱線：(852)2739 9000 

http://www.oshc.org.hk/
mailto:trg@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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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電話 

職安熱線：(852)2739 9000 

職安資訊傳真服務：(852)2316 2576 

職業安全及健康熱線： 

 呈報工作地點意外事故：(852)2815 0678 

 投訴有關工作安全及健康事宜：(852)2542 2172 

 諮詢職業安全及健康事項：(852)2559 2297 
 

職業健康安全中心 電話：(852)2316 8240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電話(預約)：(852)23437133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電話(預約)：(852)3543 5701 

相關網頁 

香港五常法協會網址：http://www.hk5sa.com/5-s/index.htm 
政府勞工署(2001)，《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網址： 
http://www.info.gov.hk/labour/legislat/index.htm 

(內容包括與《僱員補償條例》相關的呈報表，例如「僱主呈報僱員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的意
外的通知」、「僱主呈報引僱員喪失工作能力不超過三天的意外的通知」、「工傷意外通知 

書」、「呈報危險事故表格」等) 
 
 
 

體力處理操作安全指引 : 

1. 目的 
1.1 為減少體力處理操作的危險，保障所有職工的安全及健康，職工在工作時，應採用適 

當的機械輔助設備及保護措施。 
2. 政策內容 

2.1 校方制訂指引，讓職工明白工作時須注意安全及健康，並採用適當的機械輔助設備及 
保護措施，避免受傷。 

3. 檢討及修訂 
 此政策會每年進行檢討及修訂。 

4. 參考資料︰ 
 勞工處 體力處理操作指引 
 

http://www.hk5sa.com/5-s/index.htm
http://www.hk5sa.com/5-s/index.htm
http://www.info.gov.hk/labour/legisla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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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平等機會政策 
1. 目的 
1.1 學校定立制度，以及監察校內各項活動或設施均能達致人人平等享用，絕無歧視 

的存在。同時，為有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而合理的安排, 使每個學生都有平等享受教 
育服務的機會。因此能令本校成為一所關愛共融的學校 

1.2 政策之制定能讓學校的各項發展及活動均提供平等機會予每一位教師、同學、家長及 
其他校外人士。使學校達至和諧，成為一個不存在半點歧視的地方 

2. 運作程序 
2.1 訂立預防歧視學生事件守則及程式 
2.2 訂立學生安排平等機會及共融教育立場及安排 
2.3 備有政府或社區資源的諮詢或支援的相關資料 

2.4 列明個別小組如小一收生等依足教育局參考指引 
2.5 本校參照教育統籌局通告第 14/2001 號通告，處理學校有關避免殘疾歧視之事 

宜，並要求教職員公平對待所有學生 
2.6 本校參照教育統籌局通告第 33/2003 號通告「平等機會原則」及教育統籌局通告第 

11/2006 號通告「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公平公正的原則制定及檢討有關學生 
之收生及員工政策 

2.7 在招收學生時，本校參照教育統籌局通告要求，訂立清晰指引及程序以確保有關的甄 
選準則及程序不存在歧視成份 

2.8 本校提供不同的溝通渠道（如校長接見或全體教員大會），讓教職員反映意見 
2.9 本校提供完善的申訴機制，確保教職員在保密及公平、公正的情況下提出訴求 

2.10 本校評鑑教師表現準則明確，確保能公平、公正地評鑑教師表現 
2.11 行政人員共同評鑑本校非教職員表現，確保能公平、公正地反映他們的表現 
2.12 本校透過推行「全校參與 融合教育」協助所有學生/教師/家長認識接受、尊重和欣

賞個別差異的可貴，並致力消除機會方面的障礙(如提供足機會給學生參與校內的各 

種活動) 

