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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Dr. CHAN Ka Ki, Catherine, Deputy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SAR

Dr Catherine KK Chan 
Deputy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SAR

The Centr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created and pioneered 
the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HPS) framework in Hong Kong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in late 90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Centre has developed toolkits in establishing HPS practice for 
schools and also indicators for The Hong Kong Healthy School 
Award to reflect excellent practices among schools in Hong Kong.  
HPS i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s of our 
students which is in line with one of the learning goals on “Lead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develop an interest in and appreciation of 

aesthetic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Under the undaunted efforts and dedication of staff of 
the Centre with the leadership of Professor Albert Lee and Dr. Robin Man-biu Cheung, I 
am delighted to witness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HPS in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Hong Kong 
experience, and the fruitful expansion of the quality circle of HPS locally,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Education Bureau puts high priority to support our schools to become HPS and is keen 
to see more and more schools adopting HPS framework into day to day schooling.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subject “Health Management 
and Social Care” in 2010 is a good example how the concept of HPS is embedded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hematic Network (QTN) of Healthy School 
has catalyzed the HPS movement and taken it to higher level.  Two of our QTN schools 
were invited by WHO Fellowship Visitor Programme in 2013 to share their good practices 
on implementing HPS and healthy eating interventions in schools.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Health Symposium in Pattaya, Thailand in 2013, Professor Lee and Dr. Cheung were 
the key speakers sharing Hong Kong experiences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Singapore, Japan, Philippine, Thailand and Taiwan.  The Centr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demonstrating with scientific evidence how HPS framework would 
facilitate positive health behaviours among students such as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healthy eating, better uptake of preventive health measure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warm heart congratulation to the nineteen 
schools conferred with Hong Kong Healthy School Awards.  The award has affirmed the 
great efforts of all schools who have reached the remarkable standards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Their successful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were valuable and have 
paved the way to build a greater circle of quality HPS.  Education Bureau is delighted to b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entre in promulgation of the Hong Kong Healthy School Award 
Scheme.

Once again, I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see the greater expansion of Healthy School 
Network. 



2

健康校園論壇暨頒獎典禮

主題︰培養正向心理　譜出快樂人生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六）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十二時半

主場館︰香港中文大學本部李兆基樓五號演講廳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葉蔭榮先生

主題演講︰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黃思敏小姐（臨床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

9:30-11:00

1. 致辭

11:00–11:30
小休 

海報展覽：實現健康校園的成功經驗分享及獲獎感言

2. 主題演講：正向快樂人生

3. 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頒獎儀式

4. 青少年心聲：健康軍團代表分享

5. 學生健康軍團宣讀立志辭

6.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嘉許儀式（中學）

7. 道賀鳴謝

葉蔭榮先生及李大拔教授

黃思敏小姐

葉蔭榮先生

郭靜婷同學、譚慧琦同學

呂羿誼同學、李梓樂同學帶領全體中學健康軍團立志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督導委員

11:30-12:30

健康校園論壇暨頒獎典禮

學生健康軍團嘉許禮（小學）

1. 齊跳立志操

2. 主題演講：正向快樂人生

3. 孩子心聲：健康軍團代表分享

4. 學生健康軍團宣讀立志辭

5.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嘉許儀式（小學）

全體來賓及學生

黃思敏小姐

蘇浚翰同學、鄧銘欣同學

陳詠琳同學、鄧芷欣同學帶領全體小學健康軍團立志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督導委員

中小學領袖工作坊

主題：正向好心情主場館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巫志威先生（註冊社工）　黃天行小姐（項目統籌）

10:00-11:00

11:30-12:30

小學領袖工作坊

對象：高小學生

青少年領袖工作坊

對象：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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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學生寫下這條健康公式︰100分（學業）x 100分（成功）x 100分（金錢）x 0分（健康）= 0分，簡單

鮮明道出健康的重要性。世界衞生組織於1948年將健康定義為「健康是生理上、心理上及社會上的完全安寧狀態，不

只是沒有生病而已。」健康是生命的質，透過身心社靈的健康，才能實踐人生的理想和目標，活得豐盛精采。

香港健康促進學校發展里程香港健康促進學校 發展里程

健康促進學校以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於1996年頒布《地區健康促進

學校發展綱領︰行動架構》為基礎，包括以下六個發展領域：

‧健康學校政策

‧學校環境

‧校風與人際關係

‧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

國 際 健 康 促 進 及 教 育 聯 盟 於

2009年倡議「健康促進學校是通過各種

在學校展開的學與教經驗以提升兒童

及青少年健康與教育成效的一種全校

策略。」而憑藉政府資助和策動各項公

眾健康教育及校園健康推廣運動，衞生

與教育部門提供健康服務及政策指引，

非政府組織與學校合作發展各項多元化

和具創意的健康推廣計劃，以及學術機

構對校園健康促進計劃之成效研究和為

教育界提供的培訓及支援，香港的校園

健康促進工作在過去十五年得以穩步發

展，而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

康中心有幸成為本地健康校園計劃的先

導者，「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

劃」亦茁壯地踏入第五個年頭。

回顧中心與學校員生一起走過的

旅程，我們自1998年在本港推動「健康

促進學校」概念，承蒙優質教育基金

資助，為學校健康促進工作者開辦健

康教育專業文憑課程。課程至2007年

已成功為八百名教師、校長、社工及

護士提供培訓。中心於2001至2004年

開展「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為

全港百所中、小及特殊學校奠下健康

校園的基礎。此計劃為本港首個獲世

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認可及達致

世衞標準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這項

計劃不但為本地學校提供一套優化現

行校園健康促進工作的發展架構及實

務指引，還通過一套認證系統表揚那

些致力推廣校園健康並達到標準的學

校。而為了將此計劃的成果延伸至學前

機構及更多學校，我們遂於2005年展開

「健康幼稚園獎勵計劃」，並於2007年

建立一套自我評估及監察系統，協助校

方分析「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領域」

的狀況。及至2008年，我們發展「健

康促進學校領航行動」，旨在鞏固各項

健康校園計劃所累積的經驗，與30所資

源學校探討如何持續發展學校的健康

促進工作，並為日後更廣泛分享校園

健康促進的成果建立更多交流平台。 

 

 

 

為進一步推動本地健康校園的發

展，優質教育基金自2010年起委託中心

推展「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

劃」。此計劃旨在建設一個以健康促進

學校發展架構為基礎的學校支援網絡，

期望將發展健康校園的理念及實踐方法

推廣至全港學校。承蒙教育界支持，計

劃至今已獲來自各區的45所資源學校及

70所夥伴學校加入，組成了一個優質的

健康促進學校網絡，持續推動本地及海

外的健康學校發展。

承蒙參與學校於過去四年的

支持和老師所付出之心力，我們

的研究團隊順利為每所夥伴學校

完成有關健康促進學校六大領域

之需求評估，分析各校在健康促

進方面的優勢和有待完善之處，

為建設健康校園寫下重要一頁。

此計劃更讓我們的研究團

隊有機會到訪各區學校，積極搜

羅各校在推廣校園健康方面的經

驗和資源，亦有幸聽到不同學生

和教師的心聲和想法。我們期望

以輕鬆的手法向教育界和大眾傳

遞健康校園的資訊，您可從健

康促進學校視頻（http://www.

youitv.com/partner/hps/）這

個學習平台觀看到學校經驗分享

和學生採訪的片段。學生還通過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與

前線醫護人員、專業人士和青年

領袖互動交流，探討兒童和青少

年關心的健康議題，認識到不同

行業的工作性質及條件，開拓視

‧家校與社區聯繫

‧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

健康校園論壇暨頒獎典禮主禮嘉賓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葉蔭榮先生
與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督導委員會委
員頒獎予得獎學校及嘉許健康軍團
（2013年11月23日)

中心團隊與來自日本的健康教育
推動者分享交流兩地推展健康促
進學校的經驗。(2014年10月)

中心和我們的健康促進學校獲衞
生署邀請為世界衞生組織越南
學者代表安排訪校，交流推展經
驗，校長、老師及學生向來賓分
享香港推動健康學校的經驗及有
效策略。(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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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健康校園約章」簽署行動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

健康中心自2012年起發動「健康校

園約章」簽署行動，旨在鼓勵全港

中學、小學、學前機構及特殊學校

響應支持。是項推廣由優質教育基

金資助，並獲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支持，行動主題為「促進健

康 全校啟航」，內容呼籲全校上下

一心、通力合作，共建健康校園。

承蒙大家對健康校園的支持，

現共有七十所本地中學、小學、學

前機構及特殊學校已簽署「健康校

園約章」，表明學校願意採取全校

策略共建健康校園，其校名亦已載

請即登入

www.hea l thpromot ingschoo l .o rg .hk /char te r
以獲取更多資訊

健康校園約章

於「健康校園名冊」的網上名單內，

以示對本地校園健康促進的支持。

我們知道很多學校經常為學生舉

辦形形色色的健康活動，也視推廣健

康生活為校本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

我們邀請學校可透過簽署「健康校園

約章」，表明學校對實現健康校園的

行動承諾，而曾參與的學校亦可考慮

按年再次簽署約章，繼續支持採取全

校策略共建健康校園！

學生參與「校園快拍」分享活
動，透過相片展示校本健康促
進的情況，交流成功的心得。
(2014年4月)

促進健康，全校啟航。為進一

步提升優質教育，促進員生健康，

我校在此承諾齊心建設健康校園，

致力讓學生、教師、員工和家庭成

員擁有豐盛和健康的人生。

我們將以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

健康促進學校發展綱領為方針，推

展各項具校本特色的健康活動和措

施，帶領全體員生積極參與，上下

一心實踐健康生活，為本區建立一

所安全、和諧、活力、環保的健康

校園，為下一代的健康及福祉奠定

良好基礎。

約章內容可參閱上圖之範本，我們亦歡迎學校發展

具有校本特色的內容，而上述網站還提供學生工作

紙範本和一些簽約活動事例，可作為教師的參考。

野。我們希望通過本獎勵計劃的培訓

和延伸採訪活動，培育新一代學生健

康領袖，在校內甚至社區推動健康促

進工作。

在本年度，我們將「學生健康軍

團獎勵計劃」進一步延伸至教師在健

康教育的專業發展，於九龍西、新界

東及新界西區成立「學生健康軍團獎

勵計劃」支部，委任熱忱健康教育的

現職教師成為支部幹事，負責領導來

自區內資源學校、夥伴學校及興趣學

校的健康軍團，組織健康促進及培訓

活動，提升教師對健康促進的領導和

成就感。

自2013年起，我們邀請了對教

育工作有豐富經驗和研究的學校領導

定期舉行「健康促進學校校長集思

會」，與我們一起剖析本港的教育遠景

和趨勢，就校園健康促進工作的指標及

健康教育的發展進行討論。我們期望彙

集眾教育專才的智慧，對研究團隊所收

集的數據和研究結果予以評價，幫助我

們積極檢討和改進，長遠為組織一個能

肩負起為「健康促進學校」發展提供指

導的委員會奠定穩健基礎。我們亦正籌

備出版《廿一世紀的健康促進學校》一

書，期望集思廣益，將推展健康促進學

校的豐碩成果和經驗收錄，為廣大教師

提供更有系統和整全的健康促進學校概

念和分享有效的實施方法。

為進一步拓展健康促進學校版圖，

中心於2015年於本地特殊學校展開「躍

動．突破」培育計劃，以「健康促進學

校」概念，配合特殊學校的校本需要，

增潤及優化學校的健康教育課程，增強

「健康小記者」走訪社區訪問不同界別的專業
人士，學習最新健康資訊，並了解不同行業的
工作性質及情況。(2014年4月)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健康生活

技能及促進與社區共融。健康生活

從小起，中心亦於本年開展了一項

幼兒飲食與成長追蹤研究，旨在探

討本港幼兒從小的飲食習慣對將來

健康發展的關係。此外，澳門教育暨

青年局亦於2014年再次委託中心進行

「2014/2015學校年度澳門學校飲食

環境和學生營養狀況調查」，以了解

澳門學生飲食習慣及營養狀況，作為

當地學校衞生政策的參考。

展望將來，中心將秉承十多年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經驗與成果，

與本地及世界各國對健康校園充滿

熱忱的機構和人士分享，攜手推動

全球健康促進學校發展，並進行有

關健康學校效能的研究，共同為下

一代建設健康成長環境。

教師於「小學健康教育交流會」上
分享學校推展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
展領域的經驗。(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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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始於足下」

再次獲得健康學校金獎，本校各持分者均感到十分雀躍！

自2011年首次獲得健康學校金獎以後，學校繼續致力維持

原有的穩健基礎，同時優化健康推廣策略，希望精益求精，將

健康概念更嚴密地融入持分者的生活習慣中，建構健康生活的

氛圍。

萬里之行，始於足下。健康生活必須由當下開始實踐，經

過年月累積，才能變成習慣。在此，謹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有

趣的生活點滴，讓大家了解本校如何「將健康概念更嚴密地融

入持分者的生活習慣中」。事情是這樣的……

本校全體學生均需要留校午膳，而初中級別更由班主任陪伴一起用膳，故此班

主任對班中同學的飲食習慣可謂瞭如指掌。某中二班別的班主任便規定學生必須將

午飯的蔬菜吃光，並作檢查；可是，由於學生正值發育時期，縱使吃畢了飯盒內所

有飯餸，男同學偶爾亦未足以果腹，為此班會幹事便建議開會討論午膳安排，班主

任亦獲邀列席。

陳主席：「我建議同學可以到小食部購買食物，但只限於「加餸」形式，即是

依舊要把飯盒吃光。同學可以購買三文治、奄列等，但買了的食物以及原先的飯盒

必需吃清，以免造成浪費。」

何副主席：「這安排會否出現漏洞，讓同學把高糖飲品帶運到課室呢？為了堵

塞該漏洞，我建議同學加餸的金額限於$15，而且進入課室時需要經過班會幹事檢

查，多買了的食物將交予班主任處置。飲品方面亦應有規限，只可購買牛奶、水或

茶，其他種類一律禁止。」

然後，幹事投票通過，並於翌日將新安排告知同學，有關安排試行了兩星期，

一切運作正常。當然，幹事知道班主任是健教科老師，大概知道老師的心意；但難

得的是其他同學亦願意接納及配合有關安排。

其實健康生活並非甚麼難以灌輸的概念，成功關鍵是多讓學生自行組織、參

與，這樣他們才會更樂意、更積極地維持這個屬於他們的健康模式，從而吸引同儕

效法。近來班主任自覺需要進行體重控制計劃，放學後便帶著一兩名有體重控制需

要的學生在晨運徑跑步，後來愈來愈多學生跟隨他們一起跑呢，真的此料不及！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2014-2015年度得獎學校分享文章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

26317556

http://www.hktal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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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書院

新界屯門良才里9號

24637373

http://www.ttc.edu.hk

自2003年成為首批達到世界衞生組織標準的健康學校金

獎學校，崇真書院一直致力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及活動，

與不同持分者合作，齊心建設健康校園，達至「修德進業　

榮神益人」的最終願景。

前校長張文彪博士及現任校長黎大志先生均認同在一所

健康促進學校裡，所有成員都需通力合作，才可讓學生享受

愉快的經歷，而完善的學校架構有助推廣個人、家庭及社區

健康，健康教育課程則與學校的健康服務、環境及校風互相

配合。所以我校於四年前主動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

網絡計劃」成為資源學校，得到計劃資助以優化學校健康資

源，更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提供專業

意見、培訓、交流會及論壇，進一步優化學校過往帶領學校

的經驗，為剛起步的健康促進學校提供更適切的支援，從而

將健康學校的理念擴展。

崇真書院

本年度崇真再次參加「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得到中

心評估小組就校本的「健康學校政策」把脈，而在修訂的過程

中，能更清楚表達校方對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計劃的定位和推

展立場，為教職員、家長、學生及校外相關人士提供一個可靠

清晰的依據，讓所有學校持分者明白本校在健康促進的整體方

向，並按已訂的藍圖進展。「健康校園約章」的簽署行動，可

讓學校各持分者更了解學校致力共建健康校園的決心，明白上

下一心全校參與的重要性；而於校園張貼「健康校園約章」，

亦能將學校來年健康核心主題及活動與各持分者分享，讓學生

更了解所學的健康課程及活動的意義，讓家長及公眾人士對本

校更認識，進而透過學校對外的健康推廣活動，提高社區各界

的健康意識。而與健康顧問或夥伴透過電話、傳真、面談等就

相關健康範疇討論交流，獲取社區資訊，建立脈絡，外來支援

便源源不絕，合作機會亦大大增加。

能再次獲得健康學校金獎，是對學校各持分者在健康促進

工作的一份鼓勵及肯定，期望來年繼續以資源學校的身份，為

推展香港健康學校運動盡一分力，與其他學校攜手建立優質健

康校園網絡，讓更多學校持分者得益！ 

中一團隊精神培訓計劃

水果日

牙齒檢查

功夫減壓班

流感針注射
為幼稚園提供有機耕
種課程

健康教育中心

崇真伊甸園供小學參觀

教授小學生製作健康棒棒教授小學生製作健康棒棒糖

教職員急救班

與伙伴學校參與屯門醫院舉辦之
有營又有型計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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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秉承母會香港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精神，服務他人。以耶穌基督的

聖訓，施行「愛的教育」。啟導兒

童：愛天父、愛學校、愛家庭、愛

鄰舍、愛社會，以學生為本，致力

「完人教育」；而「優質教育基金

健康校園網絡計劃」正好與學校辦

學理念起了化學作用。本校由二零

一二年九月訂定健康校園為三年發

展方向，通過參與計劃，各持分者

協力同心培養學生身、心、社、

智、靈的五項個人健康素質，亦積

極提升及持續改善教師的教學素質

及個人健康，同時向家長倡導健康

的重要性，促使本校持分者建立彼

此接納、互相欣賞、積極進取的健

康校園文化。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透過學生自製屬於自已的獎牌，鼓勵學
童以「表達藝術」將生命的甜酸呈現於
「人生地圖」，讓他們正面抒發情緒，
提昇情緒智商。創作過程亦能有效增強
學童的溝通技巧及表達自己的信心，鞏
固校內的朋輩網絡，加強與人的互信關
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香港新界元朗天水圍天富苑第 2 期

24450580

http://www.cymcaps.edu.hk

經過兩年的努力，健康校園

已逐漸成為我校的恆常基礎文化一

部分，滲透於課程、活動、家校關

係等領域，各持分者亦建立途徑及

組織推動文化，學校定期於學校網

頁向家長及外界人士發放健康相關

資訊，更定期組織家長義工、家教

會、親職講座等，課程內容包括教

養方法 — 教導小孩子、面對子女

青春期情緒需要、逆境不再、強者

永在(AQ)、男女大不同 — 夫婦關係

及了解你的子女 — DISC行為取向分

析等活動。

我校亦非常關心教職員身心健

康，每月為他們舉辦 BEST Day (Be 

a Strong Teacher)活動，而這更是

教職員每月最期待的一天，當天大

家一起參與健康身心靈活動，如齊

來做運動、團契鬆一鬆、舒壓工作

坊等。

本校得到本地社企「C omm u n i t y 
Builders：社建師集」和「仁人家園」
的協助，參與「同建藝術綠校舍」計
劃，美化校園戶外空間。是次活動邀請
了BLOOMBERG機構的義工們協助進
行，為學校正門的圍牆進行繪畫壁畫的
活動。參與的師生和義工們愉快地繪
畫，繼續美化青小的校舍，同學們開心
地繪畫，美化青小的校舍。

學校建立健康生命科，培養
學生身心靈發展及正面價值
觀，以知情意行四方面，透
過老師用心設計的課程，牽
動學生實踐好行為。

為配合學校的三年計劃：健康校園，我
們就以「健康生活．綠色生活」為專題
研習的主題。各級子題如下：小一「零
食小偵探」、小二「至營小廚神」、
小三「健康運動家」、小四「食物鑑
證家」、小五「垃圾．向左走．向右
走」、小六「環保達人」。同學們在
老師的帶領下，透過運用不同的研習技
巧，進行各種配合主題的學習活動，大
家都在愉快的氣氛下努力學習 。

家長們於空娛時段，一同
製作健康美食，活動名為
青小午間鬆一鬆。

學生走出校園，來到社區天晴會
所及天悅廣場擺設攤位遊戲，居
民踴躍參加。

學校舉辦健康體適能日，目的是提升學生體適能水平；為家
長及學校建立合作，共同負出的平台；全校參與健康活動機
會。每年透過一連串的測試及數據分析，我們將數據結果發
展體育科課程，同時透過壁報陳展、講座、影片欣賞，利用
不同學習模式，讓學生明白健康重要，建立學校健康校園的
氣氛，孫校長及黃副校長並肩完成九分鐘心肺功能測試。

體育科與健康校園組在11月份
青小健康體育月舉辦多元化有
關健康生活的活動，活動目的讓
同學進一步認識健康對生活的重
要性。活動包括個人體適能工作
坊、老師在小息時段向同學推介
有關健康飲食及健康小常識的書
籍、衛生署健康教育車攤位活
動，家長義工姨姨協助同學進行
各項活動。

至於學童方面，除政府健康服務外，

學校亦安排他們參加健康篩檢活動，以預

防及促進健康；更組織學生團隊如「青小

大使」和「健康軍團」等，培訓小領袖協

助推動健康校園，同時加強他們的領導

能力及自信心；而「青小體適能計劃」有

助提升學生健康及知識，更設立「 Be a 

Strong Kid 獎勵計劃」表揚關注健康的

學生。

我校因應學生的發展需要和興趣設立

多個組別，配合社會公共衞生議題，發展

出形形色色的學生健康活動。統計資料反

映各科組能在編排活動時涵蓋不同健康主

題，當中尤其注重推廣運動、家庭和環保

等健康主題。

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

六大發展領域及計劃發展的《健康促進學

校表現指標》為我校建立可評量的健康校

園指標，通過監察各範疇進度、評估下年

度跟進事項，按中大「自我評估及監察系

統」統計得出校本六大領域的強、弱項

目，擬定科組計劃，優化健康相關政策及

指引，對學校決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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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與社區聯繫」方面，本校家長教師會實在功

不可沒；家教會一直鼎力支持本校各項與健康教育相關

的活動，如於2月下旬舉行的水果日，家長主動協助購

買、清洗及剖切水果，本校更邀請了區內仁愛堂田家炳

小學的師生一同參與，將健康訊息傳至社區。又如在星

期天舉行的中一新生迎新日，家長義工主動與中一家長

分享協助子女適應升中生活的經驗。家教會委員及家長

義工，又會親身到各個參與競投午膳供應商的廠房，實

地考察午膳飯盒的製作情況，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遴選

標準。家長們更會於中秋、聖誕及農曆新年等節慶日子

向師生派發小禮品，表達關愛。凡此種種，令家校合作

無間。本校家長校董及家教會主席李美蓮女士更獲香港

家長協進會頒發「十大傑出家長教師會領袖」殊榮，肯

定了本校家教會的工作。

最後再次感謝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各位同工的

指導，本校定當精益求精，貫徹實踐健康校園的願景。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8號

27060477

http://www.ychwwsss.edu.hk

本校得悉在「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獲得佳績，

深自感激。在此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

中心各位同工的支持、指導及鼓勵，令本校於推動健康

校園的工作獲益良多。在各持分者的共同努力，本校各

項活動和課程均滲入健康元素，如於學校開放日設置主

題攤位，向社區人士推廣健康訊息。

在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領域

中，特別是「健康學校政策」及「家校與社區聯繫」兩

個領域，本校曾有一番經營，謹報告如下：

在「健康學校政策」方面，為了落實建立健康校

園，本校以「優化健康校園生活」為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的關注事項之一，並成立一個跨組別的「健康校園督導

