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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健康校園政策 
 
 
 

理念 
本校秉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辦學理念，並以學校全人教育的辦學精神為元朗區學子提供全人教 
育，一向關注教職員及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在制定課程、活動方面都會把健康元素包括在內。讓師 
生上下瞭解政策內容，並加以實踐。 

 
 

發展方針 

此政策旨在建立一個架構，有效地表達本校在促進健康方面的整體方向，以致讓各政策的落實及推展、 

計劃的實施，均按一定之方針進行。 
 
 

目的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培養及發展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強化正面人生觀，優化生活技能。 

　 教導學生貫徹校訓「識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精神，使其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交上，懂得 

愛護自己及關懷別人的健康。 
 
 

成員名單 

　 成立健康政策監控組，負責有關監察、統籌及調控事宜，並確保政策內的各項目得到切實的執行 

及獲得相應的人力物力支援。 

　 成員：副校長（學生事務）、課外活動主任、訓導主任、輔導主任、教務主任及安全主任。 
 
 

政策內容 

本校本學年健康政策項目： 

1. 防疫 

2. 無毒校園 

3. 健康飲食 

4. 學生保健 

5. 安全與急救應變 

6. 無煙校園 

7. 關注暴力及欺凌 

8. 因傳染病等而停課安排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健康政策監控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需修訂的政策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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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修訂草擬經由副校長、訓導及輔導委員會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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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容 
 
 

 
1. 防疫 

工作小組：防疫監控組 

成員：副校長、訓導主任、安全主任、學校環境管理主席 
 
 

計劃內容： 

(1) 改善學校環境衛生 

 1.1 提供安全的供水系統，定期清洗水缸，定期更換濾水器及保持水質達到安全標準。 

 1.2 確保室內空氣流通，保持良好空氣調節系統。 

 1.3 保持地方清潔，每星期五放學後，所有課室枱椅均以稀釋家用漂白水（1:99）消毒。傳染 

病（如人類豬型流感）高峯期時則每天為教室消毒，而稀釋家用漂白水改為 1:49。 

 1.4 保持洗手間清潔。 

(2) 如教育局或衛生防疫中心宣佈本港受傳染病威脅（預防直接傳染） 

 2.1 教職員、學生及任何校外人士進入學校時均須量度體溫及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2.2 上課期間同學出現流感或傳染病徵狀，學校除為同學提供口罩外，安排同學在獨立房間 

內休息。學校會立即通知學生家長帶同學前往接受適當的治療。 

 2.3 規定病癒的學生須經醫生證實無患有傳染病，方可復課。 

 2.4 學校會暫時停用飲水機，同學應自備足夠清水飲用。 

 2.5 學校會視乎場地及活動性質，避免太多人流聚集。 

(3) 實施衛生教育 

 3.1 教授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知識。 

 3.2 培養學生正確的健康習慣和預防傳染病的行為。 

 3.3 訓練學生保持校內環境清潔衛生。 

 3.4 推行家長教育。 

(4) 預防直接傳染應變措施 

 4.1 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各項應變措施，如全面清潔、暫時停課、復課安排及行政調配等，若 

有需要，可啟動本校危機處理小組。 

 4.2 根據衛生對「懷疑爆發傳染病時的處理方法」建議，妥善備存學生及教員的個人病假紀 

錄，以便調查及控制傳染病。 

 4.3 如有需要，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在學校期間（包括上課、小息）需配戴口罩。 

 4.4 學校設有專責職員每天聯絡缺席學生，瞭解學生缺席情況，尤其關注有疑似流感徵狀的 

同學。 

 4.5 每天於學校網頁匯報當天因疑似流感或人類豬型流感而缺席的學生人數供家長瞭解疫 

情。 

(5) 疫情爆發 

 5.1 啟動本校危機處理小組並推行相應措施。 

 5.2 諮詢有關政府部門並推行相應措施。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學校防疫監控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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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草擬經由副校長、訓導主任、安全主任、學校環境管理組主席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2. 無毒校園 

工作小組：無毒校園小組 

小組成員：訓導主任、輔導主任、訓輔組全體老師。 
 
 