2.13 本校鼓勵家長關心校政及學校發展，如對支援學生的安排有不同意見，應直接向學校 
表達，商討改善方法 

2.14 本校保持開放的態度，聽取家長意見以便不斷自我完善，並已制定校本程序，處 
理家長和學生的投訴 

3. 接獲家長／學生投訴的程序 

3.1 接獲家長／學生投訴 
3.2 向家長／學生了解投訴事件，安撫當時人情緒，並告知會交給有關人事跟進 
3.3 通知校長有關事件，如有需要便成立小組跟進 

3.4 向校長報告有關處理情況 
3.5 向家長／學生交代調查事件的結果及處理方法 
4. 參考資料 
4.1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4.2 健康促進學校自我評估及監察系統（小學）--香港中文大學 
4.3 世界衞生組織 http://www.who.int 

http://www.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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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環境保護政策 
1. 目的 
1.1 透過政策之製訂，在校內推行環境教育 
1.2 讓教職員、家長及學生汲取有關環保的知識 
1.3 提供給其置身在環境中學習的機會 
1.4 培養對環境的關注，欣賞和愛護大自然 
1.5 尊重環境和培養對保護環境應有的責任感 
1.6 培養學生應有的態度和所需的技能，給予能夠參與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工作 
2. 方針 
2.1 推動學校環境保護教育，向校內宣傳環保訊息。計劃並舉辦全校性環保活動，協調各 

科組的環保活動，並作出檢討 
3. 運作程序 
3.1 校園內張貼標語提醒學生愛護環境及珍惜資源 
3.2 培育組舉行「一人一花」活動，提升學生愛護植物的態度 
3.3 培育組舉行「舊衣回收」活動，提高學生對環保的意識 
3.4 家教會舉辦「舊校服回收及義賣」活動，實踐互助和環保的精神 
4. 參考資料 
4.1 香港環境保護署 

 www.epd.gov.hk 

4.2 地球之友 
 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4.3 地球仁協會 
www.earth.org.hk/cn 

 
 

環境保護指引 

1. 節約能源 
1.1 一般原則 

1.1.1 所有員工必須自律善待資源，並對學生作出教導 
1.1.2 於校舍張貼宣傳標語，提醒員生節約能源 
1.1.3 定時檢查電力、用水及用紙量，需要時作出檢查及跟進 
1.2 電力及電器 
1.2.1 於電制旁加貼提示，提醒員生離開室別前關上電燈、風扇或冷氣機 
1.2.2 替校務處及 SAMS 房的電腦製定關機時間，確保在辦公時間後關掉 
1.2.3 選購電器時應參考能源標籤 
1.2.4 定時檢查電器用品 
1.2.5 電燈應只在有需要時才使用，並於長時間離開室別時必須隨即關閉 

1.2.6 於天氣炎熱達 25˚C 或潮濕時才開動冷氣機，鼓勵使用風扇，風扇能令空氣流通 
1.2.7 雪櫃儲存的食物應封好及排排列有序，讓冷空氣流通無阻 

1.2.8 不應將雪櫃調校於不必要的過冷度數，浪費電力。而食物亦應先冷卻再放 
進雪櫃內 

1.2.9 無論使用何種影音器材，如：收音機、電視機、音響設備、電腦等，應在 
使用時才開啟，用後即時關閉 

http://www.epd.gov.hk/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http://www.earth.org.h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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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水 
1.3.1 避免長開水龍頭作洗手、洗碗等，切勿過量耗水 

1.3.2 於水掣旁加標示，提醒教職和學生節約用水 

1.3.3 定期檢查水掣，漏水時即時維修 
2. 廢物管理 

2.1 學校內減少廢物 

2.1.1 檢討學校的採購物品清單，盡量減少採購量 

2.1.2 利用電腦儲存檔案及作紀錄，減少學校的紙張文件 

2.1.3 鼓勵學生珍惜食物，不應浪費食物 

2.1.4 雙面影印 

2.1.5 鼓勵使用 eclass 內的電子郵件(E-mail)作校內溝通，若不可行，可以傳閱方式代 
替複印多份副本給每個教職員 

2.1.6 當有聚會提供飲品或食品，鼓勵使用可再用的餐具、杯碟等 
2.1.7 每年舉行環保旅行，鼓勵學生在旅行時使用可再用餐具、餐盒及水樽等 

2.2 學校內廢物重用 

2.2.1 雙面用紙 

2.2.2 用舊信封貼上新標籤，再次使用 

2.2.3 盡量回收再用瓦通紙、紙箱、玻璃瓶等作儲存及課堂活動 

2.2.4 設立回收箱，回收包裝物料、繩、信封及其他可再用的物品 
2.3 學校內廢物循環再造 

2.3.1 盡可能使用再造紙、可補充再用的筆和碳粉盒、充電池及其他可再用或循環 
再造的物品 

2.3.2 聯絡廢紙商回收雙面使用後或其他廢紙 

2.3.3 鼓勵使用對環境無害的文具(如再造紙) 