委員會」，統籌全校健康校園政策。本校不同工作組

別，如「健康校園組」、「環境保護組」、「學生事務

組」、「輔導組」、「教師專業發展組」、「校舍及設

施管理組」等，以至各學科的課程，都與不同的健康政

策配合，健康校園督導委員會則檢視了全校各科組相關

的健康校園政策，經諮詢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後，共同整

合及修訂健康校園政策，為各持分者提供清晰的依據。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本校獲頒綠色學校獎

本校師生獲頒發「智FIT精神
健康計劃」冠軍

向新生實地介紹本校環保政策

年度主題：
健康與自律

於開放日讓區內小學生
一試划艇機

持分者代表在校長監誓
下進行健康約章宣誓

英語水果日與小學生及
家長義工大合照

家長校董李美蓮女士分
享家校合作心得

劉文山副校長分享參與健
康學校獎勵計劃的心得

邀請嘉賓講解長跑運動的好處

學生參與一年一度的環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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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新界將軍澳學林里8號

27061336

http://www.wyjjmps.edu.hk

本校一向積極推動健康校園的發展，2010年度伊

始，本校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健康學校網絡計劃」，

透過基金的撥款發展了多項與健康人生有關的活動。

自參加計劃後，本校的健康校園活動便更具規範與

系統。本校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

發展領域為藍本及該計劃統籌同工的專業意見，逐步加

強發展健康校園，達至今天欣喜地在「香港健康促進學

校認證」中獲得佳績。

在過去的日子，本校除得到該計劃統籌同工的專業

支援外，亦向其他相關之專業人士咨詢意見，如靈實醫

院的註冊營養師及本校任職藥劑師的畢業生，以推行更

多健康校園的措施。

在「學校環境」領域中，如在校園內張貼標語提醒

學生及教職員注意安全，在操場上塗上圖畫美化校園，

及環保教育小組推行清潔比賽等。 

在「校風與人際關係」領域中，本校設有「王余

家潔獎勵計劃」獎勵同學在學業、品德、服務、活動參

與等方面的傑出表現，在校門外設有「我們的驕傲」壁

佈板、橫額、電子訊息板及在網上顯示學生的成就。在

教師方面，每年於結業禮上會頒發最受歡迎教師獎及家

長敬師獎等獎項，以公開表揚教師對學校之貢獻。另方

面，本校除「課程統籌組」外，更專設「資優教育發展

組」發展資優教育，而「學生支援組」及「學生輔導

組」則專責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在「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領域中，本校在各科

滲透健康的訊息，常識科專題研習更設有「自律小先

鋒」、「健康生活由我做起」及「環保面面觀」等課

題。此外，設有成長課、德公課及非常規之「躍動生命

課程」等課程，讓學生探索生命的價值。

在全方位的活動方面，除建立健康教育資源室教

導學生有關健康的知識外，更舉辦多項活動，如健康雙

週、水果雙週、體重管理課程、健康小食檢查、健康小

記者、量書包活動及健康軍團獎勵計劃等，並榮幸邀請

得世界武術錦標賽冠軍李暉師傅到校教授武術，以加強

學生對運動及健康體魄的重視。更值一提的是，本年度

東華三院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進行「『睛』明有道@校園

計劃」，以教導家長及學童建立良好護眼習慣，本校更

有幸成為此計劃之先導學校。

東華三院及本校亦非常重視教師的健康教育培訓，

如本校邀請註冊營養師為老師主講健康講座，東華三院

更邀請得環境局黃錦星局長在聯校畢業禮中向師生及家

長講述環境與健康教育之寶貴訊息。

在「家校與社區聯繫」領域中，每年與家教會合

辦不同活動以加強家校關係，如新春盆菜宴、家教會旅

行、校本親子運動會、家長也敬師活動及小六畢業同學

聚餐等。此外，本校每年皆會參與東華三院舉辦之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同樂日

足球同樂日，藉此進一步提升家庭之和諧氣氛及對家長

學生宣傳多做運動的好處。

在「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領域中，本校已具

有效之傳染病預防及管理的政策，亦定期量度學生的體

重，並記錄在手冊中供家長參考及跟進。尤為要者，為

更有效保障學生之健康，職工及家長義工每天均在學生

進校時為他們量度體溫。另方面，東華三院會為教職員

提供免費預防流感注射服務，本校更將星期五設為教師

運動日，鼓勵教職員於該天工作後一起運動，足見本院

及本校對員工健康的重視。

本校近年欣悅獲得其他與健康校園有關的獎項，包

括「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基本認證、「至『營』學

校」認證及「校園午膳獎勵計劃」銀獎。此外，本校十

分重視學生的身心全人發展，而學生在各方面皆有可喜

的成就，如在「動感聲藝」比賽中屢獲金獎，在西貢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及球類比賽勇奪冠軍等，又在由荷蘭

樊高博物館 的「樊高：燦爛生命繪畫比賽」中喜獲「樊

高榮譽教育獎」及中小學組冠軍，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之

小學英語話劇中榮獲多個重要獎項，更被邀請於荃灣大

會堂作公開演出。

總括而言，是次認證獲得佳績，確實令本校師生及

家長感到非常鼓舞。本校會繼續積極推動健康校園，令

每一個學生之心靈與體魄更健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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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健康成長，由2008年起，每年的跨

學科學習主題均以學生身、心、靈健康出發，其中包括「環境

保護」、「健康生活」、「活出健康生命、共創豐盛人生」、

「關愛、服務、點亮積極人生」及本年度的「和諧、共融、從

心出發」等。本校更於2009年成立「健康飲食在校園家長工作

小組」，家校攜手營造健康飲食文化及實踐。

本校在2010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心「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夥伴學校，全面制定

及推行健康學校政策，更於2013年晉升為資源學校，繼續積極

推動及完善健康校園，並把健康教育推廣至社區。

這四年間，本校在促進健康校園的道路上，從探索階段

到現在漸見成效，當中遇到不少挑戰，可幸本校各持分者均

支持「培養學生正面學習態度，發展正面價值觀，促進健康

校園」為學校發展的關注事項，並以優化健康校園氛圍為目

標，家校共同努力，才能逐步邁向成功。

過去數年，我們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

六大發展領域為藍本，再配合互相緊扣的課程及科組活動，深

化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現就「家校與社區聯繫」的相關經

驗分享點滴。

與家長緊密的聯繫合作是成功推展健康校園的關鍵之一。在健康學校政策的制定上，我們邀請了任職營養師、醫生、

護士等專業的家長擔任「健康校園專家」顧問，為健康學校政策及相關活動提供寶貴的意見。在推動健康飲食文化及促進

健康生活方面，本校每年均邀請「健康飲食在校園家長工作小組」統籌家長義工定期檢視學生的午膳餐盒及帶回校的小

食，分別以3:2:1的有營比例及「紅黃綠小食」建議為原則，確保學生「食得有營」。工作小組亦會聯同家長教師會與學

校協辦不同類型的「健康親子創作比賽」，曾舉辦的活動有食品模型創作比賽、蔬果食譜創作比賽及貼紙創作比賽等，均

由全校家長及學生網上投票選出最符合健康原則及最具創意的作品，藉以推動全校參與建立健康生活的模式。此外，本校

自2013年起成為「認證護脊校園」，除學生外，家長亦會參與有關工作坊，家長更於本年度的聖誕滙演中以喜劇形式向全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29481122

http://www.iedjcps.edu.hk

健康校園大使護脊工作坊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家長、教職員和學生出席及簽署
健康校園約章

義工小組探訪獨居老人

敬師日

健康校園—親子健康食品模型
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健康校園—親子蔬
果食譜創作比賽得
獎作品

健康生活學生工作坊

健康校園大使帶領學生在導修課
做護脊操家長義工擔任故事爸媽為學生講

述健康故事

校師生及家長推廣「護脊操」。

今次認證獲得佳績，是對我們在推動健康校園的努力的一份認同，且肯定了我們

推廣「健康」訊息的方向。未來，我們除了繼續關注學生的身體健康外，還著重促進他

們的心、社及靈健康，故本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價值教育學習圈計劃」及香港教育

學院舉辦的「全球倫理於學校伙伴計劃」，借助專家力量發展校本教材。此外，為著本

校正推動電子學習體現教學創新，我們將憑藉制定健康學校政策的經驗，發展網絡健康

政策及相關的教育活動，以持續促進健康校園及推廣健康生活，培育熱愛學習、追求卓

越、健康、積極、樂觀的孩子，迎向廿一世紀的各項考驗。



11

為營造關愛文化，讓師生及家長都在愛裡成長，本校由宗教及生命教育組帶領及組織各

類活動，更連續多年屢獲「關愛校園」獎，從而肯定本校關愛師生及家長方面的傑出表現。

本校曾邀請醫生、心理學家及社會知名人士為師生及家長主講生命教育的講座，反應踴躍。

去年，本校更進一步運用學校有限的空間建設「愉花園」，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學習保持健

康的心靈。在課程上，本校加入成長課，讓學生從故事分享中學會正面的成長知識。

在家校與社區聯繫方面，本校一直與友校、家長及外間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健康教育組

曾邀請任職中醫師的校友為全校教職員主講中醫保健講座，而任職醫生的家長亦曾為家長和

同學主講減壓講座，部分家長更擔任義工，每天在校園為學童量度體溫。外間機構則為本校

提供工作坊、參觀、展覽和講座等不同類型的活動。

教育工作是與時並進的，推行健康教育亦然，因此本校不會因為得到健康學校獎項而停

步，反而會就評估報告中的建議逐步完善，讓學生在身、心、社、靈方面全面發展。

作為一所基督教學校，本校向來注重屬靈教育，而學生及教

職員的健康發展亦尤其重視。本校得知獲得由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

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頒發健康學校獎項，十

分感恩。自從2012年參加「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以

來，本校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領域為發

展藍本，並重新有系統地審視學校在健康策劃、推廣方面的工作，

至今已漸趨成熟。

本校早在2003年已落實全面推行健康飲食，讓師生可以在學

校訂購健康午膳及購買健康小食；經過多年來的推廣，健康飲食已

逐漸植根為校本文化。本校更於2010年獲衞生署頒發健康飲食學校

之最高認證「至營學校」殊榮。去年亦成為全港唯一一所小學獲衞

生署邀請向世界衞生組織代表介紹校園健康飲食文化，成為推廣健

康飲食的楷模。

本校致力優化學校環境及推動環保訊息，讓學生可以盡情享

受學習，更獲環境保護署頒發「綠色學校」獎項。去年，本校全面

翻新課室牆壁及照明系統，改用T5光管，提升照明效果，同時減低

耗電量，為環保出一分力。繼2005年成立生態園後，本校於2011年

在綠色力量協助下，在二樓平台開闢了蝴蝶園，學生可藉此更親近

大自然，亦從中學習保育的訊息。去年更增設環保發電單車，鼓勵

學生多做運動之餘，又可生產電力供學校使用，一舉兩得。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新界沙田第一城得榮街二號

26483132

http://www.baptist-lmc-primary.edu.hk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陽光容容大使向低小學生
示範刷牙

全校師生做早操

世界牛奶日講座

水果日 學生透過種植學習保育知
識及培養責任心

學生在陸運會盡展潛能

世界衞生組織代表與本校
學生共進午膳，體驗健康
校園飲食

開放日由健康軍團介紹學
校的健康政策和活動

開學日進行健康校園約章
簽署儀式

本校邀請資深親子及婦女教育工
作者羅乃萱女士為本校家長講座
的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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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九龍藍田平田村安田街第一校舍

23408383

http://www.skhlsk.edu.hk

健康是學習的基礎，學校總希望學生能擁有健康的體魄，並在五

育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故此，本校由兩年前開始，參加由香港中文

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推展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

劃」，希望透過全校系統性的推廣及校內外活動，以及整體健康學習

環境，以學校為軸心，聯繫家庭及社區的力量，增強所有學生及教職

員關注自己身、心、社、靈健康的發展。

整套健康校園計劃涵蓋層面十分廣泛，由學生、家長、教職員個

人身心健康，至整體學校環境安全、社區健康訊息的傳遞等，也全面

覆蓋，令本校師生加強對健康的意識之餘，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

來，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而在過去兩年，本校除了在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

六大發展領域中不斷完善，亦積極推行不同種類的健康推廣活動，希

望藉此加強學生對健康生活的意識，如有關脊骨和眼睛健康的「護脊

操」、「磅書包」和「護眼操」活動，以及有關飲食健康的「健康小

食週」、「親子水果食譜設計比賽」活動等。另外，心靈健康亦是健

康校園計劃中重要的一環，故此，本校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辦「健康

紅封包」活動，透過學生派發印有健康心靈語句的紅封包，將健康訊

息廣傳至社區人士。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在健康訊息推廣上，本校亦於上年度設置了「健康資

訊角」，希望透過資訊角內所擺放有關健康常識的資料，

提高學生及社區人士對身心靈健康的關注。而為了讓學生

對所推行的健康推廣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及理解，本校亦

於學期初印製了《健康小冊子》，內容包括本年度所推行

各項活動的詳情、一些健康資訊等，希望能進一步推動學

生實踐健康生活模式。

最後，本校在「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中獲得佳

績，此獎項不但讓校方在制訂健康學校政策及落實推行

計劃上得到肯定，更讚賞家長和學生對健康活動的投入認

真。祈望家校同心，互勵互勉，繼續將健康訊息推廣，活

出健康又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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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如何實踐健康生活技能？本校主要致力推動環保的健康飲食文化。校內售賣的小食、

飲品及提供的午膳食品均符合三低一高的原則，同時鼓勵學生珍惜食物、減少廚餘、多食水

果蔬菜。為了提升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興趣，我們曾於水果月舉行「水果月海報設計比賽」、

「水果甜品周」、「食物營養攤位遊戲」等等，亦舉辦以水果為題的家長工作坊，有效地把

健康飲食文化推廣至學生家庭層面。

我們非常注重學生品格的培養，生活指導課的課程內容特別關注小孩子的同理心、責

任感及對社會的承擔。近年我校舉行「不一樣的聖誕聯歡」，曾邀請智障、視障及聽障人士

到校，與學生一起玩遊戲、交換禮物、互道祝福。除此以外，我們鼓勵學生捐出適合的罐頭

食品，製作心意卡並將之送予有需要的人士。以上活動是一個讓學生實踐經驗的平台，當中

學生學習尊重不同階層和境況的人士，他們亦有機會走出校園，接觸及探訪社區人士、獨居

老人、住院病人及其他弱勢族群。學生透過服務學習，連繫社區，發揚愛的力量。

學校是小孩子成長的搖籃，健康的校園環境對他們的影響深遠，願我們攜手同心，為

世界及孩子的未來共同努力。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23202727

http://www.sbcps.edu.hk

　　　　　　　　健康快樂的文德人

香港的生活節奏急速，市民在不同的壓力下，情緒失

調，嚴重影響身體和精神健康。生活態度由習慣養成，要改善

現況，必須先由個人做起，再而推展至家庭和社會。多年來本

校對推廣環保及健康生活不遺餘力，期望學生在健康的校園生

活中得以愉快學習，並將訊息傳遞至社會各階層。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推動的「香港健

康學校獎勵計劃」正是給予所有學界的同道人一個鼓勵和肯

定。健康促進學校表現指標涵蓋六大發展領域，包括健康學校

政策、學校環境、校風與人際關係、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家

校與社區聯繫和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以本校來說，健康

學校政策是持續發展的策略，強化綠色校園是硬件的配合，而

健康的校風及提供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則有賴全校員生關注及

實踐各種健康的生活技能，並成功地將之推廣至家長，甚至社

區層面。故此除了在校的教職員和學生生理、心理和社交上得

到良好發展之外，家長亦透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加強了對學校

的歸屬感。

只要說出水果密碼，同學便能
品嚐美味的水果甜品

同學踴躍參加食物營養攤位
遊戲

洗碗服務真高興

家長於水果工作坊
進行試煮

家長義工教授水果大使製
作水果甜品

惜食香港活動

製作愛心罐頭 餐桌禮儀

鮮果啫喱好好味!

聽障人士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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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僑中學

閩僑中學

香港北角雲景道81號

25784523

http://www.mkc.edu.hk

我校重視學生身、心、社、靈的健康成長，以「建構健康校

園，譜出積極人生」為2011-14年度的關注事項。為有效引進社

會資源支持學校發展，學校自2011年起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

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推展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

並於2014年進行「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在六個發展領域

中，「健康學校政策」、「學校環境」、「校風與人際關係」及

「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均獲卓越評級，而「家校與社區聯繫」

及「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亦分別達至優異及良好水平，這

成果是對各持分者齊心努力的一份肯定。我校感謝中大同工和資

源學校（廠商會中學）的專業支援。

回顧過去3年的發展歷程，學校成立了「健康教育委員

會」，並以《健康促進學校表現指標》及《十大健康主題》為發

展藍本，全面檢視、統整及策劃相關課程及活動，並凝聚不同教

育持分者，攜手推展健康促進學校。

   在「校風與人際關係」領域，我校連續9年獲頒「關愛校

園」殊榮，在此優勢上再深化鞏固，釐定及推行各項相關如和諧

校園等健康政策，以全民參與模式照顧及支援學生健康成長，並

透過「訓輔合一」、「雙班主任制」、各科組推行學生成長計劃

及關顧小組，如「領袖培訓」、「服務學習」、「人生定向」及

「生涯規劃」等，成功建立關愛尊重、和諧共融的校風。

在「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領域，各科組互相協作，並於

2013-14年提供100多項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以激發學生改善自

身和他人健康的實踐能力，例如「飲食至有營」講座、「惜飲惜

食」攤位遊戲、「有機蔬菜種植」即割即食、「環保旅行日暨水

果日」等，讓學生明白健康飲食和良好習慣的重要性。而在普及

運動方面，陸運會近年加入全校學生耍軍體拳；獲體適能獎勵計

劃獎項的同學亦相應增多。教師是學生的楷模，故學校每年舉辦

至少五項師生體育性活動，如師生減壓操等，以帶動運動強身的

文化。各班成立健康大使，更推薦同學參與校外健康軍團及環保

大使培訓，鼓勵學生推動校內環保、綠化及清潔校園等活動，同

時深化他們對實踐健康生活和建設健康校園的使命感。家長是學

校的重要夥伴，家長義工隊積極推廣健康教育，更積極參與各類

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甚而擔任策劃者的角色。

今次認證獲得佳績，不但認同我校過往的工作，更激勵我們

繼續培育學生的健康生活行為及正向人生觀，並將健康教育推廣

至社區。

麥Sir (麥潤壽)到校分享、
大家充滿正能量

家校齊心：親子師生集體
遊戲

師生健康減壓操

有機蔬菜種植 濕地保育全接觸

綠化校園大行動

濫藥NO WAY問答遊戲

飲食至有營講座

「慢性病不可慢」健康檢查 健康圖書大檢閱

運動醫學及康復科技會議暨
博覽會

「識花惜花」盆栽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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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蘭中學

為了進一步優化學校在健康校園之發展，我校全體員生、家長及校外機構共同努力，按

不同級別學生的成長需要，設計一系列以身心靈健康為主題之班主任課、工作坊及講座等。

除此以外，我校每年亦舉辦不少別具特色的健康教育活動，例如精神健康嘉年華、義工服務

日、全方位學習日、共創成長路、成長教育營等。作為健康促進學校，我校亦致力推廣健康

飲食，學校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的飯盒均盡量符合健康飲食的準則，藉此幫助學生建立良好

的健康飲食習慣。此外，科技與生活科自2002年起，每年均與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健康食

譜設計及烹飪比賽」，藉比賽將健康飲食之訊息由學校推廣至家庭層面，多年來此活動深受

家長和同學歡迎，更於2008年出版了《親子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得獎食譜集》。去年，

本校將2009至2012年度的得獎食譜再次輯錄成《親子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得獎食譜集

2》，並免費派發予區內友校，務求把健康飲食的訊息推廣至社區。

於社區聯繫方面，我校一直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參與社區服務活動，除了與校外不同機

構合作安排義工領袖及服務計劃外，自上年度開始，我校中四學生亦參加了由怡和集團、教

育局、醫院管理局及葵涌醫院合辦的「Teen使行動」計劃，進一步推展精神健康教育及反歧

視訊息，參與的學生們透過策劃一連串的教育推廣及義工活動，將訊息傳遍校園。

總括而言，作為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資源學校，全體教職員及家長透過全校規劃，培育

學生正面價值觀及促進全人發展。學校將繼續以多重進路，如跨科組協作、配合學生學習需

要的校本課程、全方位學習活動、個人成長及健康校園計劃、宗教及靈修活動和家校合作活

動，一起建立關愛、健康、共融的校園文化。 

德蘭中學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21號

27115202

http://www.stteresa.edu.hk

我校自2002及2007年取得健康學校銀獎以來，一直以世界衞生組織倡

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領域為藍本，積極為學校各持分者提供健康的生

活環境，並將健康促進的觀念滲入校園概念。我們致力營造身心靈健康的校

園，透過校內各項健康校園政策及正規和非正規課程，讓學生在生理、精神

及心靈健康三方面茁壯成長。本年度再度榮獲健康學校銀獎，我們希望能精

益求精，透過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不斷自我完善各項

推廣健康校園的措施，以求在健康教育的工作上更臻完美。

我校設有校風及學生支援委員會，委員會轄下包括健康教育組、學生

培育組、生涯規劃組、聯課活動組、德育及公民/國民教育組、學生支援組

及宗教及靈修事務組，在各組別互相協作及共同努力下，制定及優化了校本

的校園健康政策和措施，同時亦積極舉辦各項推廣健康訊息的活動，務求令

全體員生及家長均可掌握全人健康的生活資訊，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我校

更自2013年開始全校推行「SMART全人發展獎勵計劃」，透過提供一套具體

而實際可行的指引，鼓勵學生在學業、考勤、德育、課外閱讀、服務、學業

及宗教靈修各範疇為自己訂定自我完善的目標，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以豐富

校園生活，這有助培養她們的良好品德及自律精神，讓她們在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上得到均衡而全面的發展，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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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學校是學生及老師的第二個家。本校的學生普遍來自