計劃內容： 

(1) 統籌教學資源 

 1.1 搜集、整理有關藥物教育的資訊。 

 1.2 設立教學資源專櫃，擺放相關的剪報、工作紙及教材套。 

(2) 宣傳防止濫用藥物訊息 

 2.1 推行宣傳活動，強調拒絕接觸成癮藥物的重要性。 

 2.2 安排講座，讓學生了解濫用藥物的嚴重後果。 

 2.3 透過班主任節及周會教育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健康知識等。 

(3) 培訓專業團隊 

 3.1 教職員必須以身作則，並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建立身心健康之校園風氣。 

 3.2 透過校長／教師／職工參與培訓及早辨識高危學生。 

 3.3 教師專業發展組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舉行與禁毒有關的培訓工作。 

 3.4 總務組定時召集工作，要求工友留意各所屬負責崗位的清潔情況，如遇特殊情況（懷疑 

有毒品），應立即向校方匯報。 

 3.5 家長教師會透過家長通訊提醒家長必須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建立身心健康 

之家庭環境。 

(4) 預防措施 

 4.1 組織各類不同的活動予學生參加，讓學生發揮所長，投入學校生活。 

 4.2 各相關學科（例如：生物科、通識教育科）科主任，在配合相關課題的況下，加入健康 

教育的元素，展示毒品對身體以及成長的禍害。 

 4.3 鼓勵學生參與由衛生署提供的免費身體檢查。 

 4.4 本校設有老師當值制度，於上課前、小息、午膳及放學後時段，均有老師巡視校園不同 

角落，確保學生得到適當照顧及關懷。 

(5) 發現吸毒個案：按政府有關文件處理。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至少檢討一次。 

(2) 學校無毒校園小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訓導主任、輔導主任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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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飲食 

工作小組：成立學校膳食管理組 

小組成員：午膳安排及食物部管理同事、家長代表 1 人及學生代表 1 人 
 

 

(1) 政策內容： 

 1.1 選擇小食部營運商及飯商時以健康及衛生為首要考慮因素。 

 1.2 透過與小食部及飯商合作，為學生提供健康衛生的食物及飲品。 

 1.3 監察小食部及飯商食品的種類、價格、營養價值及衛生狀況；收集投訴個案，進行瞭解 

及跟進，務求令其服務更臻完善。 

 1.4 定期與小食部負責人會面，以作檢討。 

 1.5 在午膳時間進行巡視及安排小組成員抽樣監察午膳供應商的飯盒，以確保膳食安排恰當 

得宜。 

 1.6 學校設午膳代訂服務，菜單於每月事先公布，讓學生及家長自行選擇。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小食部監控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學校膳食管理組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4. 學生保健 

專責人員：安全主任 
 

 
政策內容： 

 

(1) 學生健康檢查 

 1.1 利用衛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按學生發育階段的需要，向他們提供全面的促進健康及預 

防疾病的服務，以保障及維持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1.2 安排講座，讓學生瞭解健康查檢查的內容及對青少年成長的意義。 

(2) 提供具基本設備的醫療室 

 2.1 醫療室由曾受醫療訓練的人員負責照料身體不適的人士。制定醫療室使用指引及使用紀 

錄。 

 2.2 根據教育局建議，購置醫療室相關設備，並常保持其數量，以及定期檢查物品的有效期 

及更換過期用品。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專責人員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安全主任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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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與急救應變 

工作小組：學校安全小組 

小組成員：副校長（學生事務）、安全主任及學校環境管理組主席、1 級實驗室助理員 
 
 

政策內容： 

(1) 建立安全的校園環境 

 1.1 校方根據教育局發出之《學校行政手冊》制定政策。 

 1.2 所有特別課室如實驗室、設計與科技室、家政家等，皆有安全使用守則。 

 1.3 所有特別課室均設有標準急救箱。 

 1.4 經常檢查急救箱及更新急救用品。 

 1.5 定期邀請消防條例認可人員檢查安全設備。 

 1.6 整理擁有認可急救證書之學校成員名單。 

 1.7 設有醫療室，讓身體不適的學校成員休息。 

 1.8 校務處會保留所有使用過醫療室之學生名單，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跟進。 

 1.9 按校方已制定指引處理早退之學生，並由家長接送離校或安排學生自行離校。 

 1.10 遇有大型活動如陸運會，邀請救傷隊伍提供急救服務。 

 1.11 任何校外活動會遵照師生比例，以策安全。 

(2) 提供安全及急救教育 

 2.1 由訓導組定期舉行火警演習，讓校方成員及學生熟習逃生路線及程序。 

 2.2 於家政科、體育科及通識教育科等，教導家居安全、運動安全、預防和處理急救的知識。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學校安全小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訂的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副校長、安全主任及學校環境管理組主席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6. 無煙校園 

工作小組：訓導組 

小組成員：訓導組全體老師 
 
 

政策內容： 

(1) 建立無煙校園環境 

 1.1 全面禁止校園範圍內吸煙。 

 1.2 學生不得攜帶任何香煙回校。 

(2) 提供預防吸煙教育 

 2.1 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舉行反吸煙講座。 

 2.2 教導學生有關吸煙、香煙內含成分對身體所引起的傷害。 

 2.3 派發反吸煙宜傳單張及資料。 

 2.4 提升學生抵抗吸煙廣告或週遭吸煙環境誘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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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訓導組負責檢討及草擬須修定的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訓導委員會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7. 關注色情、暴力及欺凌 

工作小組：訓導組及輔導組 

小組成員：訓導組及輔導組全體老師 
 
 

