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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健康校園政策 
 

理念 

本校一向注重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包括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除了全面發展學生

的多元智能，激發學生探究知識的興趣和終身學習的態度外，更着重協助他們建立

正面的人生觀、價值觀、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注重環保等。  

教育局提倡的「健康校園政策」與本校一貫的辦學理念相同；為了讓各科組在制定

課程及活動策劃時能依循「協助學生建立健康的生活模式」的方針進行，校方特別

成立健康校園小組，負責訂定「健康校園政策」，並監察政策的推行情況和檢討成效。 

 

健康校園小組架構 

 

（一）小組成員： 

統籌：杜于海副主任 

      組員：陳偉宏副主任、陳健明副主任、 

徐婉晶副主任、蔡芳林老師 

 

（二）工作範疇：  

 

A）制訂政策 

B）宣傳及推行政策 

C）監察政策的執行 

D）檢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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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校園政策內容： 

（1） 健康飲食 

      A）午膳監察 

         本校設立午膳小組，經常監察午膳食品的衛生情況和食物營養，定期與午

膳供應商聯絡，為學生提供健康、衛生和有營養的飯餐。 

      B）營養早餐會 

         學校每年均舉行兩次營養早餐會，教導學生進食營養早餐的重要性，並於

早上安排全校師生及家長，一同進食營養早餐。 

      C）水果日 

         本校每年均舉辦「水果日」，鼓勵學生多吃水果，讓學生認識蔬果對身體

的益處。  

       

（2） 綠色校園 

      A）廢紙及廢物回收 

 設有三色回收箱，將廢物分類回收。另外，亦於課室及教員室內設置

廢紙回收箱，回收課室內的紙張垃圾。 

 除此以外，學校辦公室及教員室，均已設立回收箱，收回已使用之單

面紙張，鼓勵同工將紙張雙面使用。 

 校方已將部分家長通告，如《學校動態》上網，減少印刷紙張數目。 

 鼓勵同事利用內聯網傳閱會議文件，減少紙張使用量。 

 一次性張貼之通告及文件，不作過膠，減少資源浪費。 

      B) 環保洗手間 

全校洗手間設有自動感應水喉及坐廁，減少食水浪費。 

C）節約用電 

學校任何課室，如無人使用，均需關上所有電器。除此之外，氣溫25度或

以上，課室方可開啟冷氣機，減少耗電。 

      D）無冷氣日 

本校每年都會舉辦無冷氣日，當天全校都不會開啟冷氣。負責教師會於

早、午會時段將節約能源訊息教導學生，鼓勵學生少用冷氣，以開啟風扇

代替，保護地球資源。 

      E）一人一花計畫 

         每年均會舉辦一人一花計劃，讓學生種植小植物，綠化家居和校園。 

      F) 午膳分份 

    小三至小六年級午膳會以現場分份形式進行。學生在課室內按學生食量分

派飯菜，減少廚餘浪費。 

G) 環保大使 

   本校參加由環保署及教育局主辦之「學生環保大使」計劃。學生除參加不

同活動加深對保護環境的意識外，並於校內協助宣傳環保活動及愛護環境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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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節能校園」 

 本校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更換20部附有一級能源標籤的冷氣機以

減低碳排放。另外於天台塗上隔塗層減低六樓室內溫度，節約能源。亦於

三樓教員室更換T-5節能光管作照明，大大減低能源消耗。 

I)「有衣食」學生計劃，本校參予由綠領行動舉辦之活動。目的提醒學生減

少廚餘，使學生減少浪費，珍惜食物。 

  

 

（3） 健康身體 

      A）體適能訓練及測試 

         每年均為學生進行體適能訓練及測試，鼓勵學生多運動，並將有關數據收

集分析，了解學生的健康狀況。 

      B）早操活動 

         逢星期二、三、五，校方安排學生在操場進行早操，多做運動鍛煉身體。 

      C）磅書包 

校方十分關注學生書包過重問題，因此推行「磅書包」計劃，讓學生明白

保護脊骨的重要，及能夠每天自行收拾書包。學生可於早操前在有蓋操場

側空地磅書包，量度書包重量是否超標，鼓勵學生經常收拾書包，減少書

包重量。 

     D）學生保健 

 鼓勵學生參與「學生健康服務」，每年到「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接受包括體格檢驗、視力、聽覺、脊柱等有關的健康服務；  

 本校每年均安排衞生署職員到校為小一及小六學生接種疫苗。  

 參與「學童牙科保健服務」，鼓勵學生每年到衞生署牙科診所接受牙

齒檢查及治療。 

 建立「學生病歷綜合紀錄」資料冊，掌握學童的健康情況。 

      E）鼓勵學生多做運動 

為鼓勵學生多做運動鍛煉體魄，校方於小息及午間活動時段在校園進行不

同活動，項目包括：跳繩、呼啦圈、跳飛機、乒乓球、籃球等活動，並購

置健身單車及踏步機，使學生能在體育課以外時間多做運動，建立其健康

校園生活常規。 

 

      F) 無煙教育 

         安排講座、攤位遊戲、漫畫創作及無煙大使活動，向學生傳遞無煙訊息，

教導學生明白吸煙的禍害。 

 

（4） 安全校園 

      A）校園設施 

學校定期檢查校舍及所有設施，以確保校內設施能讓學生安全使用，使學

生能在一個健康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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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急救教師 

急救組教師均已考取合格急救證書，為校內傷病者即時進行初步急救處

理，防止傷勢惡化。 

 

（5） 關愛校園 

      A）愛心大使 

         為培養學生關心他人，校方設立愛心大使一職，成員由高年級學生擔任。

學生經培訓後，會協助低年級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學習及校

園生活問題。 

 