基層家庭，家長們大都早出晚歸，因此學生從大清早的早

餐時間抵達學校，往往至黃昏才離開校園，所以校內每一

個層面都會影響學生的身心成長，而營造一個既健康又舒

適的校園環境，更是本校教職員一致的目標。

為了推動健康校園，我們刻意把「健康促進學校計

劃」列為學校重點發展計劃之一，由各科組負責人統籌，

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展；特意在環境、制度及氣氛各方面營

造健康校園文化，持續發展健康促進學校的理念，以全面

及全校性的策略，推廣至個人、家庭及社區層面。

為加強學生對健康的關注，本校安排了全校性的足脊

檢查及多次以健康為主題的講座。此外，全校每逢周四早

上一起做護脊操，亦由老師帶領學生在轉堂時做課間操及

午息後進行護眼操，讓他們認識護脊及注意正確姿勢的重

要性。

本校亦透過推行「健康寶簿」計劃、派發有關預防傳

染病的通告或單張予學生和家長，以及於午間播放有關健

康的資訊節目，進一步提高學生及家長對健康的關注，同

時鼓勵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去年全方位學生活動日

的主題亦定為「健康人生」，當天學生透過參與工作坊、

外出參觀和探訪等活動，加深他們對健康的認識，亦將健

康訊息帶到附近社區。

在培養學生恆常運動及積極參與體藝活動方面，校方為

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並聘請專業教練培訓學生，讓

他們因應自己的興趣�與並發揮個人潛能。另外，為鼓勵學

生舒展筋骨，各活動場地亦於午息時段開放予他們進�各種

活動，如足毽、跳繩、乒乓球、康樂棋、動能單車等，而小

一、小二學生亦可於周五參與免費課程、如棒球、跆拳道及

爵士舞等，這些活動皆能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而本年度

全校學生已達致參加「一生一項目」的目標。

本校尤其關注家長教育及照顧學生的身心健康，相

信如家長能建立健康正面的情緒，便可相輔相成地提升學

生的正能量，因此本校舉辦多個家長工作坊，協助他們教

導子女正確地表達不同的情意，家長均認同工作坊能協助

他們支援子女成長及發展。校方同時亦為學生提供小組培

訓，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正能量，從而減少負面情緒，透過

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和活動加強學生的精神健康意識，同時

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據老

師觀察所得，大部分學生皆積極參與各種健康校園活動，

亦能掌握健康知識和技能，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為配合啟發潛能的理念及創建更舒適、綠化、環保、安全

和健康的學校，本校善用校舍空間美化環境，推廣綠化校園計

劃和展示學生成果及成就。此外，學校定期進行安全衞生巡查

及維修，以保持最佳的學校環境質素。

我們為著學生的需要，師生及家長上下一心，共同建構一

所健康促進學校，讓大家可在充滿關愛和喜樂的環境下學習及

成長。是次獲頒健康學校獎項，肯定了本校建設一所健康促進

學校的努力，亦認同了老師的付出，認證的過程並不容易，但

卻能在檢視、反思、與中大評估小組交流的過程中，達到完善

學校的目的，充份體現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發展方向。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24456880

 http://lst-lkkb.edu.hk

元朗區教師護脊講座

我們的團隊

促進健康的課外活動--藝術體操

指導小一如何使用飲水機

家教會羽毛球比賽

探訪老人院

教師生日會

教師養生講座

陽光笑容大使護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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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聖堂中學

孔聖堂中學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七十七號

25766427

http://www.chss.edu.hk

走在健康教育的路上                                      

營造健康校園文化

我校一直以來本著儒家思想仁愛精神辦學，尤其著重學生的全人

發展，推動健康教育更是我校發展項目中重要一環；我校透過有系統

的計劃，緊密的家校合作，並連繫社區力量，讓學生實踐健康生活方

式，締造一個人人重視健康、有自信、和諧共處的學習環境。

全校參與策略：硬知識、軟著陸

我校於2011年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我們

在這幾年獲益良多，全校員生和家長皆在此計劃中對如何建立健康校

園有了概括的認識。我們更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心所提供的持分者意見分析報告和專業意見，全面優化校本的健康校

園計劃。首先，在不同學科加入健康教育的元素，協助學生把健康教

育知識內化和深化。為了配合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的發展，師生

一起策劃極具創意的健康教育活動。同時，我們亦引入社區資源，為

學生提供更多元化和特色的健康教育服務及活動，例如衞生署的「學

生健康服務」、「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的

「健腔先鋒行動」、香港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之「健營日誌」教學

計劃、香港婦女基金會的「正向人生計劃」、樂餉社之「天台種植計

劃」、香港欖球總會的「欖球訓練計劃」等，活動均有顯著的成效，

學生更在比賽中屢獲殊榮，贏得口碑，亦開拓了更多合作商機。

讓學生秉持健康人生信念，一生受用

我們於2013-2014年度參與「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

證」，藉此全面檢視學校在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

校六大發展領域的表現，評估結果顯示持分者對健康校園的

意識明顯加強了，我們更獲得佳績，這個成果除表示我們

在各發展領域達至世衞健康促進學校的標準外，更進一步肯

定了我校這兩年的努力。我們深信讓青少年秉持健康人生信

念，對推動社會公共衞生極為重要。

最後，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的團隊，尤其是每次會面時給予我校同工寶貴的專業意見，

啟發我們策劃更優質的健康教育活動，共同推動社會公共衞

生。願我們繼續攜手，將健康促進學校的種子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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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學校

本校一向著重體育發展，所以在小組討論時，認為在制定各

項健全政策後，以「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這發展領域為起點最符

合校情。我們首先統整現行滲透在各科目中的健康教育內容，將與

「十大健康主題」相關的課程，集中編排於常識科、體育科、電腦

科及成長課的課程之中，便可更有系統地推展健康教育。另外，推

行「健康身標準」活動，將學生的身高體重狀況及學校飲食表現資

料（訂餐紀錄），於家長日由班主任以書面形式通知家長，讓體重

超標的學生及其家長充分了解和配合，為子女安排合適的運動及飲

食。此外，亦會安排這些學生在聯課活動及小息時段進行20分鐘帶

氧運動，藉此幫助他們控制體重。本校運用「學生全方位學習紀

錄」推動「一生一體藝」，鼓勵學生參與多方面的學習活動；整合

學生參與各類型有關健康學校的活動紀錄，對學生能否身體力行，

在生活中實踐「健康學校生活」，作適當的評估。本校透過以上各

個課程及活動推動全校因應需要而發展及帶動其他範疇。

最後，本校對於今次獲獎感到非常開心及鼓舞；我們並不會原

地踏步，更會認真參考中心提供的評估報告及建議，於各方面盡力

作出完善，期望在不久將來，本校可將健康生活概念推至社區。

光明學校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

24796608

http://www.kms.edu.hk

光明學校自2011-12年度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

計劃」，目的在於透過校本三年發展計劃，把學校發展為一所以健

康促進學校的概念為本的學校，藉以推動教育成就及促進學童身心

之全面發展。在校長及健康學校小組的帶領下，本校根據世界衞生

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領域為藍本，制定各項政策及推

行相關課程及活動。經過三年的初步發展，學校正持續建立正面積

極的校風，而透過全校參與策略，有效加強了家長、校長、教職員

及學生之間的聯繫；同時，透過分享會得到與其他學校交流的機

會。在計劃統整下，不論教師、家長及學生都能在校本規劃中透過

專業發展、課程及活動，以及家教會活動等不同形式去接觸及認識

各種健康資訊及知識。總而言之，本校無論在行政及教學上都朝向

成為一所「健康促進學校」的目標繼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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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我校參加「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轉眼已三年，一直努力不懈推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概念。我們相信

透過培養學生的健康素養，才能塑造他們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促進全人發展。近年學校開展了不少活動，以培育

學生全面的健康概念，以下分享我校其中的活動點滴。

級早會

級早會的目的是培

養正面校風，鼓勵學生反

思普世價值如愛、和平、

真理、合作和尊重，作為

個人和社會關係發展的基

礎。級早會包括「社會

共融」、「我們如何幫

助弱勢社群？」、「一個寬恕的故事」、「如何面對壓

力？」等主題，學生就有關的主題自行創作分享內容與

表達形式，以達至同學互相啟發之效。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新界青衣市中心清心街七號

24950226

http://www.twghscgms.edu.hk

多元智能發展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不

同的興趣和啓發他們

的潛能，學校推行多

元智能教育計劃，開

展各類活動課程，其

中包括足球、籃球、

劍擊、武術、拉丁

舞、中國舞、木管和

銅管等。 

川宵慶新春

為了慶祝農曆新年，學校推行大型銷售會，各班均

設立銷售攤位，售賣自己設計或加工的商品。此外，校

方同時設立不同攤位，推廣健康主題，其中包括「無煙

校園」、「紅十字會家居安全和健康保護」、「營養標

籤」及「道路安全」等，寓學習於活動。 

家庭會議

學校每年舉行兩次與中

一至中六學生的家庭會議，

讓學生分享自己對學校的感

受，並由校長、副校長和老

師解釋不同政策的目標，達

至互相諒解，建立互信。

健康講座

學校就不同的健康主

題舉辦講座，加深同學健

康知識，內容包括「無煙

環境」、「健康睡眠」、

「均衡飲食」和「濫用藥

物」等。

訓練營

學校為各級別的學生提供不同

主題的訓練營，例如「中一新生紀

律訓練營」、「中三級生涯規劃訓

練營」及「高中領袖訓練營」等，

讓學生能從活動中體驗及反思。

要推行健康校園，必須全校上下一心；學

校目標的配合，老師心力的付出，社區組織的

支援，加上同學的投入參與，才能塑造出健康

的校園環境，讓同學身心健康愉快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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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新界屯門松齡徑一號

24699010

http://www.twghsksk.edu.hk

本校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發展

領域為發展框架，制定校本的健康校園發展方向，成立健

康及環保委員會統籌全校健康校園的工作，包括進行校內

自檢，分析推展健康校園的現況及優化健康學校政策等。

同時，學校網頁亦設立「健康校園」專頁，展示校本的健

康政策及指引、健康活動及相關連結，讓公眾知悉本校推

動健康校園的工作。

在發展健康學校的過程中，本校的師生在各方面有不

同的得著。在健康學校政策方面，透過落實和完善各個範

疇的健康學校政策，令推廣健康校園工作更具體清晰。同

時，全校師生一起見證簽署「健康校園約章」，提升他們

對推行健康校園的認同和關注。

在學校環境方面，為師生提供更安全和舒適的環境，

可以提高學習和工作的效能。計劃亦促使學校邀請學生、

職員及家長定期進行學校環境視察，確保校內建築和設施

均符合安全及衞生的標準，分別為學生及職員提供合適的

學習和工作環境。

在校風與人際關係方面，本校透過教育過程啟發學生

潛能，如參加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及親切共融大使計劃等，

讓他們在愉快及被肯定的氣氛下提升自信、發展潛能、突

破自我，同時營造關愛和諧的校園文化，讓學生更投入校

園生活。

在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方面，學校按學生的興趣及才能

安排他們參加不同的健康活動，如健康飲食講座、健康及環

保周、健康資訊展覽等。學生將學校獲取的健康知識帶回家

中，帶動家庭成員一同實踐健康生活。

在家校與社區聯繫方面，學校成為健康校園網絡的一分

子，積極推廣健康生活的概念，並邀請註冊營養師及護士等

不同的專業人士擔任學校專項顧問，為家長及學生舉辦健康

講座；學校亦曾舉辦「健康家庭 正向人生」啟動禮、參與

「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及成功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

請「學校現場派飯計劃」等，進一步將健康校園推廣至社區。

在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方面，學校透過早會短講，

向全校推廣健康生活的訊息，宣傳實踐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同時，本校成立健康校園資訊閣，建立健康紀錄系統，以照

顧學生及員工的健康需要。

最後，再次多謝各方面的支持，讓學校順利踏上健康學

校之路，成就不一樣的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十五周年校慶心型相片

629「健康家庭  正向人生」
啟動禮

早會預防傳染病短講耕地及魚池

健康校園約章

健康飲食新一代講座

健環展覽、健環周的活動

教職員學習使用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顫器

聖誕聯歡活動日

環保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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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試，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等，幫助學生養成運動習慣，因

為運動及體育活動的推廣會為學生在學業及情緒健康上帶來

益處，更有助學生提升學習成績、減少行為問題、提升自信

及精神健康、加強社交聯繫等。

去年我們六大健康範疇的統籌主任及協助老師都展現

積極的一面，得到很好的評價，在「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

證」中獲得佳績，我們十分鼓舞及興奮。為此我們要感謝中

大評估小組對我們工作的肯定，亦感謝他們的鼓勵及支持，

我們將會更努力為教職員、家長、學生及社區人士推廣健康

訊息；繼續支持及推行十大健康主題活動；積極推行環保教

育，讓每個學生都能做一個地球守護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香港漁灣邨

25562442

http://www.cwflls.edu.hk

我校在三年前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

康中心推展的「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開始

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知所措，幸得趙劍眉校長的指導，憑

著她的經驗，讓我們逐步建立架構；各人按指引定出目標

及發展計劃，嘗試開展「信愛學校健康新一頁」。

我們向全校學生講解健康校園計劃目的及推行的情

況，以通告形式讓家長知道及配合學校所定的健康計劃，

並邀請他們出席「健康校園約章」簽署行動，呼籲全校上

下一心、通力合作，共建健康校園。

我們把「健康校園計劃」納入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關

注事項，定名為「實踐健康生活，共創健康校園」，並從

不同範疇訂定計劃，推展及實行，期望循步向前，讓校內

各人都能身心健康，活出豐盛的人生。

本年度我校參加了「至營學校」認證計劃，致力營造

「健康飲食校園」，讓學生貫徹健康飲食習慣。「學校環

境」組更重新檢視學生午膳餐單，按健康原則訂定餐單內

容。為確保供應食品的質素，校董、家長及教師參觀午膳

供應商的廠房，又在校進行試食會。我們就製造食物地方

的衞生程度、食物質素、餐單內容等為健康標準及食物味

道作評分，選出午膳供應商，讓學生在校吃得開心，活得

健康。

「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組致力促進健康服務，

安排及提點學生參加健康服務檢查、牙科保健服務、防疫

注射等。學生需交回健康報告小冊子讓學校檢視情況，再

按學生需要安排跟進活動，如為體重超標的學生度身訂造

為期八星期的「青苗計劃」，透過講座、體能訓練、健康

飲食指引及家長協助，推動學生改善生活習慣。我們為有

六成學生在完成計劃後的身體質量指數（BMI）達至正常水

平感到欣慰，只要安排得宜，便有可見的成效。本年度我

校參加了全港挺直「認證護脊」校園計劃，推行課間護脊

操，更分別為教師、職工、家長及學生安排護脊講座及脊

骨檢查。

我校為「活力校園」，致力向學生、教職員及家長

推廣體能活動的重要性。我們推行「讚美操」、體適能測

車安全訓練計劃

小小園丁學種菜

資訊科技講座(沈迷上網) 健康午餐試食會

「渣打藝趣嘉年華」遊走街頭
大匯演

跨境學習－校園小記者深圳交流

台灣環保及文化藝術體驗之旅 課室清潔大行動 電視台點唱

健康校園簽署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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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商會中學

本校首次參與「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藉

此機會檢視校本健康學校政策和架構，對本校以及

各持分者都有所裨益。本校十分榮幸能順利通過認

證，獲頒健康學校獎項，並在「學校環境」發展領

域獲得卓越評級，肯定了本校推展健康促進學校的

努力，同時為我們帶來進步及發展的機遇。

本校位處屋邨範圍，普遍家長都忙於為生活

奔波，學生留校溫習及活動的時間相對較多，而校

園已成為不少同學心目中的另一個家。優良的校園

環境和校風對同學的健康成長尤其重要，能使他們

熱愛校園內的一草一木，對學校便更有歸屬感。健

康飲食環境也是當中重要的一環，鑒於本校初中同

學需要留校午膳，膳食供應商提供的飯餐，便直接

影響他們成長的健康。因此，需制定一套更全面的

指引，以監察及檢討小食部和膳食供應商提供的食

品，無論在食品種類、製作過程、營養價值、清潔

程序及回饋意見等各方面也需要兼備，這些都是本

校重視的未來發展方針。

本校風氣淳樸，師生關係融洽，曾屢獲「關愛校園」獎項，而關

愛文化亦是本校的優良傳承。本校亦透過不同的跨學科或班級活動，

維繫關愛和諧的氣氛。透過是次認證，本校充分體現到在校內植根已

久的團結合作精神，更深深感受校內緊密的人際關係。本校會繼續秉

承「誠明」校訓，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讓不

同學習能力的學生都得到發揮潛能的機會，並會進一步優化，齊心營

造共融與關愛的尚學環境，令同學有更愉快的學習經歷。

最後，再一次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給予

我們這個機會，從「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的過程中，令我們反思

仍未盡善的地方，亦同時肯定我們所付出的努力。日後我們會力臻完

善，繼續以同學的福祉為依歸，建設一所健康促進學校。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良景邨

24632660

http://www.swcs.edu.hk

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劃

班際跳大繩 交通安全隊「機靈部隊」結業禮

流感疫苗

四道練習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無障礙分享講座 捐血活動桌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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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覺分校

寶覺分校

新界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55號 

24762258

http://www.pokokbs.edu.hk

我校一直遵循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培育學生

正念的人生觀和良好品格，並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培養學生國際視野，達至全人發展及成長。

我校於2010-2011年度已成立了「健康校園小組」，

負責統籌校內與「健康生活」相關的活動及課程，亦於

同年成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的夥伴學

校，並進行基線需求評估，致力建構一所健康校園，讓

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均能健康的發展。自此，我校於每

年學期初舉行「健康校園啟動禮」，在全校師生的見證

下，由不同的持分者代表簽訂「行動約章」，標志新一

年度健康校園計劃的開展。

我校著重培養學生積極的生活態度、養成健康的

生活及飲食習慣，不斷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探訪和義務

工作，進行生活體驗，經過多年的刻意經營，我們已成

功將健康元素滲入學校文化中。我校舉辦了「食無餘計

劃」、「水果月」、「家長活動─素菜製作班」等活

動，培養學生及家長養成健康飲食習慣。於2012-2013年

度，我校參加衞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

劃」，並獲頒「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及「健康小食優質

認證」殊榮，成績實在令人鼓舞。我校將繼續推行健康

飲食政策，期望為全校員生供應健康而富營養的食品。

在人際關係方面，我校除了協助學生養成良好品格

外，亦舉辦「師生接力賽」、「師生籃球賽」等，促進

師生關係，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我校亦籌辦「服務學

習活動」、「彩虹行動─親子義工計劃」等，豐富全校

師生及家長的學習經歷。

我校於本年度參與「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並獲

佳績，提升了我校推動「健康校園」工作的信心，亦肯

定了我們過去幾年付出的努力。今後，我們會繼續加強

對外聯繫，積極建立社區網絡，善用社區資源，為學生

提供健康教育活動，進一步宣揚健康訊息。

我們相信健康促進學校概念已植根我校，學生能透

過不同的學習經歷，達至全人發展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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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Student Health Captain Award Scheme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Student Health Captain Award Scheme

何炘曈［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裏擔任健康大使，我有很多機會在學校早會

上向同學們分享健康知識，還在健康攤位遊戲及校內的「

Fit仔Fit女」計劃提供支援。很多低

年級同學會叫我健康大使姐姐，因此

我覺得自己的責任很重大，也會令

我更注重健康。經過上學年，我的

體重也回到標準，體格也比從前強

壯，所以，今年我一定會更盡力擔

任健康大使這崗位。

健康大使（宣傳／活動協助）

易晉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小六］

我覺得擔任這崗位和參與健康

推廣是很有意義的活動，因為

這項活動可以向別人宣揚健康

訊息，自己從中也可以學到一

些健康的新資訊。通過這些

新資訊，我可以讓更多人知

道健康的重要性，從而令人活得更健

康，活得更精彩。

健康大使（宣傳／活動協助）

張展圖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小五］

去年我很高興被老師挑選為健康大使。健康大使會於每周

為全校同學分享健康訊息，而我最印象深刻是向同學分

享「認識脂肪」的訊息，那次我

要扮演「脂肪」，藉此介紹「脂

肪」的好處和壞處，我認為同

學都覺得非常有趣，而且也能

幫助他們了解健康知識。自從

那次宣傳之後，很多同學都認

識我，我感到十分高興。而我

最希望為同學帶來更多健康知

識，從而讓大家都擁有健康人生。

健康大使 （宣傳／活動協助）

陳嘉樂（大坑東宣道小學　小六）

清洗水果是很開心的事情。老師

常說：「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

你。」全班同學午飯後一齊吃

水果，既開心，又健康。

深東104旅幼童軍（幼童軍）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於2012年正式展開，目的是嘉許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內的傑出學生，

對於參與校園健康促進的熱誠和所付出的努力，並通過各種機會讓學生分享宣揚健康生活信息的心得，藉以

增強他們對校園健康促進的使命感。

這項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策動，並獲得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倡健學校

計劃的支持。由去年起，每所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內的資源學校或夥伴學校，可根據學生在參與

健康領袖培訓時的積極度、履行健康促進服務時責任感與才能發揮，以及能否為他人樹立健康生活習慣的榜

樣三個方面進行甄選，提名一至四名學生成為健康軍團。於2014／2015學年，本計劃將進一步拓展，於九龍

西、新界東及新界西區成立「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支部，招募更多興趣學校提名學生參與，並由中心與

支部為學生健康軍團提供多元化的健康培訓活動。我們本年度已獲七十六所學校提名共二百七十六名學生，

期望藉着是日活動，表揚他們實踐朋輩健康教育和在過去一年作出的貢獻。以下是本屆健康軍團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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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班長，常和同學

一起清潔課室。我又

是學校的籃球隊隊

員。我相信，多做運

動有益身心，所以我

會準時出席訓練。

練靖儀（大坑東宣道小學　小六）

小女童軍

譚雲朧（大坑東宣道小學　小六）

我參加童軍活動，可以服務大

家，還參加朗誦比賽和話劇訓

練，覺得很開心，也可以把開

心的訊息和大家分享。

深東104旅幼童軍（幼童軍）

風紀、陽光笑容大使

司徒依諾［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五］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

護脊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黎嘉瑩（大坑東宣道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經常與同學和家人分享健康