2.4 學校內替代使用 
2.4.1 鼓勵教職員和學生使用手帕，減少用紙巾 

2.4.2 選擇太陽能電器/電子儀器如太陽能計算機，或使用可充電的電池 
2.4.3 慎用各種文具，如鉛筆、擦膠等 

2.4.4 鼓勵學生自備飲用水和飲料 

2.4.5 鼓勵學生自備餐具，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只協助忘帶餐具的同學，若忘帶餐具 
的同學須紀錄在家課冊內，以作提示。 

3. 綠化校園 

3.1 美化及改善校園環境 

3.2 透過參與綠化活動，提高學生對植物的認識及了解其重要性與貢獻 

3.3 舉辦「一人一花」等活動以鼓勵更多學生參與綠化工作，活動亦可以比賽形 
式進行以增加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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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安全校園政策 
1. 目的 
1.1 保障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安全，藉此減低員工及學生受傷的機會，從而提高工作及學 

習效率 
1.2 培養全校師生安全意識 
2. 運作程序 
2.1 環境設施安全 
2.1.1 制訂校舍設施損壞維修表，定期進行小檢及大檢 

2.1.2 定期巡視地面、通道和樓梯，檢查是否暢通無阻、有否獲適當的維修、有否 
明確的指示標誌和樓梯扶手有否殘舊或破爛 

2.1.3 定期巡視窗戶定期巡視牆壁和天花牆壁有否裂縫或滲漏和窗簾玻璃有否破裂、窗花有 
否殘舊或破爛、拴緊系統是否操作正常、窗簾/百頁簾有否殘舊或破爛 

2.1.4 定期巡視照明系統設備是否足夠和平均分佈、天然光線是否能被充分利用、工作範圍 
和周圍環境的光線對比是否可以接受、 照明裝置是否操作正常 

2.1.5 定期巡視通風系統每一個場 3 所是否有足夠的鮮風、空調系統是否可以調節溫度，以 
避免過冷或過熱情況、冷氣設備是否都定期檢查和清洗 

2.1.6 定期巡視衛生設施是否提供足夠的飲用水、飲用食水是否合乎衛生、學校是否提供足
夠和適當的洗手間、洗手間和沖水設備是否操作正常、洗手間渠道 
和沖水設備有否淤塞或泄漏 

5.1.8 定期巡視電力和電器電線有否安全處理及整齊地擺放、另外插座、插蘇和開關掣有否
損壞、是否所有插蘇都是合乎標準的方腳、電器有否令電掣負荷過重、電器有否安全 

地使用拖板、電器是否妥善存放、 滅蚊機是否有損壞 

5.1.9 定期巡視傢俱和器材是否有適當保養、器材是否被安全地使用、物料和器材有否妥善
存放，但可隨時取用、有否定期檢查器材、器材有否足夠措施以防 
止意外或隨意的接觸 

5.1.10 由消防公司每年進行消防年檢，定期巡視防火所有逃生通道和出口的門鎖是否性能良
好和操作無誤、滅火設備位置是否清晰可見、緊急照明系統運作良好、通道的「出口」 

字樣的照明出口標誌是否經常亮著 

5.1.11 定期巡視其他設施如操場地面是否平坦、排水系統/渠道是否令人滿意、有否定期修 
葺園圃、園圃有否積水 

5.2 

5.2.1 
防火政策(火警演習) 

每室別張貼「火警逃生路線圖」 
5.2.2 每學年演習最少一次， 
5.2.3 演習過程之操作： 

a) 火警訊號為短急之鐘聲 
b) 警鐘一響，立即停止授課，學生不得執拾書簿、文具及帶備水壺或食物 
c) 教師應指示學生，在課室排隊，依次迅速離開，各教師依據逃生路線使用前梯或後梯 

依指定路線逃生 
d) 教師應確保課室內全部學生均已離開 
e) 教師應帶領學生到指定地點集合 
f) 教師沿途維持學生疏散時之秩序 

g) 到指定地點集合，課任教師安排班長，隨即清點人數。倘若學生人數不足，應即查詢 
跟進 

h) 訓導主任計算時間，將演習的成績及耗用的時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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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車安全 
a) 每年八月中，校方會與校車服務供應商代表開會，討論有關對校車服務要求、褓姆服 