      B）校本輔導活動 

         為培育學生良好品德，每年校方均設計不同的訓育活動供學生參與，如關

愛在身邊、模範生選舉、全校清潔日、集隊至叻星、環保小天使等。  

 

      C）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本校於隔週星期五，設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並設計不同的課題和活動，培

育學生品德、待人接物態度和正面價值觀等。 

 

      D）早會周訓及班主任課 

 利用早會時間，由教師主講，傳遞各種不同的健康生活信息及正面的

人生觀，讓學生懂得正確的處世態度，例如誠實、守規、關愛、樂於

助人、有公德心等。  

 此外，班主任亦會在班主任課時，與學生一起討論正面的價值觀。  

 

E) 學生小組 

校方十分關心學生德育發展，舉辦不同類型的學生小組，包括愛心大使、

田小雜耍團及魔幻特工隊等；並由社工聯絡外間機構，為學生及家長舉辦

講座及工作坊。 

 

F)「成長的天空」計劃 

透過小組活動、宿營、工作坊等，提升學生的抗逆力。 

 

      G) 輔導小組 

         設輔導小組，由老師輔導有情緒問題或學習困難學生，如有需要，會將學

生交由社工跟進。 

 

      H) 學生支援小組 

         設立學生支援小組，支援有情緒問題、學習有困難學生，由專業社工、言

語治療師或教育心理學家跟進個案，並會為個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

行小組會議，商討課程及考試調適，幫助學生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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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疫工作 

 為使學生有清潔的學習環境，校方會經常清潔及消毒校園環境。平日學

生每天回校前，須量度體溫。如有流感病徵或發燒，學生應盡快求醫，

並留在家中休息，直至身體康復為止。學生進入校園前，亦須消毒雙手，

尤其在於流行傳染病高峰期期間，更要求學生經常洗手或以消毒洗手液

搓手。 

 為避免疾病傳染，學生使用飲水器，須使用闊口水瓶盛水，不得直接用

口飲水。 

 每天監察學生缺席情況，如發現大量學生因傳染病請假，校方會按照衞

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指引，亦適時通過家長信，讓家長掌握實際情況及

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健康，提高防疫意識。 

 

﹙7﹚  為教職員、學生及家長提供健康教育： 

A) 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舉行健康講座，對象包括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B) 提名及安排員工參與各項健康課程。 

C) 建議相關功能組別及課程主任加入健康主題於課程及活動中。 

D) 學校健康促進計劃，包括長期及短期目標，將納入學校發展計劃中，並

按需要投放資源作健康促進計劃之用，該等資源包括財力、人力及物力。 

  

 

（四）檢討及修訂： 

 

（1）每年須作檢討一次，以檢討現況及草擬需修定的政策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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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修訂草擬須由健康校園小組通過。 

（3）修定草擬經行政組通過方會生效。 

(4) 政策一經制訂或修訂後，應盡快公開，透過網頁、文字及宣佈發放，讓學生、

家長、教職員及公眾人士認識本校各項健康政策，掌握及推行，並存放一份文

字版本於中央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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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12-2013 年度健康校園活動計劃 

 

活動名稱 年級 活動目的/內容 週次 日期 

營養早餐 P.1-6 1. 讓學生明白營養早餐的重要及向他們灌輸健康

飲食的訊息 

2. 班主任及學生於早會時間在課室進食營養早餐。 

3. 校長、主任、專任、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在禮堂

進食。 

4. 上、下學期各一次，下學期會邀請家長參與。 

第七週 

(上學期) 

  及 

第八週 

(下學期) 

15/10 

(上學期) 

11/3 

(下學期) 

水果日啟動

禮 

P.1-6 內容：-「開橙皮」比賽 

- 齊齊吃水果 

地點：禮堂 

第 10週(上

學期) 

7/11 

水果日 P.1-6 1.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定為水果日 

2. 本年度水果日舉行日期：7/11、5/12、9/1、6/2、

6/3、10/4、8/5、5/6共八次。 

3. 學生只要在八次水果日中，帶水果達三次可獲彩

虹計劃貼紙一張，達六次可獲貼紙兩張，達八次可

獲貼紙三張。 

全年 11月 

至 

6月 

身心健康講

座 

P.1-P.3 題目(一)：解決困難小智慧 

目的：學習多角度思考，提升學生解決困難及面對

挫折的能力。 

題目(二) ：無煙教育 

目的：向學生傳遞無煙訊息 

上學期 28/9 

 

 

4/1 

P.4-P.6 題目：無煙教育 

目的：向學生傳遞無煙訊息 
上學期 4/1 

為書包減磅 P.1-6 1. 讓學生認識書包過重影響脊椎成長，並提升學生

有執拾書包的習慣。 

2. 於早操日進行，如書包重量不超過體重的 15%達

兩次，可獲彩虹計劃貼紙一張，達四次可獲貼紙兩

張。 (P.1學生書包不可超過 3kg) 

全年 10月 

 至 

6月 

四格漫畫比

賽 

P.1-P.6 透過四格漫畫創作宣傳無煙訊息 上學期 1月 

無煙大使 P.1-P.6 目的是鼓勵學生以身體力行的模式，向身邊的親友

傳播「支持無煙社區」訊息。 

鼓勵學生向身邊有吸煙習慣的親友嘗試致電

1833183 戒煙熱線，讓專業人士跟進個案及提供協

助。 

下學期 4 月 

無煙社區攤

位遊戲日 

P.1-P.6 形式：與同區一中學合辦無煙攤位遊戲 

活動對象：全區學生及社區人士 

下學期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