飲食的益處，又會身體力行，注意健康。

小女童軍

李家呈（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小五）

陽光笑容大使

自從被老師選為「陽光笑容大使」，我有機會協助照顧

小一新生，我們各自站在校門旁

邊，看見他們進來就熱情地接待

他們，帶他們到操場，教導他們

排隊，覺得他們很可愛。此外，

我和幾位同學又有機會教導一年

級生刷牙，教他們如何把牙齒刷

乾乾淨淨。我希望日後能繼續

為大家服務，推廣健康。

張鈺瑩（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小六）

我現在已是六年級生，回想過去一

年，我有機會為同學服務和協助老

師推廣健康活動，令我得益不少。

期間我學會照顧小一新生，又學會

如何把牙齒徹底刷得乾淨。我知道

如何挑選健康小食，也知道怎樣培養健康生活習

慣。我會把所學的推廣給身邊的同學和家長，讓每一個

人都過着健康的生活。

風紀、陽光笑容大使、陽光學長

成為「陽光笑容大使」使我感到

十分開心，在此想分享一幕有趣

而難忘的片段︰記得在開學周期

間，我負責帶領一年級新生，教

導他們一些學校的規則。當時

小朋友都很興奮，但我看到有

一位小朋友邊走邊哭，便嘗試去安慰他。但是，我愈

是想哄他，他就哭得愈傷心，使我不知所措，幸而得

到老師幫忙，他最終都能安靜下來。我記得自己在小

時候也是哭着上學，當時有學校的哥哥姐姐照顧我，

令我成長及適應。現在我希望以過來人身分協助小朋

友，繼續用心地為老師服務，成為同學的榜樣。

在過去一年，我參加了多個關於環保及健

康的培訓計劃，例如︰「水資源考察計

劃」、「低碳生活小子」、「綠得開心

大使小記者培訓班」、「護脊大使」及

「陽光笑容大使」等。我們不但學到很

多知識，還有機會透過早會及午間活動

將所學的知識與其他同學分享。此外，我亦曾協助老師舉

辦以同學及其家人為對象的活動，將環保及健康信息推廣

至社區。記得我曾負責教導低年級同學刷牙，帶領同學做

護脊操，並協助打理農作物，做除草及澆水的工作，如果

幼稚園學生到校時我也會教他們耕種。我很喜歡這些推廣

健康及環保的工作，因為可以讓更多人明白健康及環保的

重要，也樂意用課餘時間去幫助老師籌劃活動。

黃詩穎（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小五）

九月一日是開學日，我和一大班

五年級同學一起迎接一年級新

生－看見他們一雙雙大眼睛和

小嘴巴，覺得他們都很可愛，

而我身為「陽光笑容大使」，

當然要以燦爛的笑容迎接他

們，希望他們能及早適應小

學生活－這是我更覺得很深

刻的一幕。往後，我有更多教導小朋友進

食健康小食和建立健康生活的機會，期望繼續協助

老師推廣健康。

健康促進組（風紀、陽光笑容大使）

徐焯安（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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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希琳［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六］

我成為「環保倡健領袖生」後，在過去

一年曾接受多個有關環保及健康的培

訓課程，並協助老師在校內舉辦大型

活動，如「環健周」、「親子運動日」、

「護脊日」等，將環保及健康訊息推廣至同學及其家

人。我是「陽光笑容大使」的一員，負責教導一至三

年級學弟學妹正確刷牙的方法，希望他們也可以擁有潔

白的牙齒，展現燦爛的笑容。我亦參加了學校的「大哥

哥大姐姐」計劃，負責照顧一年級的學弟，責任是讓學

弟盡快適應小學生活。在過去一年，我曾經到過兩間老

人中心探訪長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跟一班公公婆婆

玩遊戲和唱歌。我發覺原來公公婆婆比我們小學生更貪

玩，這些服務體驗讓我明白「施比受更有福」，我可以

帶給別人更多快樂。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

光笑容大使、護脊大使、體溫大

使、環保大使）

吳藹蒑［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五］

我是學校環保倡健領袖生的組員，在

過去一年，透過參加多個環保及健康

的培訓課程，讓我學習到很多健康知

識，參加了護脊大使及陽光笑容大使

後，我幫助老師於早會及午間活動時

與其他同學分享護脊訊息，也教低年

級的學弟學妹正確刷牙的方法，希望每個同學

都能擁有燦爛的笑容。我較喜歡參加環保活動，因為可

以有機會接近大自然，也可以為地球出一分力，就像剛

參與由綠色力量主辦之「愛自然」環境教育計劃－海岸

清潔行動，我到了大嶼山芝麻灣半島大浪灣執拾垃圾，

看到沙灘由滿佈垃圾變回乾乾淨淨，真的很有滿足感。

我也喜歡到長者中心探訪長者，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唱歌

和製作健康小食，看見長者的笑容，讓我明白只要身體

力行，幸福便會充斥在每一角落，所以我好珍惜每一次

服務他人的機會。「施比受更有福」這一句話伴著我成

長，令我學會感恩和關心身邊不同的人和事。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

護脊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李芷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五］

當上環保倡健領袖生後，我有許多機

會參與環保及健康的培訓課程和活

動，我喜歡可以成為護脊大使及陽

光笑容大使，因為可以把健康訊息與人分享，也可以

教低年級的學弟學妹正確刷牙的方法，使他們可以擁有甜

美的笑容。我喜歡參加環保活動，也喜歡探訪長者和有需

要的人士。有一次參加了由綠色力量主辦之「愛自然」環

境教育計劃－海岸清潔行動，我到了大嶼山芝麻灣半島大

浪灣執拾垃圾，除了可以接近大自然外，也能為地球出一

分力，真的很開心。另一件讓我難忘的服務是在剛剛的暑

假，我跟老師到康智松嶺會學校與智障的學生相處了三

天，我與同學為他們籌辦了多個活動，與他們一起玩環保

攤位遊戲，一起製作手掌畫，一起製作健康小食等，從這

活動，讓我明白幸福非必然，學會了關愛共融和感恩。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

袖－陽光笑容大使、護脊大使、

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幸珞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五］

我很喜歡當上環保倡健領袖生，因為

我可以參與很多環保及健康的培訓課

程和活動，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健康

知識。我最喜歡可以幫老師教低年級

的學弟學妹刷牙的方法，看見他們

人人有可愛的笑容，真的很高興。我還

協助TVB東張西望拍攝有關本校護脊校園的短片，老師還

讓我參加兒童脊科基金在尖沙咀舉辦的世界脊骨日嘉年華

會之千人護脊操，我和同學在舞台上示範護脊操，向社區

人士宣揚護脊信息，真的感到很有意義。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

護脊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黎洛汶［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四］

在過去一年，我參加了多個有關環保及健康的培訓課程，如綠得開心大使小記者培訓班、護脊大使

及陽光笑容大使等，我學到了很多環保及健康的知識，我曾經協助老師於早會及午間活動時與其

他同學分享及宣傳。最深刻的是剛剛的暑假，我協助老師到匡智松嶺學校為智障的學生舉辦一連

三天的活動，當中我與同學學習如何籌辦活動，我們與他們一起遊戲及有關環保的攤位遊戲，一

起製作健康小食等，從這活動我學會了關愛共融的重要，也學會了感恩和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假日的時候，我還會和媽媽一同參加社區中心仁愛堂的義工小隊，會將在學校學到的環保及健康

小知識傳遞給社區人士，期望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健康的人生。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護脊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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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樂瑤［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五］

在過去一年，我擔任「環保倡健領袖生」

一職，分別在校內和校外參與推廣健康

和環保知識的活動，例如參觀智「惜」

用電中心和環境資源中心，參加領袖訓

練、考察和新聞發布會等等。每次活動

後，我都會將所學的知識，透過學校

活動將與其他同學分享，使我能學以

致用。其中最令我難忘的片段是參加「10.16世界脊椎日千

人護脊操活動」，當日來自不同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一起進

行護脊操，使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和興奮，而令我最開心是

獲得由環保運動委員會舉辦的「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

獎」。我非常感謝黃主任對我的悉心栽培和教導。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護脊

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Dasilva Cayden Anthony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小五］

每天有很多人浪費食物，令世界

變得不環保。最初對於收集廚餘

這個崗位感到有點嘔心，擔任了

一段時間，愈做愈覺得有意義。

我的希望就是不要讓廚餘寶寶變

肥，那麼世界會變得美好。

健康大使（午膳廚餘收集）

司徒仲軒［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小六］

我十分開心，因為可以做廚餘

大使，我要常常指導小朋友回

收廚餘，推動環保令地球伯伯

更健康。

健康大使（午膳廚餘收集）

陳子嘉［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於午膳時幫忙收集廚

餘，推廣健康，宣揚環保。我覺得

擔任收集廚餘這個崗位是我的榮

幸，因為幫忙收集廚餘可以宣揚

環保，令世界變得更「綠」。

健康大使（午膳廚餘收集）

黃梓諾（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小六）

我很榮幸能擔任健康大使，我也

很開心可以向同學們宣揚環保健

康的飲食習慣。希望以後人們可

以繼續宣揚環保資訊，令香港成

為綠化都市。

健康大使（午膳廚餘收集）

吳健源（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小四）

我水果日當天我協助老師檢視同學

有沒有帶水果，提醒同學多吃水

果，協助膳長送紙巾，之後又勸導

同學不要吃欠缺營養的食物，我希

望同學們都有健康的體魄。

膳長（膳長）

李洋洋（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小四）

在三年級時我擔任膳長，每天吃飯

時負責派飯，我十分喜歡這個崗

位。水果日時，我鼓勵同學多吃水

果，還和他們買了很多水果分享。

我希望同學們都健康成長。

膳長

我在過去一年主要負責教導學弟學妹有關保護牙齒的重要性、如何保護牙齒與及正確的刷牙方法，

還有機會探訪一些智障學童，向他們分享健康信息。他們透過遊戲學習保持健康的方法，還玩得很

開心。我在家中是最年幼的一個，事事都得到媽媽細心照料，很少想到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然

而，經老師鼓勵而參加這次服務計劃，使我的想法起了變化︰由以往遇到困難便想逃避和期望別人

幫助的孩子，變成現在主動幫助別人解決困難的男生。此外，透過幫助別人，我學懂了「施比受更有福」這個道理，發現

原來能幫助別人是一種福氣。我十分感謝黃主任給我這機會服務身邊有需要的人，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機會。

鄺祉瑋［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六］

環保倡健領袖生（環健小領袖－陽光笑容大使、護脊大使、體溫大使、環保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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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仲軒（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小五）

我很高興學校積極推廣健康飲

食，在這一年裡，看見同學們都

注意午膳的營養，又養成多吃水

果的習慣。

膳長

何玉珊（仁德天主教小學　小六）

我在去年曾負責在小息時段於「單

車天地」當值，鼓勵同學做運動。

通過這項活動，我也學到運動對我

們有很多好處，應該每天都會做。

此外，我也參加了學校舉行的「

B+有營學堂」，負責主持其中的攤位遊戲，

通過遊戲向同學介紹有關健康校園的信息。

健康軍團（單車天地）

徐鈺怡（仁德天主教小學　小六）

在五年級的時候，逢周二及周四

早上，我都會負責在校門當值，

檢查同學們的體溫記錄，如發現

同學忘記在上學前量度體溫，便

會提醒對方這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保障學校成員的健

康，不希望病菌在校園蔓延，所以要勸導同學履行當付

的責任。我在兩天後偶然檢查到同一位同學，發現他真

的有把體溫填好並妥當地附上家長的簽署，我想假如能

利用這些機會來告知大家健康校園的重要性並發揮我們

的影響力，我相信能奏效。

健康軍團（門口體溫檢查）

梁承智（仁德天主教小學　小六）

我去年在學校負責在「單車天地」當

值，經常邀請同學到這裡踏單車，看

見每個踏完單車的同學開心地離開，

我自己也很快樂，覺得單車運動很健

康又開心。

健康軍團（單車天地）

郭鎂然（仁德天主教小學　小六）

我負責在學校操場管理跳繩區，指

導同學在區內守規矩地進行活動，

而每當小息差不多完結時，我就負

責叫跳繩的同學收拾繩子，然後吩

咐他們排隊和帶領同學返回各自班

別的隊伍。能夠成為「健康軍團」

是我的榮幸，當我每次參與健康推廣，

都會非常積極，因為我覺得健康推廣是一項很有意義的

工作，可以提醒同學多做運動對身心的益處，我自己也

很滿足。

健康軍團（管理跳繩）

葉芷儀（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小六）

我很喜歡這個崗位，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我覺

得幫助別人是很快樂的，但有時也會感到無奈，因為

有些小朋友不愛吃飯。小息時，我要留在課室裏，看

管他們，自己私人時間便沒有了，可是幫助別人是很

有意義的，所以我還是很開心的。

校園健康組（健康大使）

游鴻杰（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小五）

我很開心學校推廣健康飲食，常常鼓

勵同學帶水果享用。學校也會舉辦水

果日，鼓勵同學多吃水果。在水果

日，禮堂設有攤位遊戲，讓同學認

識水果含有豐富維生素。午飯時，

老師會檢視同學有沒有吃完蔬菜，

鼓勵我們多吃蔬果。

膳長

楊靖欣（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小六）

我擔任健康大使快將兩年，開始時我

是照顧二年級同學，那時候我甚麼也

不懂，只是慢慢學習。他們吃飯真的

很慢，常常要等他們吃過飯後，才可

去休息。在服務中，我明白小朋友

的咀嚼能力是較慢的，也學會很多健

康飲食的知識。助人為快樂之本，現

在我會跟別人分享這些知識。

校園健康組（健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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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歷奇（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小六）

自從成為了健康大使後，我學會了很

多健康知識，我還教導一年級同學有

關水果的知識，讓我有機會接觸低年

級同學，學懂了照顧和愛護他們。我

真的十分喜歡當健康大使。

校園健康組（健康大使）

潘依妍（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小六）

能夠成為健康大使，我很開心，因為

可以幫助別人。我協助同學清洗水果

時會很細心，如果水果不清潔，同學

們吃了就會肚子痛。我亦會幫助小

朋友抹桌子，協助他們吃飯。有時

候，因為他們吃得較慢，所以我要

等他們吃完才能夠休息，雖然少了

一些小息的時間，但能協助別人，我沒有任何抱怨，還

很高興。

校園健康組（健康大使）

周曉楠（光明學校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每逢周四的午息時段都

以「陽光大使」身分當值，期間向同學

分享護齒訊息。此外，我還有機會協助

老師邀請部分有體重控制需要的同學去

參加一項名為「健康身標準」體重控制計劃，鼓勵他們運

用空餘時間多做運動，並為實踐健康飲食而建議他們少吃零

食。當他們達到一定的成果，我們又會以小禮物激勵他們。

雖然這份任務殊不簡單，也有覺得吃力的時候，但是看到他

們對健康愈來愈重視，我也很高興。

陽光大使

鄧芷欣（光明學校　小六）

我在擔任工作人員期間，試過

在學校幫忙老師派發印有健康

標誌的貼紙，也試過向同學解

釋如何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況，

令他們有更好的狀態上學。

另外，在當值「健康身標

準」時，我又負責協助老師維持秩序及收拾用品。

完成以上工作後，我為自己一個更高的目標，希望

能向更多人推廣健康訊息。

公益少年團

王詩雅（秀明小學　小五）

我每天自修課的時候都都會向一年級

小朋友示範正確的刷牙方法，雖然

我沒有自修課的時間，但我感到很

高興，因為老師知道我有能力才選

我擔任這崗位，所以我一定不會讓

老師失望。

陽光笑容滿校園（推廣大使）

張潔雯（秀明小學　小五）

我向低年級同學推廣刷牙的好

處，我覺得很有義意，因為這樣

會加強同學對牙齒健康的關注，

從而增加刷牙的意識及了解更多牙齒健康的知識，例如小

孩子應用使用怎樣大小的牙刷、如何正確刷牙等。

陽光笑容滿校園（推廣大使）

劉懿樂（秀明小學　小六）

多謝老師給我機會擔任陽光笑容

滿校園大使。這次體驗令我獲益

良多，讓我學習到保護牙齒的重

要，還可以幫助低年級學生，令

他們也可以知道有關保護牙齒的

知識，讓我們全校的學生都擁有

健康和美麗的笑容。

健康大使陽光笑容滿校園（推廣大使）
譚竣文（秀明小學　小六）

我擔任陽光笑容大使，負責在學校推廣

正確的刷牙方法，令同學有健康的牙

齒。雖然在推廣中也會遇到困難，但是

都能解決。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可以和

同學一起做陽光笑容大使，令同學了解刷牙的好處。

陽光笑容滿校園（推廣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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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慧（坪石天主教小學　小六）

我很榮幸能在過去一年擔任這崗位，

也感激老師給予我不同機會宣傳有關

健康的活動和資訊，而我更高興的是

同學們的反應都很好，我還宣傳了有

關水果的益處，並統計同學最喜愛吃

的水果等。

健康校園（健康大使）

吳柏賢（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學校舉行了一個關

於量度書包重量的活動，而我

就負責協助同學量書包。他們

都很合作，而且大部分書包的

重量都是及格的。另外，我曾

試過在小息時段鼓勵同學吃水

果和主持一項與健康有關的攤位遊戲。我希望同

學們多一點做早操，吃多一點水果，多參與健康

的遊戲活動，把這些健康訊息送到世界每一個角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大使）

陳詠琳（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參加不少健康校園的活動，

包括水果日、健康攤位遊戲和協助同學

量度書包的重量等。我真的很榮幸可以

做到「健康大使」及參加本計劃。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大使）

林詠芝（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小六）

在上年度，我很高興有機會在校

內接觸到不同形式的健康推廣活

動，例如在開學禮做學生代表

簽健康約章、在早會向同學傳

遞健康的訊息、拍攝關愛校園

的宣傳短片等等。在進行活動

時，最大的收獲是讓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識。我亦很

高興可把健康資訊帶給校內的同學。我希望在未來

的日子中，能做一個健康的孩子，並實踐健康的生

活，更希望健康的形象能對身邊的人有正面的影響。

健康軍團（團員）

陸秀兒（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小六）

過去一年，我擔任健康活動的小司儀和

健康活動服務生。這些崗位都讓我有機

會為學校宣傳環保和健康的訊息，極有

意義。在我和其他健康軍團的宣傳下，

大家對校園健康又多一分認識，我也

獲益不少。我不但學到更多有關環保

的知識和健康資訊，也使我與同學、

老師和校長有更多互動交流，我感到十分自豪。

健康軍團（團員）

李嘉曦（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小六）

我在去年才加入健康軍團，開

始時感覺既緊張又興奮，怕會

有很困難的工作。後來我發

覺要做的事原來比想像中簡

單，是我能夠應付的。我負

責和組員們一起跳「健康立

志操」和點算同學的運動小冊子，結伴一起為同

學服務的時光真是怏樂啊！

健康大使（組長）

擔任這個崗位讓我學會很多關於健康

的知識，而且我們所設計活動寓教於

樂，令同學更了解健康，我和參加

者都覺得獲益匪淺。能夠擔任健康

大使是我的榮幸。通過這項計劃，

我認為自己要身體力行實踐健康，

並有責任要將健康的信息帶給身邊的同學。我們平

日的學業繁重，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去做運動，但通過這次的

計劃，我立志每天要多抽出更多時間去做運動，那怕只有十

多分鐘，但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恆，便能促進健康。

健康大使（隊長）

王慧莊（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小六）

我加入成為「健康大使」，對

我來說是一份光榮，同時也是

老師給予的一個學習機會。在短短一年中，我們這個團隊彷彿是一個

溫暖的家，而在這個家裏我們有機會參與許多的健康推廣活動和互相

關顧，例如一起做「健康立志操」和點算運動小冊子，還要教導同學

要維持均衡飲食和多做運動。這些經驗令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

健康大使（隊長）

施梓鈺（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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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翰（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小六）

我很開心獲提名成為每個班

級四位「健康大使」的其中

之一，我覺得有這些機會是

十分難得。今後我會努力推

廣健康，為人服務。

健康大使（隊長）

Rehman Samaira（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小五）

我是「健康軍團」的一分子，我很

開心學校讓我參加由香港理工大

學舉辦的「健康兵團培訓伙伴計

劃」，我們在為期五個月的培訓中

學了很多關於醫學及健康的知識，

例如︰體質指數、食物金字塔和三

低一高等健康生活原則，還有清洗和包紮傷口、量度血

壓等護理知識。培訓後，我們回到學校將這些健康訊息

與同學分享，同學們也很積極參與活動呢！

健康兵團（隊員）

梁梓熙（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小五）

我已是第二年參與「健康軍團」的活

動，我的責任是教導低年級小朋友關

於食物金字塔的原則，也曾負責向

同學宣傳健康資訊和設計富健康內

容的攤位遊戲。看見同學們會積極

參與，我也感到很開心，很榮幸可以成為健康軍團。

健康兵團（隊員）

鄧銘欣（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小五）

成為「健康軍團」的一分子，我需

要擔任一些校園健康推廣的責務，

發現原來一點兒也不簡單，即使簡

單如洗手也有涉及仔細的步驟，手

腕和指尖也不應忽視。此外，我

還有機會參加「健康小記者」採

訪活動，起初我對醫院和急症室服務感覺陌生，當訪問

完前任註冊護士後，我發現其實醫護人員也是人，也有

情感，面對無法治癒的病症和手術失敗的挫折時也會感

到傷心和困擾。我很開心可成為健康軍團，令我獲益良

多，我會將這些維持健康和預防疾病的正面消息傳揚開

去，讓更多人獲得健康。

健康兵團（隊員（副隊長））

我是「健康軍團」的一分子，每天早

上都要教同學洗手。小息時，我會跟

一些攜帶了屬於少選為佳的「紅燈小

食」的同學解釋，建議他們以後要帶一些健康的小食回校。

想起這些片段令我很滿足，因為同學會聽我的話，也知道這

是好的建議，而我能夠幫助同學，當然也覺得開心。我立志

除了向他人宣揚健康訊息，自己也要更加注意健康。

健康兵團（隊員

周凱瑩［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協助學校進行了多

項環保活動以推廣環保訊息，如月

餅盒回收、班際膠樽回收活動、

墨盒回收大行動等等。我十分榮

幸能擔任環保大使，透過參與不

同環保推廣活動，獲益良多，並能學以致用。相信要

學會環保的知識很容易，但可將學到的知識實踐才是

最重要。

環保大使

周詩穎［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小六］

我去年擔任體育大使，主要的工作

是帶領早操及管理小息運動區。我

覺得參與體育活動能令人變得更積

極和更樂觀。在推廣體育活動時，

我覺得很高興，一方面可感受到同

學在運動時的喜悅，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同學，

令他們的身體更強壯。我希望今年能協助更多同學參與

體育活動，因為幫助他人是愛主愛人的好行為。

運動領袖生

譚皓燁（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小五）

在四年級時，我擔任了環保大使。在當中我們協助進行了不同的回收活動，如

膠樽、墨盒、電子產品、廚餘等。透過參與這些推廣環保的活動，除了可以加

強我的溝通能力外，還可以學到不同的環保知識。我希望能夠將環保訊息傳揚

給同學及家人。

環保大使

柳杏兒［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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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玓穎［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小五］