務態度及收取學生車資等迫切性問題。 
b) 每年八月底，校務會議內，訓育主任及總務主任會向各老師提示校車帶隊老師值日注 

意事項。 
c) 開學日立即為每車選出車長及站長，與車長開會，講解他們的職責。 

d) 開學日，按照不同褓姆車行走路線劃分區域，以方便學生排隊上車及管理秩序。 

e) 在學期初，總務主任可與乘車學生，詳細講解候車及乘車時應遵守的規矩。 

f) 定期與各車長開會。 

g) 經常修訂乘校車的資料。 

5.4 交通安全 

5.4.1 乘車安全 

a) 嚴禁攜帶易燃、易爆、易腐蝕等危險物品及有損身體健康的物品上車（包括刀具等）， 
帶傘的要把傘尖朝下 

b) 嚴禁將手、頭等身體部位伸出窗外，冬天不開窗戶 

c) 禁止向車窗外拋物和在車內飲食 

d) 車輛行駛過程中要坐好、站穩、拉好扶手，不准前後走動，車未停穩不上、下客 

e) 車未停穩，不得上下車，做到排隊上車，不爭搶座位 
f) 集體乘船乘車必須有教師帶隊、指揮，上下車船不得爭先恐後，不打鬧走動 

5.4.2 步行安全 

a) 步行上學同學必須靠左行走，橫穿公路必須注意車輛，不准追逐、奔跑 

b) 不准追車、拉車或強行攔車 
c) 放學回家不准在路上逗留、玩耍、追逐、嬉鬧 

5.5 活動安全 

於每學年初派發「學生健康狀況調查」了解其健康狀況，如有醫生證明下不適宜進行 
課外活動或體育課，學生可獲豁免 

5.5.1 校內活動 

a) 活動前須向參加的學生發出通告 

b) 各活動須最少有一位教師負責及在場直至活動完結為止 

c) 若活動中有突發意外，應立即通知校方 

d) 負責教師須於活動前向各同學解釋若活動當天遇有三號風球或以上、紅色及黑 色暴 
雨訊號等，該項活動停止舉行，舉行日期將另行通告，同學不須回校 

e) 若活動中天氣有變，負責教師應立刻終止該項活動，安排學生放學 
f) 若學生報名後，當天缺席，教師須於事後跟進 

5.5.2 

a) 
校外活動 
活動前準備工作 

 i) 小心計劃行程及熟悉旅程路線，其中應包括中途撤走路線和交通安排 
 ii) 最少在活動舉行前十天以書面通知舉行活動地點所屬的警察分區指揮官 
 iii) 每次外出參觀或比賽，校方必會事先以通告知會家長，取得家長之同意書，然後

作實。家長們宜細心閱讀有關通告。了解實際情況，簽署後著同學帶回學校交負 
責教師辦理 

 iv) 舉行活動前將參加是次活動之名單交予校務處書記 
 v) 舉行活動前負責教師應向同學解釋該次活動之有關安全守則 
 vi) 每項活動最少有一位教師負責及在場直至活動結束為止。教師學生之比例約為校 

外 1:30，境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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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動當日工作 
 i) 外出比賽或參觀之學生,若由家中出發,則出發前宜留意當時之天氣狀況, 若天文