政策內容： 

(1) 教育  

 1.1 協助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得到滿足感及成就感。 

 1.2 協助建立個人自尊感、發展對法規的認知和自律能力。 

 1.3 協助學生建立對其他同學的同理心。 

(2) 輔導  

 2.1 幫助學生辨識及抗拒不良朋輩的影響。 

 2.2 協助學生發展良好的朋輩支援系統。 

 2.3 培育學生個人自信心及建立對自我形象的接納。 

 2.4 協助學生辨識媒體資訊，避免接觸不良書刊、網站和遊戲。 

(3) 為強化學生個人的認知及自信心所推行之活動 

 3.1 反色情、反欺凌、反暴力講座，向同學講解及分享真實個案，讓學生對暴力及欺凌行為 

的問題多加注意。 

 3.2 為中一同學提供校園投入計劃（愛心大使），讓同學能建立良好的支援系統，友愛同學。 

 3.3 為有需要同學提供歷奇訓練，讓學生積極面對和參與不同的挑戰，瞭解自己的特點及發 

展多方面的潛能，並體會突破個人極限的樂趣，提昇處事的能力和動機。 

 3.4 提供義工訓練，從服務社區為起點，提昇自我價值。 

 3.5 參觀警署、勞教所、監獄等不同部門，讓同學瞭解其行為所需承擔的後果及對個人和家 

人的影響，以起警惕作用。 

 3.6 為高中同提供領袖訓練活動，包括訓練營，建立校園正面文化，提升同學間的互助精神。 
 
 

檢討及修訂 

(1) 每年檢討一次。 

(2) 訓導委員會、輔導委員會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3) 修訂草擬經由訓導委員會、輔導委員會及校長通過方會生效。 
 

 
 
 

8. 因傳染病等而作出之停課安排 

面對流感等傳染病威脅時，學校宜制定緊急應變政策： 
 

 
(1) 各老師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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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學生有不適或咳嗽等徵兆，請科任老師或班主任著學生佩載口罩，並著該生前來地下 

醫療室休息，如有需要校方會聯絡家長，並著家長將學生帶回家中休息至康復才回校上 

課，請科任老師將有關家課等資料交校務處，以便同事代老師將有關資料轉交學生。 

1.2 各科任老師或級聯絡人及早預備停課功課，以備不時之需。 

(2) 如遇懷疑感染傳染病個案 

2.1 會即時通知家長，要求家長帶同學前往求診，並要求家長將求診結果通知學校。 

2.2 知會全體老師、教育局及衛生署。 

(3) 個別學生感染了傳染病 

3.1 會即時通知全體老師、教育局及衛生署 

3.2 於合適時間通知學生及發函件知會家長，並按教育局及衛生署指示作合宜的安排及回應。 

(4) 教育局因傳染病要求校方停課（停課並不等如停止辦公） 

4.1 校長――即時草擬停課信件、於學生離校前發予全體學生，並著學生將信件帶回家中通知 

家長。 
4.2 全體老師――即時聯絡與事件有關的學生家長（如染病的學生及其相熟同學的家長），著 

家長帶同學生前去就醫；班主任將個別需要特別的照顧的學生姓名交校務處，以便跟進， 
事後繼續跟進染病學生的情況。班主任亦將個別有需要學生名單交校務處，以通知家長 
停課事宜。 

4.3 校務處――按班主任提交的個別需要特別照顧學生的姓名，通知家長有關事宜。即時安排 

工作清洗全校，消毒校舍。 

4.4 停課不等於停止學習，教務委員會同事於停課日啓動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5) 停課期間的安排（停課四上課天或以上） 

5.1 停課期間校務處會如常辦公，工友須全面清洗全校，消毒校舍。 

5.2 副校長、安全主任及負責學生事務同事與班主任攜手跟進染病學生的情況，對學生病情 

有清晰了解。 

5.3 停課後第四個工作天（如星期一宣佈即時停課，第四天即為星期四），全體教師於校內早 

上 10:00 舉行教師級會、各委員會會議及特別教員會議，共商事態發展，並討論進一步的 

對策； 

5.3.1 班主任於級會上報告停課期間個別班級學生情況 

5.3.2 於特別教員會議上，副校長、安全主任及負責學生事務同事與班主任――報告 

學生病情 

5.3.3 訓導及輔導委員會同事――評估停課期間一般學生的表現，隨時對家長作進一 

步的支援 

5.3.4 教務委員會同事――評估停課期間對學習的影響，並作出建議 

5.3.5 校長――報告學生清潔及消毒情況，整合同事的意見，制定未來工作的方向 

5.4 停課期間如遇任何特別事情，可隨時通知緊急小組成員（包括副校長、安全主任、負責 

學生事務同事及校長）。 

(6) 復課前一個工作天（如星期一復課，即之前的星期五） 

6.1 全體教師於校內早上 10:00 舉行教師特別會議； 

6.1.1 各委員會及同事工作安排如上所述 

6.1.2 討論復課當日一切事宜 

(7) 復課當天 

7.1 請同事盡可能早些回校，為學生再投入校園生活作準備。 

7.2 全體老師留意學生上課情況，包括情緒等。 

7.3 如遇個別學生情緒不穩，可安排學生面見輔導老師或社工。 

7.4 如遇任何特別事故，請即通知緊急小組成員，以便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