擔任了環保大使一整年，我學會了許多

關於環保的事情，例如如何處理可回收

物品、進行回收活動及將廢物進行分類

等，亦認識了環保對地球的重要性。其

實，我們香港的堆填區已經快要爆滿，

所以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源頭

減廢，循環再造，希望大家能為環保出

一分力，齊來保護我們的地球。

環保大使

吳玟蓁（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六）

我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參加

跳舞，希望推廣至其他人也

可以參加！跳舞是一種健康

活動，手舞足蹈亦要學習跟

其他人互相配合，當中更是

我們一份美好的回憶。

校社（副社長）

袁尚成（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六）

我積極呼籲同學培養健康生活習慣，每

星期最少做一次運動，多吃新鮮蔬菜和

水果，不要沉迷電腦或手機。我認為

健康是非常重要，且是無價寶，我們

需有健康體魄，才可活得開心豐盛。

英詩集誦隊（班長）

陳秀儀（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六）

我一直以來的夢想都是做風

紀，而在過去一年，我真的當

了風紀，感到十分興奮！我曾

在學校推廣一些健康促進活

動，雖然因為第一次做推廣活

動而有些緊張，但我都能勇敢地勝任，令那次活動

順利完滿地完成！

風紀

陳盈因（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六）

在過去的一學年，我參加了許多推廣健

康的活動，如水果日、推廣運動獎勵計

劃、素食星期一等。當然，我也會教

導低年級學生一些關於健康的知識。

我覺得參與健康推廣是一種使命，並

樂在其中，所以我十分樂意參加。

風紀（隊長）

何鈞蕎（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曾出任「陽光笑容

大使」、「惜食大使」等崗位，

從中不但有機會重溫正確的刷

牙方法和洗手方法，也有機會

負責帶領同學參觀及認識校園

內的環保設施，自己也獲益不

淺。我很榮幸可以成為健康大

使，也感謝老師能夠給予的學習和服務機會。這些健

康推廣經驗讓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而有趣的應用過

程也令我很高興，希望我在來年能夠做得更好。

健康大使

胡曉沂（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成為「健康大使」，

我學會了如何檢查其他同學校的

體溫咭、刷牙記錄和「惜」食手

冊……這些都是我以前不會做的

事，這些經驗也使我變得更加珍

惜得來不易的食物，並重視牙齒

健康和衞生的重要性。雖然工作繁多，但我非常享受，因

為可以和同學們分享有關所學到的知識，希望在來年可以

繼續承擔健康大使一職，為大家服務。

健康大使
梁匡賢（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以不同的大

使身分，宣傳關於保護脊椎健康、保

持牙齒清潔和珍惜食物等健康信息，

而這些都屬於我們「健康大使」的工

作範圍。我覺得這是一個雖然非常

忙碌但帶給我許多得著的崗位，除

了讓我和其他隊員學會如何保持身體健康之餘，還有機會鍛

鍊信心，提高膽量和認識到許多新朋友。

健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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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穎（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們一班健康大使運用

午息時段指導一年級同學正確的洗手

方法和刷牙方法等等。而令我最難

忘的就是以「陽光笑容大使」當值

時的片段。那時，由於我們負責檢

查低年級生的刷牙記錄冊，在未收

集齊冊子的時候就需要前往小朋友

的班別繼續收集，經常要來回來去的走，但頻繁的接觸反

而令我跟低年級小朋友結成了朋友，直至現在不時在校園

遇見，他們仍然會稱呼我做「陽光笑容姐姐」呢！

健康大使

余倩欣（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小六）

我曾參與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之「健康

圖書齊閱讀」活動，分享健康圖書。

我也參加了「陽光笑容滿校園」活

動，教導同學如何保護牙齒和正確的

刷牙方法，�進同學對保護牙齒的

認識。此外，我還在「陽光笑容流

動教室」協助帶領同學在裡面遊戲

玩，十分有趣。我十分喜歡這些活動及覺得能夠參與健

康推廣，除了加深我和其他人對健康的認識外，還可以

改變壞習慣，真是一舉兩得！

健康大使

陳穎珩（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小六）

我被學校老師委任擔當健康大使

一職，負責向同學宣揚健康的資

訊，並與老師及同學一起推動健康

校園。當中令我較為深刻的是在

2013年在理工大學為優質教育基

金匯展開幕作啦啦隊表演，覺得深感榮幸。

在表演後，我參與了主題講座，讓我對建立健康人生有

更深的認識。第二件令我深刻的是「健康圖書齊閱讀」

活動，老師讓我們在午息時段一起閱讀有關「身、心、

靈」的健康書籍，推廣健康的重要。

健康大使

楊琅珵（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小六）

我擔任健康大使期間，在校內負責協助

宣傳健康訊息，讓同學明白健康的重要

性。我亦協助介紹健康圖書，並教授同

學一些保持清潔和預防病菌的方法，

讓同學知道如何保持健康。我覺得十

分開心可以擔任這職位，並可與別人分享健康心得。

健康大使

王瑋婧（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五）

派飯前，我會提醒同學吃飯時

不要把太多物品放在桌上，小

心病從口入和教導同學如何瀏

覽健康網站。我覺得能夠參與

健康推廣和為同學服務是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情。

訓輔組（飯長，IT小先鋒）

杜欣桐（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五）

我對擔任這兩個崗位，雖然感

到有一定的工作量，但可以幫

助老師減少負擔和幫助同學，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訓輔組（風紀，飯長）

招慧欣（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幫助老師舉行不少推

廣健康的活動，而我從中也學習到

不少健康生活的知識，還知道了健

康是多麼的重要。得知獲老師提名

我參與是次活動，我感到非常高

興和期待。

訓輔組（風紀隊長，圖書館管理員，飯長）

蘇超妍（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五）

在過去一年，我擔任風紀生和膳食長，風紀生需協助老師

維持校內的秩序，營造一個融洽和有

紀律的學習環境。在小息時，不時會

看到一些低年級同學在禮堂裏一邊跑

一邊吃東西，這會容易導致嗆住喉

嚨，呼吸困難，作為風紀生就要立

即作出勸喻，提醒同學這樣會引致

的後果。膳食長負責在低年級同學

的課室內管理同學用餐時的秩序，避免他們用餐時

嬉戲、談笑而引致哽咽。參與健康推廣活動，我可從中學

到關於健康的知識，維護校園的健康學習環境。

訓輔組（風紀生，膳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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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韻姿（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小五）

我很高興獲選成為「陽光笑容大

使」，藉着參與工作坊的訓練，

我學會怎樣護理自己的牙齒和

向同學推廣健康的信息。在出

任此職位期間，我教導一至三

年級的學弟學妹正確的刷牙及

護齒方法，我亦會每周檢查他

們的刷牙紀錄和評估他們的表現。在探訪香港教育

學院匯豐幼兒發展中心的活動中，我負責以小組形

式教導小朋友，向他們示範刷牙。能夠推廣健康信

息是一次難得的經驗，來年我會再努力，把學到的

教導其他同學，以助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陽光笑容大使

陳曉淇（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小五）

我很榮幸去年在學校以大使

角色推廣健康信息。身為「

健康校園大使」，我有機會

負責教授全校師生如何做護

脊操，主持「健康校園約

章」簽署活動，努力推動

健康飲食的文化和宣揚脊

椎健康的訊息，而擔任「陽光笑容大使」的職

責就是向初小學生講述和示範如何把牙齒刷得乾

乾淨淨，並推廣口腔健康。學校一向很重視同學

們的健康，鼓勵大家多吃些有益的蔬果和多做運

動，我樂意日後在課餘時幫助老師籌辦推廣健康

的活動，帶領同學一起做護脊操，把健康的資訊

推廣至家人、學校和社區。

健康校園大使、陽光笑容大使

賀鎧浚（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小五）

在過去一年，我獲老師挑選擔任學

校的「健康校園大使」，感到十分

榮幸。我在「健康校園約章」簽署

活動中擔任司儀，負責推廣健康校

園的信息。此外，我學習如何做

護脊操，並帶領全校師生在早會

時進行，以教導同學如何保護脊

椎健康。透過帶領同學進行這些有意義的健康活動，

我學會了面對群眾和建立了自信心。我希望能繼續協

助老師推行健康活動，讓全校師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

慣，並把健康的信息透過探訪、交流活動和服務帶到

社區，宣揚開去。

健康校園大使

關天蕙（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小五）

去年，我曾獲老師推薦擔任

「陽光笑容大使」，負責向

小一至小三同學推廣正確的

潔齒方法，並進行「自發刷

牙活動」。在學校，我每

周都會檢查他們的刷牙紀

錄和評估他們的表現。此

外，學校安排了所有組員前往香港教育學院匯豐幼兒

發展中心探訪，教導幼兒正確的刷牙方法。當時，我

用一副教學用的牙齒模型向小朋友講述正確的刷牙方

法，我很高興看到低年級同學努力學習。今年，我成

功自薦繼續擔任「陽光笑容大使」，並堅持信念協助

老師把健康信息傳播出去。

陽光笑容大使

方嘉兒（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六）

從小就因牙齒不整齊而自卑的我，即使遇見令人開心

發笑的事物，在人面前都只敢掩住嘴巴尷尬地笑。但

是，自從成為「陽光笑容大使」，我的自信心不但提

升了，連說話的技巧也有進步。在教導低年級小朋友

刷牙時，雖然覺得有點辛苦，但當看見小朋友在人前

展露陽光般的笑容時，就覺得很值得的。這個崗位很

有意義，也令我十分開心！

健康大使（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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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琦（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

紀念學校　小六）

上一年，我是「陽光笑容大

使」，負責教導低年級刷牙

的技巧，我起初覺得這個任

務十分辛苦，因為一年級小

朋友不願意學刷牙，也不肯

聽我們的話，令我不知所措。但過了一段時

間，他們開始聽話和學習刷牙，有很大的進步，

令我十分開心。

健康大使（隊長）

高綽晞（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

紀念學校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陽光笑

容大使」，我很榮幸能夠

參與這項活動，因為可以

教導低年級同學刷牙的技

巧，自己也樂在其中。當看見

他們漸漸培養出良好的護齒習慣，我覺得這工

作十分有意義，付出努力也是值得的。

健康大使（隊長）

我擔任陽光笑容大使，負責檢查

同學刷牙的記錄。我覺得健康比

任何東西都重要，所以我參與

健康推廣時，感到很滿足，因

為既可以學習健康知識，又可

以協助老師推廣健康活動，令

同學的身心更健康！

健康組（陽光笑容大使）

楊樂琛（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小五）

我做了陽光笑容大使，教導

低年級同學刷牙。這個崗位

令我獲益良多，因為能夠訓

練我的責任心，我感到非常

高興。

健康組（陽光笑容大使）

葉浩晴（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小五）

在過去一年裏，我常常跟同學

們交流及商討怎樣才能活得健

康。我有健康的飲食習慣，所

以有很多同學羨慕我的健康餐

盒。此外，我還擔任了一屆的

陽光笑容大使呢！我在這個崗

位裏學會怎樣教導和提醒別人注意牙齒健

康啊！

健康組（陽光笑容大使）

黃明慧（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小五）鍾卓琳（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

紀念學校　小五）

在上學年，我在學校擔任

「陽光笑容大使」和「健

康大使」，負責教導低年

級同學刷牙的技巧和提

供健康資訊，希望同學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我覺得這活動十分有意

義，不但加深了我對健康和牙齒護理的認識，亦

令我大開眼界。

健康大使（隊長）

廖穎欣（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小五）

我於去年擔任陽光笑容大使，在我負責的班別中，我會向學生們示範

如何正確刷牙，而且會每個星期檢查他們的手冊，確保他們已完成

每周的「刷牙任務」！

健康組（陽光笑容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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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貴顯（啟基學校　小六）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學生健康

軍團獎勵計劃」這個活動。因

為我能和同學一起參與健康推

廣，所以我參加這項活動。

體育大使（推廣校內體育活動）

謝尚樺（啟基學校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和同學在小息時幫忙

撿拾垃圾，我還會幫老師擺設和收拾

遊戲用品。我想保持學校環境清潔及

幫忙老師，後來得到老師的肯定和讚

賞，我很開心！我會繼續做得更好。

體育大使（推廣校內體育活動）

林浩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小六）

我校的健康軍團去年舉辦了很多與健康相關的活

動，包括探訪老人院、跳讚美操、跳護脊操、教

導我們怎樣做一個領袖等等。當

中，我們還製作了一些公仔送給

長者。健康軍團這個課外活動實

在非常有意義，不但能推廣健康

的訊息，又能親身體驗做義工，

使我明白了做義工的樂趣和做

領袖的技巧。

健康軍團／交通安全隊（護脊大使組長）

我於上學年參加了一項課外活

動名為「健康軍團」。當中令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是探訪老人

院，那裏有許多健康的長者，

我們摺了一些毛巾兔給他們和

覺得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課外

活動。我很高興可以參加健康

軍團。

健康軍團／交通安全隊（讚美操組長）

盧泳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小六）

健康軍團是協助老師向同學推廣關於健康的訊息的小

組，活動包括在早禱會上帶領

同學跳讚美操、在健環室教同

學摺水果、探訪老人院等等。

當我向同學推廣健康訊息時，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同學們會

知道更多健康知識和明白健

康的重要性。

健康軍團／交通安全隊（讚美操組組長）

符文靜（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小六）

林楚庭（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小六）

我很樂意擔任午間運動總管這

崗位，因為喜歡看見同學在午

息時能做運動，促進他們擁有

健康的體魄。

健康大使（午間運動總管）

黃彩儀（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小六）

由於學校沒有小食部，所以同學會

自己帶小食回校。我主要負責在

早息時段監察同學所帶的小食是

否健康，協助同學了解何謂健康

小食，真是一件富有挑戰性的工

作。

健康大使（早息監察小食總管）

在過去一年，我的崗位是在小

息時監察同學有沒有帶不健康

的小食，雖然要用自己的休息

時間去擔任這個崗位和當中會

遇到一些困難，但當我發現沒

有同學帶零食回校時，便會有

很大的成功感。

健康大使（早息監察小食隊員）

賴羚兒（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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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迪鴻（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我在健康活動

中幫忙派飯，因為同學有時

很不合作，令我覺得困難，

但我不會介意。

義工團（派飯）

鄭倩欣（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曾負責過派飯給一年級同

學，看見他們吃剩很多食物，我會

鼓勵他們多吃一點蔬菜，不要浪

費。雖然是這樣，但我都沒有埋怨

他們，因為他們每天都有進步。

義工團（派飯）

楊巧霖（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小六）

我和我其他三位同學一起在早會時

透過宣傳或頒獎，呼籲同學多吃水

果，還會在課餘或放學時間拍攝短

片，宣揚要有良好的坐立姿勢。我

們還會定期檢查同學是否有帶健

康小吃及良好坐姿。我十分榮幸可以擔任這個崗位，

能讓知道要和同學合作，互相溝通，還讓我口才和膽

量更加提升，我真的十分享受參與這個活動。

健康軍團

鄺恩桐（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在校園擔任健康大使，

我會向同學宣揚有關健康的資訊，訪

問對健康生活有深入認識的人士等。

我認為擔任健康大使是一件很榮幸的

事，因為我可以令同學認識和了解健

康生活的資訊。

健康軍團（健康大使）
盧雪穎（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小六）

我們透過寫稿、直播推廣護脊操等活動，向同學推廣

健康資訊，亦可以增進人和人之

間相處的技巧。此外，我相信參

加健康軍團計劃，亦能增加我的

自信和健康知識。未來，我亦希

望能成為健康軍團之成員，推

廣更多的健康資訊，向全人健

康的目標進發！

校園小記者（推廣校園健康訊息）

林進華（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小五）

我很開心參加健康軍團與同學

合作拍攝影片，學到很多健康

生活的資訊。

健康軍團（團員）
陳晉賢（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小五）

我很開心在健康軍團裏學到很多

健康的資訊，更能與同學合作拍

攝影片。

健康軍團（團員）

黃子軒（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每次派飯給小朋友

時，都會叫他們一定要吃蔬菜，小

朋友都很合作，他們都會把蔬菜全

都吃光，雖然這份工作有點辛苦，

但我沒有埋怨過他們，因為我可

看著他們一個個健康成長。

義工團（派飯）

馬錦超（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小六）

我很高興參加「健康軍團」活動，多

謝老師和同學幫忙，令我可以有信心

參加演出，向全校同學推廣實踐健康

生活的方法。

健康軍團（團員） 鄧俊熙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小五）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健康軍

團，我學習了很多健康資

訊，還能與全校同學分享。

健康軍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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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a,  Piyaphan（聖公會主恩小學　小六）

大哥哥大姐姐的工作是提醒一年級

小朋友要在吃飯的時候，要飲食均

衡，提醒他們飯前要洗手，保持個

人衞生，注意清潔。還鼓勵他們多

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大哥哥大姐姐（隊長）

何楚瑩（聖公會主恩小學　小六）

我在這崗位是負責陪伴及指導低

年級同學建立正確的飲食方法，

我的感想是除了可以學會飲食

均衡的重要性，也可以協助有

需要的同學，真能助人助己，

很有意義。

有營夥伴（隊長）

施津泱（聖公會主恩小學　小六）

擔任風紀副隊長令我覺得獲益匪淺，

因為可學會如何領導隊員，又可以提

升自信心。擔任小老師令我覺得十分

滿足，因為可幫助小一學生「助人為

快樂之本」。擔任快樂小義工更令我

覺得獲益良多，因為可給小一學生

說故事，提升他們的說話能力，又

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一舉兩得。

風紀副隊長、小老師、快樂小義工

許心政（聖公會主恩小學　小六）

我認為從小培養健康習慣是非常

重要，所以我們要幫助校內年紀

最小的一年級同學，我們要提醒

提醒他們吃飯前要先洗手，以確

保衞生，還有，在他們吃過飯

後，我們會教他們多讀英文，

協助他們適應小學生活。

大哥哥大姐姐（副隊長）

朱羨桐（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小六）

每天媽媽會為我準備午飯，她知道我

喜歡吃水果，因此每天都準備不同的

水果給我。如有同學忘記帶水果時，

我也會分一些給他們吃。有時同學

看見我的水果品種特別，我也很樂

意向他們介紹和給她們嘗試。當知

道同學嘗試過後叫他的家人買給他

們時，我就會感到很開心。水果是一種既健康又含有豐富維

他命的食物，希望有更多同學喜歡吃水果。

健康大使（水果大使）

洪嘉聰（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小六）

作為一名運動大使，我每個星期

都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例如跑

步、游泳、花式跳繩等。我覺得

擔任這個崗位十分有意義，因為

這個崗位能夠向很多同學宣揚做

運動的重要性，令更多他們了

解做運動的好處及喜愛運動。

健康大使（運動大使）

簡逸揚（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小六）

因為我能够盡一分力來協

助校園保持清潔，保障同

學的健康，所以我覺得很

開心。

健康大使（清潔大使）

譚恩愉（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當我見到同

學將一些可回收再造的廢

紙或垃圾丟到垃圾箱時，

我會指示他們把該垃圾

放進有蓋操場的回收箱

中。我還會向他們宣揚

環保的重要，並教導他

們如何把環保融入日常生活中。我希望有更

多人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將環保融入生活中，令

這個生病中的地球重獲生機！

健康大使（環保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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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愛詩（聖公會奉基小學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曾經參與拍攝一則關於健

康活動的宣傳短片。我在拍攝時出現了

許多錯誤，例如：忘記台詞、咬到舌頭

等，雖然出現連番失誤，但最後也能順

利播出，活動亦圓滿舉行。我覺得自

己還有進步的空間，希望未來能積極

改善，努力推廣更多健康活動。

健環大使（健環大使）

冼頌恩（聖公會奉基小學　小五）

在過去一年，我和幾位同學負責推

廣不同的健康主題，其中很深刻的

是一項名為「Macarena跳出好心

情」的跳舞推廣活動。我覺得跳

舞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既容

易又有趣，不但可增強身體的抵

抗力，還可以提升自信。當時我有機會站在同學們前面

帶領大家一起跳舞，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我很榮幸

能被老師挑選成為本年度的健康軍團之一，在今後我會

繼續努力推廣各項健康活動。

健環大使（健環大使）

梁瀜允（聖公會奉基小學　小四）

去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項活

動是「來自BB蛋的禮物」，這

個活動非常有趣，讓我來介

紹一下吧。首先，老師給我

們兩顆種子並吩咐我們要小

心栽培，我們則需要在數個月

之後把它們帶回校看看彼此的成果。喔，原來是兩棵櫻

桃蘿蔔！大家都覺得很開心，而我就負責在分享成果時

扮演一棵蘿蔔的角色，教導同學要珍惜生命。

健環大使（健環大使）

黃詠瑜（聖公會奉基小學　小四）

還記得我曾在「果真美味」活動中

扮演「水果天使」一角，呼籲同學

每天帶水果回校進食，還跟同學們

一起吃水果。午膳時，我亦會向

同學分享不同的健康知識，例如

吃水果的益處、維持健康飲食的

「三低一高」原則等。我非常喜

歡擔任這些崗位，因為可以令大家更健康快樂！

健環大使（健環大使）

我擔任了這個崗

位後，提昇了我

的自律和堅毅，

我將會向同學宣

揚這種精神。

風紀（巡視各樓層）

黃瑩瑩（聖公會牧愛小學　小六）

我會藉着參與這項課

外活動去向同學宣揚

健康訊息。

課室整理簿本

黃莉莉（聖公會牧愛小學　小五）

錢雅萱（聖公會牧愛小學　小六）

因為指導同學要有整潔儀

容，使他們充滿自信和健

康地上學去，所以我感到

很開心。

風紀（巡崗, 分配崗位）

我會在早上幫助同學

噴上消毒液雙手，看

見他們身體健康，我

便感到開心。

風紀

謝穎恩（聖公會牧愛小學　小五）



翁汶悅（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學校的「健康

大使」，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

健康雙周期間，我和另一位大使

負責主持午會的「健康生活一

分鐘」時段，我們合力向同學

宣揚健康訊息，並且發問一些

有關的問題，然後詳細解釋答

案，讓同學明白我們帶出的健康訊息。此外，在小息的

時候，我也協助老師主持攤位遊戲活動，讓同學通過我

們的攤位遊戲，明白健康飲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選擇

有營養的食物。我覺得擔任健康大使後，除了能夠向身

邊的同學宣揚健康訊息外，自己不知不覺間也越來越注

意個人健康，並且也會經常提醒家人和朋友多注重健康

和衞生，真是一舉多得呢！

健康大使

張靄儀（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擔任「健

康大使」，努力向同學推廣健

康生活訊息，例如注意個人衞

生、多做運動、適當安排作息

時間、護眼和護脊等。除了要

以身作則外，我還要協助老師指導其他同學，定期根據

特定項目作檢查，希望能提醒同學注重健康。在健康雙

周期間，我亦有協助主持攤位遊戲，同學在遊戲之中學

習到健康知識，真的非常有意思呢！我亦經常提醒同學

帶備水果在午膳後進食，很多同學都因我的勸導而養成

每天吃水果的習慣，我覺得很有成功感！我希望所有同

學都有健康的身體，以及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健康大使

謝杏薇（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獲老師挑選加入「健

康大使」這個團隊，主要工作是協

助老師推行健康校園的活動。例如

在學期初，我協助老師檢查同學的

指甲（有否修剪妥當及有否藏着污

垢）；在健康雙周的期間，我負責在小息時段主持攤位

遊戲，讓同學從玩耍中學會一些健康知識；在三月份，

我協助量度同學書包的重量，告訴他們是否符合標準，

並教他們如何減輕書包的重量，以保護脊椎健康。我覺

得這些活動相當有意義，不但令我從中學會很多健康常

識，亦能幫助同學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因此我非常喜

歡這份工作。

健康大使

李靜怡（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四）

在擔任「水果大使」期間，我

曾嘗試在校園電視台向全校同

學介紹水果的營養價值和用水

果做甜品的方法。此外，我亦

是學校的「2+3大使」，我們

會鼓勵同學在午息時吃完手上

的食物，減少浪費食物之餘又

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我會對同學說明蔬果對身體的好

處，循循善誘地勸他們吃完食物盤上的蔬果。

2+3服務生／水果大使（2+3服務生／水果大使）

我對於能擔任「水果大使」這崗位

感到很開心，因為當我在校園電視

台推廣水果周的甜品後，同學積極

參與及踴躍排隊試食水果甜品，感

到很滿足。另外，我亦很開心能做

到「2+3大使」這個角色，因為在

每天午讀時段，仍然有不少同學

在用膳，雖然有些同學很頑皮，但經我勸導及解釋有關

食物的營養價值後，他們也會聽話地吃把飯菜吃完。

水果大使，2+3大使（水果大使，2+3大使）

黃詩詠（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五）

在擔任「2+3大使」期間，我學會

健康的食物分量配搭，很高興能學

習到健康飲食的方法。而擔任「水

果大使」期間，很開心能夠有機會

在校園電視台分享關於水果的營養

知識。我覺得自己能從這些經驗中

鍛鍊出信心，也從活動中學到許多

有關食物和健康的新資訊。

2+3大使，水果大使（2+3大使，水果大使）彭凱悅（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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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美莉（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裏在學校擔任「2+3大