台發出三號風球或以上、紅色及黑色暴雨訊號等,則該 

次活動會取消 

 ii) 活動進行期間,同學必須聽從領隊教師指揮,注意安全及秩序 
 iii) 出發前替所有學生點名，如有學生缺席，應致電查詢，並通知校務處記錄在案， 

並請學生於事後呈交家長信及醫生紙 
5.6 校園保安 

5.6.1 

5.6.2 
校門設置保安崗位 
於於繁忙時間安排工友當值，非繁忙時間則鎖上校門 

5.6.3 到訪者需到保安崗位登記，保安崗位通知校務處，到訪者到校務處取訪客名牌掛上 

5.6.4 教職員如要約見其他人士，先將訪客身份、到訪日期、時間通知校務處，如約見時間 
有更改，應立刻通知校務處 

5.6.5 舊生回校探訪教師除到保安崗位登記，須由預約的教師接到教員室。 

5.6.6 每天負責鎖門的工友須巡查全校，確保所有門窗關妥，不需用的電源亦已關掉 

5.6.7 在學校入口大門安裝密碼開關，所有進校的外來人仕均需按鈴，通知校方，才可進入 
校園 

5.6.8 定期更改大門密碼，並通知全校教職員 

5.6.9 在學校門口、一樓、及校務處均設有閉路電視錄影，以策安全 

5.7 電腦保安 

5.7.1 全校每部電腦均已安裝防火牆和防毒軟件，避免病毒入侵 

5.7.2 學校設有中央防盜監察系統 

5.8 採購物資安全 

5.8.1 各同工採購任何物資，須符合香港政府安全標籤法例或類同的安全標準 

5.8.2 如採購電器物品，亦須考慮能源效益標籤的分別 

6. 參考資料 

6.1 職業安全健康局 www.oshc.org.hk/ 

6.2 「司機及局車使用安全須知」 

6.3 《學校交通安全制度》 

6.4 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 

6.5 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http://www.oshc.org.hk/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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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活力校園政策 
1. 目的 

1.1 旨在確保校園提供合適的運動設施及設備、安全的運動環境，同時建立活力校園文
化，透過多元化的體能活動及課程，讓學生、教職員、家長了解良好的運動習慣及健康
生活的重要，從而培養恆常運動的健康生活模式。保障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安全， 
藉此減低員工及學生受傷的機會，從而提高工作及學習效率 

2. 政策內容 

2.1 提供足夠的體育課及多元化的體育課外活動，提升學生的運動量 

2.2 定期為學童進行體適能測試，加許表現出色的學生，亦跟進過輕、超重或體能稍遜的 
個案 

2.3 訂立運動安全指引，並提供安全運動環境、設施及配套設備，以促進普及運動 

2.4 透過教育及推廣活動，讓學生了解建立恆常運動習慣的重要性 

2.5 鼓勵教職員接受相關的體育培訓，協助推動活力校園發展 

2.6 加強家長教育，鼓勵家長多提供機會讓子女在課餘時進行體能活動，並提倡家長與子 
女一起多做運動 

2.7 積極尋找社區資源協助校內運動推廣工作，及支持社區的相關活動，建立正面的運動 
文化 

3. 運作程序 

3.1 按需要調整體育課程及體育課節數。一年級的體育課增加至每星期三節 

3.2 訂定並推行運動推廣計劃。推廣護脊運動，每天進行課間護脊操及小息護脊操。每星
期周會進行亦由老師和護脊大便帶領進行護脊操。在推廣其他運動方面，; 推行校內
運動推廣計劃： 晨早健體運動， 讓一至二年級參與。晨早 Run1Run 計劃，讓三
年級學生及運動員參與。乒乓球及投籃活動，  讓四至六年級參與。鼓勵學  
生多做運動 

3.3 每學期為學童進行體能測試、身高體重量度，並參照「身高體重圖表」及「體能測試標
準」，甄別學童的體重及體能狀況，與家長保持聯繫，以便跟進過輕、超重或體能 
稍遜的學生 

3.4 設置體育資訊版，提供有關校外體育訓練及比賽資訊，鼓勵學生於課餘參加 

3.5 訂立運動安全指引，提供安全的運動設施及配套設備 

3.6 鼓勵教職員以身作則，建立良好的運動習慣及健康生活模式；鼓勵教職員參與培訓， 
學習運動技巧及安全、體適能鍛煉等，協助推動活力校園發展 

3.7 定期舉辦活動，讓家長一同參與，讓家長認識課外體能活動的重要性，如健康講座， 
健康校園啟動禮等，並提倡家長與子女一起多做運動，如校運會親子競技 

3.8 與社區團體及機構協作校內運動推廣工作，支持社區的相關活動，如參加「sportACT 
獎勵計劃」鼓勵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 ; 參加「體適能獎勵計劃」等，為學生提供持 
續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提高體育水平，同時建立正面的運動文化 

3.9 提倡體育精神，透過課程、課外活動、興趣班等栽培運動精英，將運動融入校園生活 

4. 參考資料 

4.1 世界衞生組織（2010）。關於身體活動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議 
htp:/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factshet_recomendations/zh/index.html 

4.2 教育局(202)。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htp:/cd1.edb.hkedcity.net/cd/pe/tc/cd/KLA202/keymes_c.pdf 

4.3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2010 年「基線需求評估報告（一）」 
4.4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校園健康錦囊實用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