使」，並曾在水果周做了一份關於水

果的簡報，推廣水果的營養價值。

還記得當時匯報的情形，由於在完

成我負責的部分後還有校園電視台

和其他同學的介紹，時間十分緊

迫，我當時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而當完成介紹後，我又要到不同的地區協助攤位遊戲的進

行，雖然疲倦但感到快樂。

2+3大使

蕭詠琪［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小六］

過去一年，我很榮幸能擔任「健

康大使」。我有機會在校園帶領

同學做早操，而在運動區開放給

同學做運動時，我會盡心盡力

服務同學，維持秩序。擔任這

個崗位，我可以將健康訊息推

廣給同學，並指導他們每天做

運動，而每次推廣完後，我都感到十分高興和快樂。參

與健康推廣活動，不但令自己從中取得更多健康資訊，

還可以幫助其他同學，讓他們了解運動的重要性。

校園健康大使

戴芍賢［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小六］

我真的感到十分榮幸和高興能擔

任「健康大使」一職，負責協助

小一至小六同學做運動，我們利

用這短短的十多分鐘讓他們打籃

球、跳繩和轉呼拉圈等活動。此

外，我還會帶領同學做早操，在

帶領一刻雖然有點緊張，但我有信心能夠克服。

健康大使（隊員） 郭詠瑤（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環保大

使」、「陽光笑容大使」和「倡

健領袖生」等不同崗位，在學

校宣傳健康訊息，令我可以學

到很多有用的健康知識，努力

過健康的生活。以「陽光笑容

大使」為例，我們不但要學習

關於護齒的知識，還需要幫低年級同學檢查刷牙紀錄

和教他們護齒的知識，我從中也獲益不少，希望來年

繼續有機會推廣健康訊息。 

環保大使，陽光笑容大使，倡健領袖生（推廣

健康訊息的組員）

陳若曦（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小六）

過去一年裏，我曾經在學藝交流會

裏，負責主持有關健康的攤位遊戲，

在那兒，我學會了一些關於營養的資

料。我也曾參加「陽光笑容大使」

的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我學會

了要用不同的用具來潔齒，如牙

刷、牙膏和牙線。我還向一年級生

介紹刷牙知識，檢查他們的刷牙紀錄。我很高興可以幫助

小朋友，希望有機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倡健領袖生，陽光笑容大使（健康資訊推廣員）

黃麗詩（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擔任「陽光笑容大

使」並參加了培訓工作坊，學習護

齒和護理口腔的知識，然後我負責

教導二年級學生學習正確刷牙和

檢查他們的刷牙紀錄，並送貼紙

獎勵他們。當我看到他們這麼開

心，自己也很開心。此外，我還擔任義工，跟其他組

員一起探訪老人院，與長者們玩遊戲並向他們推廣健

康信息。我覺得這些任務都很有意義。

陽光笑容大使，陽光義工（組員）

關紫晴（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小六）

在去年，我有機會在學藝交流會裏負

責主持攤位遊戲，覺得很開心，因

為可以了解到一些挑選食物的健康

原則和有關營養的資訊。我還參加了「陽光笑容大使」的護齒活動和工作坊，玩了

一些關於護齒的小遊戲和聽講座，而經過一些訓練後，我們需要向一年級小朋友教

導護齒知識，並檢查他們的刷牙紀錄。參與這些活動令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在增進

知識之餘亦能與人分享，實在獲益良多。

陽光笑容大使（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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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楚雯（農圃道官立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擔任「陽光笑容大使」一職。

起初，我對這崗位感到十分好奇，後來發現我們的使

命是推廣保護牙齒健康的訊息。我明白到有效的推廣

需要先從自己做起，所以我一直

很注重牙齒健康，而我們向低年

級同學教導如何養成良好的刷牙

習慣，過程中也獲益良多。我在

此鼓勵大家都早晚刷牙和注重牙

齒健康，一起營造一個滿載如

陽光般燦爛笑容的可愛校園。

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大使）

馮家燁（農圃道官立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擔任「陽

光笑容大使」，令我感到很榮

幸。這活動除了讓我加深對刷牙

和護齒的認識，也令我變得更

有愛心和盡責。由於我每天都

準時當值，把護齒知識傳授給

低年級同學。一年之後，我覺

得同學們都很喜歡我，我很珍惜

這些友誼，也感謝老師給我機會去學習與人溝通。

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大使）

歐佩芝（農圃道官立小學　小六）

我十分榮幸能在過去一年成為「陽

光笑容大使」。我主要的任務是鼓

勵低年級同學養成每天刷牙的習

慣。在一項為期四周的推廣活動

中，我不僅指導低年級同學要養

成每天刷牙的習慣，而且要讓彼

此明白愛護牙齒的重要性。我還

與低年級的同學成了好朋友，令我獲益良多，希望以後再

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大使）

謝雅雯（農圃道官立小學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負責以「陽光笑

容大使」身分推廣護齒常識，過

程中我發覺我學會了如何替人設

想，又懂得以耐性與人分工合

作。我不是自己獨自一人在服

務，而是要與另一位「陽光笑

容大使」合作，使我明白到分

工合作的精神。我又認為在預備推廣口腔健康活動的時

候，我自己也在學習和成長，因為有些知識是我不會

的。能夠參與這次推廣活動令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我

可以為他人服務，並學會護齒的重要性。

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大使）

梁展榮（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小四）

過去一年，我曾參加園藝組，

學習栽種植物和美化校園，

令學校有一個健康的學習環

境，這使我的校園生活既開

心又多采多姿，希望人人都

能身心健康。

園藝組（會員） 陳家瑩（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小四）

過去一年，我曾經參加公益少年團

及園藝組，幫助推動環保及綠化

活動，例如「環保為公益」慈善

清潔運動和美化校園天台活動。

這些活動令我更明白健康的生活

環境對大家的重要，我希望能夠在校園多進行其他健

康推廣活動。

公益少年團（會員）

陳詩慧（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小五）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校內的「健康

大使」，負責協助教師在早上進

行一些傳染病的預防工作，並透

過宣傳提升同學的衞生意識，建

立良好的習慣，保障校內每位成

員的健康，使我感到一份強烈的使命感。

學生事務組（健康大使）
鍾映蓉（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小五）

過去一年，我曾擔任「陽光笑容

大使」，協助推廣「陽光笑容滿

校園行動」，包括指導低年級學

生學習正確的刷牙方法，讓更多

同學注重牙齒健康，也使我獲益

良多。

常識科「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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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秀盈（樂善堂小學　小五）

我在學校擔任過不同的崗位，現分享

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情景。首先，

我們「環保大使」的職責是要在小

息巡視校園各處，將不需要的電源

關掉，減少能源消耗，為愛護地球

出一分力。此外，在「IE領袖生」

當值期間，我除了要維持校園秩

序，還要提醒同學不可帶「不健康」的食品回校。我還參

與校內的廚餘計劃，協助把午膳剩下的廚餘製成肥料，用

來種植校園內的植物，令它們茁壯成長。

IE領袖生（副隊長）、環保大使（組員）、

樂校四社（勤社幹事）

連心（樂善堂小學　小六）

我感謝老師給予我這些機會，透過

「IE領袖生隊長」這職位，我學

到如何維持秩序和照顧有需要的

人，而成為「環保大使」，讓我

深入認識到環保對人類生存的重

要性，我亦學到不少實用的環保

知識，並貫徹身體力行的原則，

向身邊的人將環保推廣和宣傳出去。至於擔任社長一

職，我又學到如何作領導和如何維持紀律，對同學、對

自己都非常實用。總言之，我能夠參與這些崗位，感到

非常高興！除服務同學、協助老師外，自己也快樂！

IE領袖生（隊長）、環保大使（組員）、樂校四社

（誠社社長）

林卓軒（樂善堂小學　小六）

我個人很注重健康，亦很希望為 大家服務，向大

家推廣健康信息，也希望學校

每位成員都認識和響應「健康

促進學校」理念，齊心協力地

把校園塑造成為一個健康校

園。「愉愉快快學習，健健康

康成長」一向是我校每位學生

能感受得到的校園氣氛，而

本着校訓－仁愛勤誠的精神，我會

盡心盡力地服務大家，讓大家能一起健康成長。

CYC（組員）、環保大使（組員）、樂校四社

（勤社社長）、圖書館管理員

過去一年我擔任健康及體育大使，主

要工作是替同學量度書包重量，這個

活動可以幫助同學減輕書包重量，更

加關注脊椎健康。這個工作使我感到

很開心，也很有滿足感。

健康及體育大使

陳雪欣（樂善堂小學　小六）

這些崗位的職責是協助推廣健

康與及環保相關的活動，將有

關的訊息傳遞給同學，目的是

希望同學們更加注重健康。

我們學校是一所健康學校，

所以我們在推廣健康教育方

面的工作特別多，如為了讓同學多吃蔬果，所以我們

會舉辦「水果月」和進行有關多吃蔬果的益處的教育

活動，又會教導同學選擇營養價值高的健康早餐。所

以，我覺得我們全校員生都很注重健康，而我都很開

心可以擔任這些崗位，在幫助他人之餘還有助實現自

我，發展潛能。

IE領袖生（隊長）、環保大使（組員）、樂校四社

（仁社社長）

李柱鋒（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小六）

我在過去一年裏擔任健康及體育大

使，令我很有滿足感，不但能使同

學更關注自己的健康狀況，更得到

家長義工姨姨的認同，她們有時還

會請我吃早餐以示支持呢！

健康及體育大使

 何彩瑜（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小六）

高銀苑（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小六）

我過去一年在學校擔任健康及體育大使，這令我們更健康。尤其是執行量度

書包重量這個任務，令同學多些依時間表收拾書包，減輕書包重量，亦可以

令同學的脊椎更加健康。

健康及體育大使



梁子晴（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小六）

在過去一年，我感到很快樂，因為

可以為同學們服務，不但可以幫

助同學量書包，更能在小息時到

操場指導低年級同學進行投籃活

動，看見他們玩得開心，我也很

開心呢！

健康及體育大使

翟穎霖（樂華天主教小學　小五）

我很開心可以成為健康推

廣大使的一分子，讓別人

認識健康的重要性。

健康大使（健康推廣大使）

周麗明（樂華天主教小學　小五）

能擔任這崗位我十分開心和榮幸，

不單可以學習健康知識，還可以向

同學分享。

健康大使（健康推廣大使）

我很開心，因為可以為學校進行健康

推廣是我的榮幸。

健康大使（健康推廣大使）

錢傲生（潮陽百欣小學　小五）

過去一年，我參加了跳繩隊、「活力大

使」和「朋輩計劃」。今年我再度獲選成

為「活力大使」和「朋輩計劃」的小導

師，任職期間，我明白到做事要堅持，努

力不懈。喜歡運動的我，在學校常教同學

跳繩和打籃球等運動，宣揚運動的好處。我更創作了以均衡飲食

為主題的標語，獲得了健康校園標語設計比賽冠軍，很是開心！

「活力大使」（成員）、「朋輩計劃」（小導師）、

「跳繩隊」

楊芷慧（樂華天主教小學　小五）

在上學年，我在學校擔任風

紀、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及濕地

公園小導遊等職位。透過不同

的崗位，我接觸了不同班級

的同學，向同學推廣健康生

活，讓同學認識健康飲食。

此外，我也鼓勵同學小息多

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經過全年的健康推廣，我對

健康生活有更多的認識，而同學們亦一同努力，共創

綠色校園。

「風紀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濕地公園

小導遊（成員）

陳嘉慧（潮陽百欣小學　小六）

劉栢楠（樂華天主教小學　小五）

我覺得擔任這崗位和參與健康推廣活

動讓我認識了更多健康資訊。

健康大使（健康推廣大使）

李穎妍（潮陽百欣小學　小五）

在加入風紀隊的兩年間，我努力協

助老師維持秩序，學習以愛心去幫

助每位同學，擔任風紀小隊長的職

務，增強了我的溝通能力和責任

感。此外，我也是健康軍團成員，

負責參與健康推廣，如協助舉辦攤

位遊戲、為水果周作宣傳、鼓勵同學注意均衡營養飲食

等。這些推廣活動幫助我和同學明白健康的重要性，提

升了我們的健康意識。

「風紀隊」（小隊長）、「幼童軍」（成員）、

「健康軍團」、「田徑隊」

我是風紀、「活力大使」及「田徑校隊」成員，所以我在小息和午休的當值時間，我都會耐心邀請同學

們參加晨跑，向他們介紹運動的重要，我亦呼籲同學多做運動，還有飲食要均衡營養。在參與「活力大

使」服務的過程中，我也多做了運動，身體更加健康，頭腦和手腳也靈活了許多，能幫助別人建立健

康生活習慣，真令我非常開心。此外，我成為一位「大哥哥」及「風紀」，在學校協助低班級同學適

應學校的生活，讓我學習了不少與人相處的技巧。我會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在校內和社區表演，推廣

健康訊息。

「活力大使」、「田徑校隊」、「電視台小主播」、「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濕地公園小導遊）

蘇浚翰 （潮陽百欣小學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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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卓諺（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三）

在去年，我是學校的生命教育大使，鼓勵同學在旅行

日、聖誕節過得健康。我亦鼓勵同學多吃蔬果及實踐綠

色環保，少用即棄餐布和餐具，養

成良好習慣。這崗位能提醒自己

要活得健康，以自身影響別人，

不但是同學，亦推廣至家人和朋

友，我很高興能夠參與健康推

廣，令自己對健康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擴闊眼界，學習書本以外

的知識。同時，參與健康推廣亦促進心理和社交方面的

發展，提升自信心及溝通能力，影響身邊的人，團結一

致實踐健康校園。

生命教育委員會（生命教育大使）

連樂君（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三）

作為校內的生命教育大使，我首

先會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讓自己

有健康的身心以作榜樣，以生

命影響生命。在過去一年，我

屬於生命教育委員會的長者學

苑組，主要為石硤尾區的長者

和學生建立溝通橋樑。我們希

望透過舉辦活動，例如手語班、中國繩結班和電腦班

等，加強同學對長者的認識和了解，讓同學在社交方

面有更全面的發展。我很感恩可以加入生命教育委員

會，因為這讓我有機會去學習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

如待人接物和樂觀面對逆境等。

生命教育委員會（生命教育大使）

陸雨晴（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三）

在過去一年，我參與了積極人生計

劃、綠色聖誕計劃等多個推廣健康

的活動。

積極人生計劃是個宣揚積極及豐盛

訊息的獎勵計劃，希望學生能在各

範疇發揮潛能，在個人或群性方

面，都得以健康發展。綠色聖誕計劃則是在聖誕派對

實行環保措施，培養學生對地球的保護和關心。這些經驗是

十分難得的，而且在書本中未能體會到。我希望透過這些活

動鼓勵同學多關心身邊的人與事，提升他們對健康的關注，

我亦時刻提醒自己要活得健康，去感染別人。

生命教育委員會（生命教育大使）

葉朗澄（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三）

我在學校鼓勵同學做運動，並一同參與有益身心的活

動。此外，多與同學溝通，以積

極的態度處事，藉此推廣身心靈

的健康。能參與健康推廣等活動

與崗位，讓我感到很充實和有

意義，亦豐富了我對健康的認

知，透過此等推廣行動，讓我

更注意自己的健康。

生命教育委員會（生命教育大使）

徐嘉琪（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五）

其實我自問在以往並沒有付出太多去做關

於推廣健康的事情，但我知道健康是很重

要的，所以我希望能透過這次機會，令我

主動去認識和深入了解健康這回事，從

而將我學到的推廣給每一個人，令校園

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健康快樂。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曾可瑩（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三）

在過去一年我很開心，因為可以推廣

一些健康的資訊給每一位同學，希望

來年可以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資訊。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馬銘康（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四）

我會努力推動健康活動，

致力在學校形成健康風氣

和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曾慧鳴（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五）

我首次參加這計劃，覺得名字很新鮮，經過老師的講解令我知道它的活動

內容。我希望我能透過此活動加深我對健康和環境保護的信息。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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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書榕（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中五）

參加「Teen使行動」令我有許多學習

的機會，例如從參與講座、工作坊、

問答比賽等形形色色的校內外活動

中，我不但對精神病加深了認識，而

且澄清了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

一些誤解，明白到與他們的相處之

道在於平等、愛心和關懷，這對我大

有裨益。還有，雖然隊員在策劃活動時難免會有分歧，但

是我們都願意退讓並透過商議去解決問題。看到隊員為活

動所付出的時間和精神，這種態度和經驗實在值得我學習

和珍視，亦希望將來有更多參與健康推廣的機會。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校園健康大使

彭穎彤（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擔任校園健康大

使，負責推廣健康訊息，而精神健

康是我校本年的關注項目，期間我

參與了不少健康講座，學到有關

精神病的知識。我們亦有機會到

香港生理衞生會的中途宿舍探訪

一些精神病患者，嘗試了解他們

的實際需要和給予他們一點關懷，還記得當時與他們

一起開新春派對時喜氣洋洋的情境，留下了深刻的回

憶。之後，為了鞏固所學，我們在校內中舉辦了一場

大型的問答比賽，深化同學們對精神健康的知識。回

想這些經驗令我深深明白到，其實情緒問題和精神病

並不另類，它就像感冒一樣有可能發生在每個人的身

上，而我們現今活在香港這節奏急速且壓力沉重的社

會中，就更應該關注大眾的精神健康。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校園健康大使

鄧雅文（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中五）

參加「Teen使行動」讓我學到一些課堂以外的知識和技巧，而不同活動所帶給的得

著也各有不同，例如參與講座令我認識不同的情緒問題和精神病，也改變了我對精

神病的看法，而參加校外活動，讓我有機會接觸一些精神病康復者，令我更了解他

們，增進了我與人溝通的技巧。此外，我也有機會嘗試親手籌劃活動，從頭到尾要

靠自己和組員來完成活動，從中體會到我們必需要團結和合作才能達成目標，使活

動圓滿舉行，過程中雖然遇到一些困難，但是我們最終都能克服，而我相信這些經

驗對我培養處事和待人的態度都有幫助。

健康推廣大使

廖詩琪（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參觀日介紹了本校

環保園及健康的有機種植，使參觀者能感

受到環保的重要性，還提高了健康意識。

我很高興能擔任此崗位，推廣健康資訊，

讓更多人了解健康的重要性。我們還組織

了遠足活動，讓同學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大

自然和戶外運動，變得更健康。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鄧依婷（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五）

在去年，我在學校參觀日介紹

了本校的環保園裏種植區和能

源區，推廣健康及環保資訊。

我很享受擔任副主席這崗位及

向別人推廣健康意識。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鄭華芳（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五）

我很榮幸可以擔任健康及環保大使主席一

職，在上個學期，我有很多新的嘗試，如

第一次上台演講，第一次擔任環保園導

賞，推廣健康知識等。這些嘗試和經歷讓

我感到十分難忘和獲益良多。擔任這職位

亦使我學會更多健康知識，並令我更有

承擔感和責任感，及領導能力有所加強。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譚穎晴（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三）

我擔任副主席的原因，其實是想

體驗擔任領袖角色和想改善自己

的生活習慣。在過去的學期我和

其他幹事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

動，其間我學會了與人相處，

更明白到原來擔任副主席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但為了同學的

健康著想，我會盡力而為。

健康及環境教育大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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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威（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中五）

我校關設的正能社致力以不同方式向

老師、同學、職工及家長發放「正能

量」。我們在過去一年舉辦了不少推

廣精神及心理健康的活動，例如在社

交網站Facebook建立專頁，以「加添

一點正能量」為題，每天藉上載勵志的圖文

與人分享正面信息。我們又設計相關的海報和字句，然後張

貼於校園各處（包括洗手間！），期望將正能量帶到每一個

角落，倡導精神健康。還記得我們曾舉辦一項別開生面的「

爆氣球」活動，讓同學透過踩破氣球來抒發情感，並教導他

們如何尋找正確方法來應付日常所面對的壓力。這年來，我

們一起籌辦讓人輕鬆的活動，過程中偶爾也有感到吃力的時

候，但當看見參加者開心歡笑時，自己也從中獲得快樂，整

個人變得更加開朗。

輔導組正能社（主席）

林尚盈（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們在學校舉行吃水

果獎勵計劃及拍短片以宣傳飲水的

重要性。目的是透過活動使同學

增加對健康飲食的興趣，明白水

果及喝水對健康的益處。在擔任

這崗位時常遇到同學的拒絕，但是只要多加鼓勵便能

令他們接受並開始注意健康。其實很多人都是怕麻煩

而忽視健康，但只要多加鼓勵便會接受。

健教主席

李梓樂（孔聖堂中學　中五）

過去一年曾擔任一系列關於藥物教

育、精神健康和教育講座的司儀，並

負責接待演講嘉賓。過程中，我需要

撰寫及熟讀講稿，並要事前做好資料

搜集工作，先行認識不同機構的背景和掌握基本的健康資

訊。能夠在學校擔任「健康教育組代言人」一職，我努力

建立一個正面的形象，明白要以身作則實踐健康生活，而

且我很榮幸能夠又在「獅子會德育標語創作比賽」獲得優

異獎。擔任這崗位和參加以上種種活動令我認識到除了生

理上的健康外，心理健康亦不容忽視，令我感獲益良多。

健康教育組（健康教

陳妍霓（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主要推廣多飲水和

吃水果，眾所周知水和水果對

身體健康很重要，在我循循善

誘下，不少學生現已有良好習

慣。有次一位中二女同學問是

否會有生果日，令我倍感欣悅，她說現在才知道水果

的好處。現在的我頗關心同學的健康，將心比心，看

見她們有得着，我也樂在其中。以推廣健康為己任，

受益匪淺，既可學習，又可讓同學受益，兩全其美。

健康教育組（副主席）

李恒瑛（屯門官立中學　中六）

過去一個學年，學校致力推廣健康校園，讓我有更多機會在校內參與健康推廣。例如由學生會舉辦

的「有營早餐」活動，我於當天為「有營早餐」作分享，一方面增進自己的健康意識，同時亦可向

同學分享個人見解，確是一舉兩得。而清新大使則以推廣健康和禁毒意念為旨，在為期一整個學年

當中，我們參加了訓練營、探訪戒毒所等活動，而最深刻的是於學校展出攤位推廣健康及禁毒信

息，各級同學都積極參與。此外，我其中一科選修科為「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老師為此科舉辦了不同活動以開拓

同學視野，如到屯門醫院參觀，讓我們對本港醫院設備有更深入了解。活動當天，屯門醫院高級護士簡介保持清潔的方法，

例如正確的洗手、帶口罩方法，我們亦將訊息帶回校和同學分享，可謂獲益良多。

2013-2014清新大使（成員）

莫偉匡（孔聖堂中學　中五）

健康的定義包括心理、生理和社交

層面。自從加入健康教育組，我有

機會向全校師生推廣和宣揚健康訊

息，徹底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在

友儕間建立健康的形象。除了參加

「獅子會德育標語創作比賽」之外，

我還協助拍攝一些有關健康生活的宣傳片，及後還有

機會在農曆新年前舉辦年宵期間，擺設名為「吉慶滿堂

紅」的攤位，售賣賀年水果，將健康送到每一個家庭。

健康教育組（健康大使）

林錦玲（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中六）

在學校舉辦水果日，我覺得開心，可向

同學推廣健康，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健康教育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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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俊（屯門官立中學　中六）

我曾參與「星輝重現-長者生命故事

集」，探訪屯門日間康復醫院病人

和「有營早餐計劃」。在星輝計劃

中，我能接觸到不同的長者，即使

部分長者年紀老邁，仍然樂於學習

新事物，而且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亦

會虛心發問，而我們這群年輕人亦

可在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並且可了解他們對社會上

不同事件的看法和意見。

另外，屯門日間醫院的探訪中能夠令我大開眼界，令我

了解到康復過程中，除了藥物治療和手術治療之外，一

些病人亦可以接受其他治療，如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等

方法以達至康復，並再次投身社會工作。在探訪過程

中，我們亦會製作扭氣球送給他們和玩問答遊戲，為那

裏的病人帶來歡樂。在過程中我明白到合作的重要，亦

讓我有機會去近距離接觸他們，使我能了解他們的情況

和需要，令我獲益良多。此外，在有營早餐計劃中，我

明白要達至全人健康，維持均衡飲食是非常重要，而且

早餐更是日常三餐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認為早餐不太

重要而不吃早餐的想法絕對是大錯特錯。希望透過這次

計劃使更多同學了解到早餐的重要，並且養成每天進食

早餐的習慣。

朋輩輔導員（成員）

潘逸心（屯門官立中學　中六）

過去一年，我曾跟隨社會服務團參與

探訪老人服務，我們到長者的家中與

他們聊天及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並

向他們推廣建立健康生活的方法。在

活動中我感受到長者大多不愛出門，

這樣會影響他們的生理和社交健康，但與此同

時不同的非政府機構都會派人上門幫助他們，我希望這些

機構除了照顧長者的基本生理和健康需要外，也可以從心

理社交等不同層面教育並幫助他們。此外，我曾擔任清新

大使而參與了多項禁毒的推廣活動，過程中我知道大部分

的學生對毒品其實有一定的認識，但他們都對毒品帶來的

不良後果不以為然，我盼望日後能夠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活

動讓他們真正了解毒品的禍害，遠離毒品。擔任這兩個崗

位讓我明白到健康和健康活動都可讓我從多方面分析，令

我對健康知識有更深的了解。

社會服務團、清新大使（幹事）

蔡明桂（北角協同中學　中三）

我由中一至中三都是學校的「環保

大使」，我們基本的工作是為同學

維持園圃的運作，負責輪流照顧

花兒和蔬菜等植物，每天到園圃

澆水後都要在當值表簽名。我還

記得有次要負責清理一些桔菱的

植物，在三十八度暴曬下完成服

務。雖然過程是辛苦的，但是付出是有回報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環保大使）

我參加了學校的園圃班級種植計

劃，我們從播下種子、澆水、拔

草、施肥、除蟲，到開花結果，

我掌握了一些種植的方法，我也

從中學會了與他人合作和觀察身

邊的事物。看着一盆盆盛開的果

實，裏頭貫注了老師、同學們多少汗水，讓我知道辛

勤和勞動所換來的成果。此外，我還參加了學校的廢

紙和膠樽回收行動，把我們不需要的工作紙和看完的

報紙，還有喝完飲料的空瓶子回收，從中學會了環保

的意義。其實，我們每天能在一個清潔和環保的環境

生活和學習是多麼開心，而藉由每位同學的環保行動

換來清新的環境，並所帶給我們愜意的心情，對自己

和別人都有益。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公民大使）

甄曉澄（北角協同中學　中三）

謝德寶（北角協同中學　中三）

於過去一年，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到學

校的園圃裏幫忙，每天為我們自己種

植的植物澆水。我們親眼看着植物由

播種、生長到收成，而在收成一刻所

感到的滿足，我不時都會記起。中

二的時候，班主任推薦我到學校的園圃種植。

從那時開始，我改掉了一些壞習慣，實行「綠色低碳」生

活，避免吃零食而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培養良好的飲食習

慣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我會盡力做到最好。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環保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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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樂軒（余振強紀念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的開放日中與市

民及同學們分享我在計劃及課室上學

到的知識，例如每年為中一師弟妹作

分享講座，分享我在「肝康會」中所

學到的知識，宣揚及教導他們如何正確保護肝臟健康，預防

肝病。每次活動可宣揚健康生活的態度，感到獲益良多。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主持人）

柯穎淳（余振強紀念中學　中六）

我在去年參加了很多由醫管局舉辦

的活動，從中學習了不少健康知

識，也參加了肝臟健康推廣活動，

同時也在學校推廣捐血的重要性，

在我校的捐血日中，有過百位師生

參與捐血，十分有意義。我在推廣健康飲食亦出了

一分力，和同學在烹飪班上推廣健康飲食的資訊，我

希望同學能實踐健康生活。

九龍中醫院聯網（參與者）

陳君臨（余振強紀念中學　中六）

我參與這個活動時，我以全力以赴

的心態去參與，不論是聽講座或

是參與活動，因為我知道能到醫

院當中進行活動是一個難能可貴

的機會。記得在我收到義工證書

的一刻，我實不敢相信自己在過去一年的付出，在這短短一

年的時間，我的服務時間多達六十小時。雖然做義工並不求

回報，但看見自己的付出在一年後結下壯大的果子，這的確

是讓人會心微笑的事，也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醫院義工（參與者） 梁愷怡［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中四］

在過去一年裏，我感受到學校的讀

書風氣不太濃厚，而我本身是一個

頗注重成績的人，故希望擔任健

康大使這個崗位能夠藉此推動學

校的讀書風氣。我很榮幸有這機

會，亦有信心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健康校園。

健康大使計劃（健康大使）

蘇德穎［官立嘉道理爵士

中學（西九龍）中四］

我很榮幸能擔任健康大使這個崗

位，我素來也以為健康校園計劃只

是包括驗毒和戒毒。但當我深入了

解後，便發覺計劃涉獵非常廣泛，健康飲食、學校環境、

和諧校園等都在其中。我留意到同學在小息或午膳時喜歡

吃如撈麵等不太健康的食品，所以我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

能協助學校繼續推行健康飲食活動，如制定在一星期的某

幾天不可以買零食。

健康大使計劃（健康大使）

謝綽縈［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中四］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學會了更深

層次的健康校園理念和定義，平常

多數人會認為健康校園只是關於預

防吸毒、戒毒計劃等這些表面範

疇，而我這次為學校推廣了更深

層次的和諧校園和讀書風氣等，

讓更多人了解健康校園廣泛的定義。我對擔任這崗位

和參與健康推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健康大使計劃（健康大使）薛偉恒［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中五］

過去一年，我和其他健康大使設了

一個攤位，主要目的是讓同學生認

識毒品與吸煙的禍害；我亦當選為我

校的健康大使代表，與九龍區其他學校的代表交流。我對

擔任這崗位覺得很榮幸。

健康大使計劃（健康大使）

梁志航（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中四）

在轉眼間擔任健康大使的宣傳教育

大使已踏入第四個年頭，初中的我

只會把健康和運動連在一起，原

來健康的定義是指生理、社交及

心理三方面都常處於一種安寧詳

和的狀態，而不單單是沒有疾病。我明白到要達致全人

健康是需要擁有和諧家庭及良好的人際關係，亦感謝學

兄學姊的忍耐和教導，今天的我學習到要多從別人的角

度思考和學會更懂得與人溝通，希望能達致身、心、社

三方面健康發展。

健康大使（宣傳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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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鍶蕓（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中六）

參加健康大使這幾年，讓我變得更有自

信。以前的我面對群眾說話時會變得緊

張，但現在的我可清楚地表達心中所想。

此外，我也學會了堅持，記得去年活力

周，我在參與設計宣傳認識營養標籤攤位的工作時，發現仔細

閱讀標籤內容的重要，有助我們選購較健康的食物，因此我養

成了閱讀營養標籤的習慣，將活動所學融入生活。

健康大使（宣傳及美術創作）

廖振峰（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中四）

在健康大使活動中，我學到很

多健康知識，特別參與在「運

動醫學及康復科技會議暨博覽

2013」，讓我明白更多運動

科學的知識，糾正我以往有關

帶氧運動的錯誤觀念。我希望未來能從事護理工

作，因此這些健康知識對我有很大幫助。

健康大使（宣傳及教育）

趙偉成（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中四）

我是健康校園學會主席，學會以往推行

了不少活動，其中包括︰健康知識校園

定向、健康知識問答比賽、健康運動及

參觀控煙辦資源中心。此外，我亦協助

推行一些大型的社區活動，例如「健康

校園約章」簽署儀式，於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和聖公

會何澤芸小學設置遊戲攤位，又在青衣（西南）分區嘉年華設

置遊戲攤位和開心「果」月攤位遊戲等等。我認為健康知識對

同學和整個社區都十分重要，我很榮幸能獲頒「香港交通安全

隊 2013-14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現在正參與「第六屆健

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我希望繼續充實自己和參與更多健康

推廣活動，努力提升同學和大眾的健康意識。

健康校園學會（主席）

沈煒軒（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中四）

我校健康校園學會在過去一年

推行了不少健康推廣活動，其

中包括︰健康知識校園定向活

動、健康知識問答比賽、健康

運動及參觀控煙辦資源中心。

我覺得健康生活對每個人都十分重要，因此推廣健

康訊息不單可以幫助自己，亦能為他人帶來幸福。

健康校園學會（幹事）

馬穎敏（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中五）

我參加了心晴大使工作坊的培訓，之

後去探訪精神病康服者，透過這次活

動，能讓我更了解他們。起初以為他

們脾氣較差難以接近，但其實他們很

健談，與我們有說有笑，更不介意與

我們分享他們康復的經歷，消除了我

對精神病康服者的錯解。在學校，我曾向學生派發及推廣健

康食品。在活動中，我看到同學們很重視自己的健康，我覺

得很值得參與這次活動。

健康教育組（健康大使）

林凱兒（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中五）

過去一年，我在學校擔任健

康大使，在健康活動派發健

康食物。在活動後，我發現

其實同學們對健康食品並不

反感，甚至有很多同學都很

喜歡，因此我在這次活動感

到成功和高興。此外，我亦在學校參與了長達六小

時的有關精神健康的培訓，其後我還參與了心晴大

使的活動，接觸精神病康服者，和他們談天和玩遊

戲，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次活動深深改變了我

對他們的看法，其實他們和常人無異，不應被別人

標籤。

健康教育組（健康大使）

明湛杰（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六）

精神病在香港並不罕見，但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卻是常忽略的一群。有見及此，我們參加了一項由

怡和集團、醫院管理局和葵涌醫院合辦的「Teen使行動－青少年思健推廣計劃」。在這兩年計劃

中，我有機會接觸許多有關精神健康的資訊，而透過參與形形色色的講座和義工服務，我逐漸改

變了以往對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態度和看法，了解到他們發病的成因、治療和康復的過程，並

學會與他們相處。期間，我曾與他們一起玩遊戲和製作紀念品，在言談間我發覺他們並不可怕，甚至

比一般成人多了一份好玩的童真。另一方面，我們進一步在學校舉辦活動宣傳「反歧視」信息，從資料搜集、設計問

題到實施計劃，我們不但投入參與，還增進了不少關於歧視和平等機會的有趣新知。

思健學會（思健學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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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敏（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六）

我有幸在過去一年擔任健康大使主

席一職，為推廣健康盡一分力，其

中曾參與的活動包括︰「健康小食

DIY」、「水果自助餐」，以及「中

一健康測試」等。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本校獲毗鄰的天主教聖華學

校師生邀請合辦一項名為「營養水

果我至Like」活動，透過攤位活動向小學生教導關於水果和

食物營養標籤的知識。身為統籌，我需要策劃和帶領隊員設

計遊戲，我們在過程中不但發揮自身所長，亦使我學到籌備

活動要注意的細節，例如怎樣鼓勵學生參與、如何提升對健

康飲食的意識等。在另一項健康測試活動中，看見受測的同

學認真地向我們詢問測試結果所代表的意思，令我意識到原

來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對這些測試數值都相當陌生，而理解這

些數值的意義將有助人們了解自身的狀況，從而實踐健康的

生活習慣。

健康促進委員會（健康大使主席）

黃曉晴（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有機會接觸不

同的健康資訊和協助策劃校內

健康周期間一連串的健康推廣

活動。其中，「水果自助餐」

是每年的重點節目，而我們需

要搜集各種水果的營養價值，

挑選健康的水果讓全校師生享

用，並宣傳水果對我們身體的重要。藉着趣味與教育

意義並重的活動，我們成功將健康訊息傳遍校園，而

且受惠的不只是校內的師生，也有一些是社會上其他

有需要的人。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我們曾在一個

工作坊教導一班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學生學習營養標

籤，透過簡單易明的簡報及生動有趣的講解，我們令

到參與者能夠愉快地學習健康資訊，挑選健康的食品

和設計創意小食。我覺得向大眾推廣健康資訊是一件

非常有意義的事，不僅能增進個人對健康的認識，同

時也能幫助別人，對他人和自己都有益處。然而，我

認為要有效的推廣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這一年的經

驗正勉勵我在未來要更努力籌備更好的推廣活動，令

更多人認識健康的重要，促進健康。

健康促進委員會（健康大使）

羅詠琳（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校舉辦了各種有關

健康推廣的活動，例如探訪特殊學

校、製作健康小食、推行健康測

試、籌備水果日等等。在紜紜活動

中，我有機會統籌水果日活動。搜

集相關資料使我對水果的營養知識

豐富不少，而同學和老師們在享用不同

類型的水果時，他們亦可吸收到關於水果的營養資訊，從而

為自己選擇合適的水果。另外我亦有協助健康測試的推行，

透過簡單的工具和步驟令同學們了解到身體的狀況，在過程

中我發現原來有些同學並不知道不良習慣與身體健康和日後

患上肥胖或心血管疾病的關係。因此，我認為向大眾傳遞健

康資訊的確很重要，也希望這些知識和經驗能激勵我們日後

舉辦更多有意義的活動，令更多人知道關於健康的資訊，使

大家都有健康的體魄。

健康促進委員會（健康大使）

呂羿誼（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中四）

過去一年我在視藝課用了雨傘去成為我環保壁報內的

設計之一，希望能推動環保，把

東西循環再用，並教導同學們要

多做運動才有健康身體。我非常

高興能夠拿到第二名，因當中

聽取了同學和老師的意見，使

我才有這些創意，看着冠軍的

作品，亦使我獲益良多，希望

有機會可再參與比賽。在過去一年我亦成為環保主

席，與兩位副主席帶領37位幹事和會員去參與活動和工

作，例如有機耕種、養馬蹄蟹等，宣傳環保知識和推介

環保活動。

環保大使（主席）

周鎧琪（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中五）

在上學年我是健康軍團，我們在校內舉辦了很多環保的活動讓同學參與，

例如廢紙回收、月餅盒設計比賽、回收箱設計比賽等。當中讓我最難忘的

是廢紙回收比賽，由於是班際比賽，因此許多班級也很努力地收集廢紙，亦

了解到環保的重要性，活動也讓同學感到愉快，每一班同學也樂意為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拍照。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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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瑩（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中五）

我在上年度擔任了健康軍團的職位，向同學宣傳健康

環保的理念，我們舉辦了「廢紙回收比賽」、高級組

「回收箱設計比賽」等，而我

參加了「回收箱設計比賽」得

到了第二名，我設計了一個漂

亮又吸引的人形回變箱放在校

園內，希望鼓勵同學坐言起行

去回收廢物。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軍團）

賴雪兒（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中五）

上年我在校內擔任了健康軍團這個

職位，我們健康軍團小組希望宣揚

環保訊息給同學，所以我們透過跨

視藝科協作舉辦了初級組「月餅盒

設計比賽」，同學在活動中把月餅

盒重新設計得漂漂亮亮，讓月餅

盒可以循環再用，例如我們可以

把童年時的照片或珍貴的東西放在月餅盒內，再放在家裏

當作裝飾。我們設了多個比賽獎項，得獎同學可獲得豐富

獎品，希望透過這個活動，為地球出一分力。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軍團）

郭靜婷（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中六）

自從加入「健康大使」這個大家

庭，我不但透過不同活動來推廣健

康的信息，還經驗到許多不一樣的

體會，將我從修讀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出來。

記得我們在去年舉辦的健康推廣

日，藉着關懷的行動將精神健康

信息傳遞給同學，透過分享甜點表達對朋友的支持和關

懷，達到紓緩壓力和促進精神健康之效。此外，我有機

會與一班來自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的傷健青

少年一起活動，我們先在營會中互相交流並認識成為朋

友，繼而在學校舉辦活動，向全校同學介紹，期望大家

都能成為朋友，真正達至「共融無障礙」。回想這些日

子，我的確付出了很多時間，但比起我所得到的快樂和

友誼，感覺卻是獨一無二，亦覺得很值得。

健康大使(HA)（組長）
陳靜琦（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中五）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推廣生理

和心理上的健康，而過去一年

的活動內容多圍繞精神健康方

面，希望呼籲同學關注自己和他

人的精神健康，在籌劃和實施的

過程中，我們搜集了不少資料，

期望向同學介紹一些情緒失調和精神病的病徵，讓我因而

了解到原來自己也受着一些情緒上的困擾，需要學會以適

當的方法去紓緩心理壓力。此外，還有一次經歷令我感受

良多，就是在活動當日全體學生需要向所關心的人送贈心

意卡和一些甜點，藉以抒發感受和表達關愛之情，想不到

我也收到多張由朋友送贈的心意卡。這令我很感動，也令

我感受及明白到朋友的支持對自己的精神健康是很有幫助

的。現時不少人都有情緒問題，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一些行

動能令同學從關注精神健康一直到關注全人健康，而我也

會更小心照顧自己健康的各個方面。

健康大使（副組長）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幹事一職，負責宣傳

和統籌陸運會的啦啦隊打氣練習。我明

白群體中不同角色的重要性，而一個

成功的群體不但需要一些具備領導才

能的領導，也需要每位成員的投入參

與。我更體會到，當各位運動健兒在

竭力比試的時候，啦啦隊的吶喊就成

為鼓勵他們的精神支援，所以我們的角色也很重要。

誠社（社幹事）
梁樂瑩（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中四）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運動大使及

陸運會的工作人員，希望透過

推廣和服務幫助更多同學做運

動，而每當我看着各位同學在

做運動時都覺得很開心，還有

伴隨的一份喜悅和滿足。

體育科（運動大使）

司徒玫蔓（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中四）

52



陳朗盈（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中四）

我在過去一年參與了朋輩領袖計

劃。此計劃的目的是幫助中一同

學融入校園生活，而我們也需要

主動關心及紓緩他們可能面對

的壓力，陪伴他們建立健康的

校園生活，開展精彩的中學生

涯。我認為這計劃很有意義，

一方面教我學懂助人之道，亦使我有更積極的思想，

變得更有信心與人建立及維繫良好的關係。

CARE（組員）

黃廣茹（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中四）

出任「CARE朋輩領袖」這崗位，

我們要支持剛踏入中學的學弟和

學妹們，幫助他們融入中學校園

生活。我們同時亦需要接受一系

列培訓，學習如何與人溝通和做

個稱職的領袖，從中讓我學懂一些溝通的技巧，也認識

了許多好朋友，擴展了我的視野和社交圈子。

Care朋輩領袖（隊員）

吳家瑜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中四）

我很開心及榮辛能夠擔任健康

大使。在過去一年裏，我擔任

宣傳健康信息的職務，我覺得

很有意義，因為能夠讓同學

了解正確的健康資訊，讓同

學一同擁有健康人生。

健康大使（健康大使）

過去一年，我擔任了健康大使一

職，目標是帶領同學一起推動健康

的校園生活。我亦與幾位同學接受

一份研究報告的訪問，目的是介

紹我校的健康活動。此外，我亦

在去年成為了健「腔」先鋒，目

標是帶領中一同學一同擁有健康

的口腔，宣揚健齒知識。我亦曾參加過三日兩夜由健「

腔」先鋒舉辦的領袖訓練營，更加深入了解護齒知識及

健康大使（健康大使）

張秀英（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中四）

過去一年，我曾擔任學校的健康大使，向同學宣揚健康資訊，暑假期間，我亦參加

社區中心Smarteens的活動，參與禁毒戲劇的演出。此外，我也擔任衞生署的健康大

使，向同學教授正確的護齒知識。

健康大使（健康大使）

何采靜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中四）

林泔彤（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中四）

在2014年我參加了兩項健康推廣活動，分別是由衞生暑的健腔先

鋒以及由余墨綠社區中心舉辦的禁毒話劇活動。在活動中，我除

了學會一些護齒及禁毒知識外，還學會團隊合作、解難技巧及領

導技巧。我們會在2014/15學年裏透過禁毒話劇以及一連串的護

齒活動來推廣健康。雖然學業繁重，但我仍會抽出一些時間來推

健康大使（健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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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紫珊（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四）

老師推薦我做環保大使隊長，我參

加了有很多活動。在製作環保肥皂

活動，我學到原來化學物料是環保

肥皂成份之一。在早會推廣膠樽

回收，我很緊張，因為這是我第

一次在台上向全校師生演講。

環保大使（隊長）

周美君（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五）

在去年，我參與了很多推廣

健康的活動，如參與義工服

務探訪芹慧中心，為長者帶

來關懷，並帶領他們參與活

動，帶出健康的信息。我參

與一人一花班際比賽中，讓

同學都有更綠化的學習環境

中，我亦參與環保健康節能推廣活動和美化教室日

等活動傳達健康環保訊息。令我最深刻的活動是探

訪芹慧中心，當中我們全組人需要齊心合力去構思

一個活動，要有紀念意義，還要帶出健康和環保訊

息，最後我們構思做環保花樽給長者，既環保又可

帶出健康訊息，並可留給他們作為一個紀念品，那

次還有教育學院的學生與我們一起參與活動，令我

感覺到在推廣健康之餘，與組員的團結及合作更為

緊要。

環保大使（隊長）

馮嘉琪（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四）

我曾擔任環保大使宣傳節能比賽，

當我知道要在台上宣傳時，心情久

久不能平復和感到緊張，但學姐不

斷給我鼓勵，讓我沒有那麼害怕。

到了要宣傳的那一天，我害怕到想

要逃避，但我還是相信自己是可

以的。到上台宣傳的時候，看着

台下這麼多人，我緊張到手心一直冒汗，但還是鼓起

勇氣把宣傳稿子說完，雖然這次宣傳不是做得很好，

但我有了第一次的經驗。

環保大使（組員）

劉小燃（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在學校推廣了很

多推廣環保的活動，如一人一

花、美化教室日、廢物回收活動

和環保健康節能推廣活動等，鼓

勵同學要實踐環保生活。在一

人一花活動中，我身體力行，

幫同學們弄好花盆的泥土和盆栽，

在教室擺放，既可美化教室，又可為同學提供一個

綠化的環境。在此活動中，我感受特別深刻是同學

們很認真聽我們有關盆栽護理的講解，我巡視時看

見同學們很用心地澆水和照料花卉，讓我印象很深

刻，因為看到自己在推廣健康活動的成果。

環保健康教育組（環保大使）

在過去一年，我有機會參與各種健康

活動累積一些經驗，其中令我最難

忘的，就是到長者中心探望長者，

並將預防「三高」食物的知識與他

們分享。經過那次活動，我發現社

會上實在有許多人需要我們關心，

而我身為「健康大使」這團隊中的一員，雖然未有機會參

與策劃工作，但我不會被動地袖手旁觀，卻希望能盡力完

成老師交給我的每項任務，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

健康大使

劉育燊（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四）

參與各式各樣的健康活動令我獲益不淺，尤其是有關解讀營養標籤方面的知識，現時

當我買食物時都會慣常地研究和比較一下不同產品的營養價值。還記得有一次，我們

有機會到一所幼稚園向小朋友分享吃水果的益處，看着他們聚精會神的樣子，令我感

到不枉此行，也令我決心以後要更加努力推廣健康資訊。

健康大使（副主席）

邱偉杰（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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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希霖（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中四）

我很榮幸能夠成為健康大

使。在過去一年，我們曾

分別到長者中心和幼稚園

宣傳不同的健康信息，例

如：吃水果對身體的重要

性和長者應減少進食「三

高」食物（就是脂肪、鹽

分和糖分偏高的食物），在過程中，我亦學會如

何推廣健康信息和與參加者相處。我希望繼續成

為健康大使，向更多人推廣健康。

健康大使（幹事）

何灝恩（基督書院　中三）

學校曾經舉辦健康烹飪比

賽，讓同學可認識健康飲

食，我亦從中學習到如何

分辨健康與不健康的食

物。我十分開心學校致力

讓學生活得更健康。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大使）

林穎兒（基督書院　中三）

在過去一年，我參加了學校舉辦

的健康烹飪比賽，在籌備和比

賽的過程中，我了解到健康飲

食的重要性。同時提高了我對

推廣健康的使命感，能夠參與

其中，確實令我獲益良多。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大使）

許銘鴻（基督書院　中三）

在過去一年，我曾經將一些健

康訊息宣揚給其他人，讓他們

知道健康的重要性，而透過這

活動，我非常高興可以令其他

人更加重視健康。我也參加了

學校的健康煮食比賽，烹調具創意又健康的食物，

這個比賽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大使）

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健康烹調比

賽，這個比賽可發揮同學的創意

和增加健康飲食的認識。我非常

榮幸獲學校提名成為健康大使，

這個崗位讓我比從前更注重健

康，也讓我有機會服務校內各

級同學。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大使）

董皓霖（崇真書院　中五）

過去一學，我主要負責管理「崇真伊甸園」的運作並向同學推廣有機耕種，得到吳導

師教授有機耕種的知識和技巧，我由甚麼都不懂變成現在能夠有信心去指導其他同

學，與導師和組員彼此都已成為很好的朋友。此外，我亦曾協助社工推廣「反賭博」

活動，記得接任這份職務的初時，我對「賭博成癮」的認識還只得一知半解，但感謝

老師和社工的指導，令我更有信心承擔起這職責，也令我學習如何與組員溝通和藉有

效的商議去解決困難，這些經歷都教我難忘和感恩。

健康家族（成員）

陳芷晴（基督書院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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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頤（崇真書院　中五）

在過去一年裏，我曾擔任「健

康家族」成員及修讀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科，主要負責義工

服務，並參加了「樂在耆園

計劃」，透過探訪長期病患

長者，與他們一起聊天和種

植盆栽，關懷他們的情緒需

要。另外，我還負責統籌由屯門醫院舉辦一項名為「

有營又有型」的健康飲食推廣計劃，向多名青少年以

個別跟進方式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在活動過程中，

我學到與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更了解健康推廣的不

同方式與果效。

健康家族（成員）



龍穎瑜（崇真書院　中五）

過去一年，我主要負責健康推廣和帶領組員進行義工

服務工作。透過參與由屯門醫院社區服務中心舉辦的

「健康大使培訓計劃」，我們有機會接受由醫生及營

養師主持的培訓，學習到關於健

康飲食及營養的知識。其後，我

們再與組員合作，以中四學生

為對象，向他們推廣健康飲食

模式。過程中我學會如何領導

組員、與人溝通及提升團隊精

神，親身經歷令我獲益良多。

健康家族（族長）

蘇子晴（崇真書院　中五）

我過去一年，我擔任「健康家族

族長」一職，主要負責健康活動

推廣及社會關懷活動，與學弟學

妹一同搜集健康資訊及到社區探

望弱勢社群。我在經歷過後才知

道，原來溝通真是一門學問，

而每次參與不但讓我們增進朋

輩之間的關係，也加深體會「愛己愛人，關愛社群」的

重要性。學習關於健康的知識，令我更愛惜自己的身

體，而關心有需要的社群，能令我更認識身處的社會，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健康家族（族長）

巫麗娟（救恩書院　中五）

能在過去一年與隊友一起學習，每當

遇到難題就互相幫助和信任，使我學

到團結的真諦。這次推廣健康服務

增強了我的自信，也令我學會了許

多健康知識。我希望日後能有更多

機會學以致用，服務他人。

健康校園（副主席）

陳雅盈（救恩書院　中五）

我認為擔任健康大使此崗

位，需要作一個領導之角

色，在其中一項「健康先

鋒」活動當中，我們一班組

員需要到街上向陌生的群

眾推廣關於口腔健康的知

識，當我們成功向人們推

廣時，會感到一份莫名的滿足感，而更令人高興的

是，能夠與一班「戰友」一起推廣和舉辦活動，其

中所學到和感受到的都很難得，我會很珍惜這份非

筆墨所能形容的喜悅和得著。

健康大使（主席）

在去年為「健康大使」而設的培

訓課程中，我學會了很多關於

情緒健康方面的的資訊及舉行

健康活動的技巧，這些知識能

夠幫忙我們在負責學校四十五

周年的健康攤位活動時運用出

來。在籌備活動時，我學到要顧及不同人的需要及意

見，而當我們決定要邀請社區人士參與活動時，都感

到很困難，但後來我們群策群力，學會要向一些兒童

和長者派發宣傳單時，便感到滿足和興奮，希望他們

能從中了解更多健康資訊。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大使）

朱晓莹（惠僑英文中學　中四）

張萬軒（惠僑英文中學　中四）

在我校四十五周年開放日的那天，

我有機會擔任「健康大使」崗

位，覺得非常開心，因我知道可

以帶給人們有關健康、熱量和食

物金字塔等有趣而實用的資訊，

我發現不少人並不知道「卡路

里」這個量詞是甚麼意思，而我就向參加者介紹一

些常見食物和飲品所含的熱量，例如：可樂、乾炒

牛河和橙汁等。我十分榮幸能參加這個活動，感謝

老師的鼓勵和推舉。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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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曼婷（惠僑英文中學　中四）

擔任「健康大使」一職使我

學到很多關於健康的新知

識，又明白到原來導致情緒

病的成因很廣，都是我一直

不知道的。我在學校四十

五周年開放日當值時，發

現不少中學生和小學生對於

一些健康常識存有誤解，而當我們透過攤位遊戲成

功地向參加者講述正確的健康常識時，令我覺得很

高興。「健康大使」令我成長了很多和學習了很多

有益的課外知識，而且能得到老師耐心教導，都使

我們更希望可以繼續為這個團隊效力。

健康校園小組（健康大使）

李嘉玲（新會商會中學　中五）

我希望在此分享在去年參與的

健康推廣活動和一些得着。首

先，我曾向中三同學推廣和製

作健康小食，宣傳健康飲食，

又參與社福機構進行的義工賣

旗活動，將關愛的愛心幫助有

需要的人，令我感到喜悅。我

曾幫忙主持攤位活動，內容有關各種污染，透過活動

將有關各類的污染資訊分享給大家。此外，我曾與一

些殘疾人士交流，分享他們過去的經歷和所遇到的困

難，然後在學校向其他同學分享這次活動的得着。我

曾在早上時段，以義工身分指示同學用洗手液潔手，

從中感到一點點滿足。最後，回想過去我還有機會出

席不同的專題講座和會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博覽

講座、紅十字會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

程，還有一次以旁聽生角色參與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有關精神病的會議。這些經驗都曾我增廣見聞，並

希望將來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健康推廣小組（會員）

周佩雯（新會商會中學　中五）

我在去年曾為中三同學製作健康食品，

然後一齊享用，又曾以污染為題擺設

攤位展覽，向同學講述污染對生活和

自然的影響。此外，我曾參與賣旗服

務，將所收到的捐項藉慈善機構去幫

助有需要的人。我曾與一些殘疾人士

交流，了解到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希

望能幫助他們。此外，我曾做義工每天早上在校門附近協

助同學擠出洗手液，提示他們潔手，預防傳染病在校園散

播。我又曾通過紅十字會舉辦的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

動法證書課程，考獲及格的證書，希望可以去幫助有需要

的人。我又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健康博覽講座，從

中學會更多關於健康的知識。最後，我曾出席立法會衞生

事務委員會會議，聆聽議員就一些關於社會公共健康議題

的討論，也使我獲益良多。

健康推廣小組（會員）

鍾行（新會商會中學　中五）

我在去年曾參與形形色色的

義工服務和活動，希望在此

分享箇中點滴。記得我曾在

早上為同學擠洗手液，看到

同學們的合作與笑容，感到

很滿足。我曾幫助一些社福

機構賣旗，以愛心幫助有困

難的人。我又曾運用學校家政室的設備，教導一些長

者製作甜品，當我們一起品嚐美味的成果時，都覺得

很開心和欣慰。我曾與長者義工去探訪獨居長者，了

解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健康狀況。我們曾在節日期間

製作粽子，然後送給區內的長者，看到他們滿足的樣

子，心裏就感到欣慰。最後，我曾協助外籍老師在午

膳時段進行攤位活動，負責售賣飲品和小食，當時還

親自招待校長，感覺很有趣。

健康推廣小組（會員）

在「水果周」，我們學校飯堂派發水

果，並與飯堂合作，為師生提供健康素

食午膳。此外，我們還舉行了「校園

清潔活動」，讓學生親自清潔班房，

培養學生保持環境清潔的習慣。我們

還開放校內健身室以鼓勵學生鍛鍊身

體，養成健康的體魄。經過我們團隊

多人的努力，學生開始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讓我們感到

非常欣慰。

品德及學業推廣委員會（主席）

雷家睿（聖若瑟書院　中五）



甘浚豪（聖若瑟書院　中五）

Value Education and Academic 

Promotion Team（簡稱VEAPT）

是校內專責推廣正確價值觀

的組織。作為VEAPT當中的一

員，我參與了不少推廣健康

意識的活動，並獲益良多。

在學校一年一度的「健康

周」裏，我負責將不同種類的水果免費

派發予全校學生，讓他們嚐嚐吃水果的樂趣，從而培

養多吃水果的習慣。活動過後，我留意到很多同學都

開始每天攜帶水果回校食用。雖然派發水果一職的責

任不大，可是能夠看見同學們的飲食習慣變得健康，

讓我感到安慰萬分。此外，我也有參加「校園清潔活

動」，親自動手清理課室裏的每個角落。雖然清理課

室後筋疲力盡，但是活動背後的意義是要讓每個同學

都能在一個清潔、健康的校園環境中學習。此活動也

為低年級同學樹立榜樣，讓他們也了解到清潔校園的

重要性。

品德及學業推廣委員會（副主席）

黃卓賢（聖若瑟書院　中五）

在過去一年裏，我們品德及學業

推廣委員會舉行各種活動，加強

學生對個人健康的重視，例如

舉行了「水果嘉年華」，活動

中每位學生在食堂購買飯盒都

會免費獲贈水果一個，從而鼓

勵學生多吃水果，促進飲食健

康。此外，我們也在學校各處張貼不同宣傳單張呼籲

學生注重個人衞生。

品德及學業推廣委員會（副主席）

陳秀華（聖傑靈女子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參加了由香

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

「無煙青少年計劃」，並透

過這項計劃與隊友一同舉

辦了一系列活動，在中學

部舉行講座、攤位遊戲、

設計展板和話劇表演，在小

學部推行無煙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並在幼稚園

進行有關推廣無煙信息的遊戲。此外，我又負責

定期向同學講解由校內健康教育組發放的健康資

訊，宣傳預防傳染病和其他健康資訊。我覺得參

與健康推廣能深化我從書本所學的健康知識，亦

可以把這些知識學以致用，與同學一起建設健康

校園。

無煙青少年大使 (S.I.D.E.)（副組長）

黃亭熙（聖若瑟書院　中四）

過去一年，我參與了水果嘉年華的推廣，當中包

括與通識學會合辦的「水果測 驗」與藝術學

會合辦的海報設計比賽等。現

今學生課業繁重，往往忽視自

己的健康。擔任這崗位讓我能

提升同學對健康的關注，尤其

看到他們拿着水果大快朵頤

的樣子，實在令我感到無比

滿足。助人自助的精神。

品德及學業推廣委員會（常務秘書）

陳嘉軒（聖傑靈女子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裏，我參加了由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無煙青少年大

使領袖訓練計劃」。在訓練中，我跟

隊友們共設計了九項活動，期望從

幼稚園到社區，向各界推廣無煙信

息。當中，我們舉辦了攤位遊戲、

講座、中一角色扮演和定向活動，

讓參與者能認識煙草的禍害，勇敢遠離煙草、向吸煙說

不。在這一連串活動後，我發現原來親自籌備一項活動

並不容易，需要考慮各種不同的因素，而帶領同學進行

活動提升了我的領導能力，與隊員合作宣揚信息的過程

亦教我變得比從前更主動和積極。透過這計劃，我吸收

了不少關於煙草的知識，也許下了「永不吸煙」的承

諾，相信自己日後能在校園裏推廣更多健康資訊，讓同

學們一同經驗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

無煙青少年大使 (S.I.D.E.)（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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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樂思（聖傑靈女子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裏，我透過學校

參加「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

訓練計劃」。在這段期間，

我們在校園舉辦了不同的活

動向同學指出煙草所帶來的

影響及禍害，例如：攤位遊

戲、角色扮演、講座等。透

過這一連串活動，我認為自

己比以往更清楚知道健康的重要性，相信能幫助同學

釐清她們對煙草的誤解。我認為自己透過這次活動亦

成長不少，學到與人合作的重要性和做任何事都要有

信心。

無煙青少年大使 (S.I.D.E.)（委員）

曾詠詩（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四）

作為學校的健康大使，在過去

一年我在學校向同學推廣健康

飲食與禁煙訊息。在推廣過程

中，我們亦舉辦了不同的校內

活動，包括用紅黃綠顏色去分

別零食部及新年食品的有益程

度，舉行了一星期的「無糖」

活動，亦舉辦了攤位遊戲給中小學生，令他們除了玩

樂外亦學習到吸煙的壞處。在過往一年同學們也很積

極參與我們舉辦的活動。除了在學校宣傳外，我和幾

位學校健康大使也參加了不同機構舉辦的健康活動，

如講座及在暑假參加的「無煙青少年訓練營」，令我

獲益良多 對各種健康資訊加深了認識，也提高了我的

領導才能。

健康關懷小組（副主席）

謝嘉賢（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四）

在去年是我正式加入到我校

的健康關懷小組的第二年，

小組成員做了很多健康推廣

及參加了很多活動。在學

期初，我曾經參與一個校

園小食紅綠燈的宣傳，學

懂及教授同學們認識甚麼

食物比較健康，那些比較不健康，不宜常食。在

學年中，也參與了健康水果月的推廣，在當中介

紹及鼓勵同學多吃水果，分享和說明水果對身體

好處。還有，我和其他兩名成員成為2014健康資

訊大使，參與了很多類型的活動，包括領袖訓練

營、電腦工作坊及書展宣傳等，推廣香港的淫褻

與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介紹那條例的重要性。作

為健康關懷小組的成員，可直接將不同健康的資

訊傳給同學，及把自己的感受與人分享，感覺很

新鮮有趣。我希望同學們也可獲得那些健康資訊

走出他們健康正面的人生。

健康關懷小組（副主席）
關涴琳（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四）

我在上學年在學校做了各式各樣的事

情來推廣健康。在2014年的開心果

月，我把握機會和時間盡力向同學推

廣多吃水果的健康和益處。我和組員

設計了兩個壁報板，介紹水果的益處

和開心果月將會舉行的校內活動，

亦為中小同學設計了兩個攤位遊

戲，並製作了一段有關水果的影片。此外，我被取錄了

成為第六屆健康資訊學生大使，進一步深入了解了《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並向同學簡單介紹和宣傳這

條例的用處和重要性。我起初認為擔任本校Health Care 

Team 的主席是一項納悶及簡單的任務。可是，原來我

是錯的。擔任主席和推廣健康的活動令我有意想不到的

收穫，我在當中不但能增廣見聞，拓寬了自己對健康生

活的知識。由於我與組員一起同心協力地去籌備活動，

能訓練從中自己的領導才能、溝通及群體合作技巧。最

後，我感到很高興，因為能夠認識到一群跟我有相同目

標、活得健康的朋友。總括而言，我覺得推廣健康的活

動真是獲益良多！

健康關懷小組（主席）

陳巧怡（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中四）

參與學校旅行，邀請同學上山拍照，美麗的景色吸引了他們，使他們加強做運動的意識，

舒緩沉重生活帶來的壓力。能夠邀請到同學參與，我覺得很滿足。能夠使他們增加運動

量，有助身心發展，藉此減輕平日生活的壓力，使他們更健康，我感到非常榮幸，希望再

有機會參與更多健康推廣活動。

社會服務學會（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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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禧（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中四）

擔任社會服務學會的幹事令我

更加關心社會問題，主動並積

極地參與社會服務的活動，更

有助我宣傳社會服務的重要

性，而參與健康推廣有助我

更加關注自己的健康狀況。

社會服務學會（幹事）

李正乾（閩僑中學　中四）

我曾參加學校的有機種植

課程，在教師的教導下我

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廚餘

（如蛋殼、咖啡渣等）可

利用作為肥料，也明白

到農夫在培養蔬菜時的

辛苦。此外，我也曾參

加過校園綠化計劃，目的是令校園的後花園更多

樣化，在培養過程中，我明白到原來每一盆植物

都來之不易。

學長（副隊長）

林啟悅（閩僑中學　中五）

我在去年參加了學校舉辦的

「創明天暑假活動」，有幸

能以大姐姐的角色帶領中一

生參與為期一周的暑期活

動。期間，我們一起玩遊

戲和進行歷奇活動，又學

習科學方面的知識，而我們

的目標是協助新生們適應中學的生活。我感到每

天都很充實，而且能夠與一班新同學增進感情並

成為了好朋友，實在難能可貴。此外，我在去年

曾在學校舉辦一項名為「愛護老友記」的健康攤

位活動，目的是令同學了解身邊老人家的需要並

要好好愛護他們。我們在攤位中設置小遊戲讓同

學親身經歷一些因年紀大而視力衰退的老人家所

看到的事物是怎樣的，並體驗彎着腰走路有多困

難。那次舉辦攤位活動很開心，因有更多同學體

會老人家感受。

班會及信社（健康大使、信社社長）

林瑞玲（閩僑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曾參與「東區防火安全嘉年華」，

與指導老師和同學們設計一個 關於提升防火

意識的攤位。設計時，我們既

要考慮到參與者的能力，也要

確保所傳遞的資訊正確無誤，

是一項大挑戰。當日在與參

與者互動的時候，看見他們

很積極且認真地完成每項活

動，我們都感到很滿足，希

望能再有機會舉辦這些健康推廣活動。

公民大使（公民大使）

陸獻欽（閩僑中學　中四）

我在去年積極參與學校舉行的各項

運動比賽，令我每天都精力充沛。

我希望能以活力感染其他同學一同

參與運動賽事，進而增強體魄。

田徑隊、步操樂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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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棋（廠商會中學　中六）

健康學會（幹事 ）

胡亮文（廠商會中學　中六）

我在過去一年有機會籌備

不同的健康活動，並與會

員一起檢討活動的成效，

以下分享最深刻的片

段︰在水果周各項精彩

的活動中，除了攤位和

問答遊戲，有一天我們

為同學準備了約二百杯水果，想不到在活動開始

不足十五分鐘已經派發完畢，我覺得我們成功讓

同學體驗健康和水果的重要。我又記得在反吸煙

周，為了讓同學了解其吸煙的禍害並要在活動中

辨別出我們健康學會的成員，我們決定設計一件

會衫在活動時穿着，由十月份開始構思、組織和

採購物資都一絲不苟，結果活動在彼此的努力和

老師的指導下得以圓滿舉行。最後，我們有機會

和老師一起檢討全年的活動，大家都很開心，也

希望來年繼續有機會把健康帶給全體同學。

健康學會（副會長）
凌永麒（廠商會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有機會以學會

秘書長身分參加不同的健康

活動，藉禁毒話劇、早會宣

傳、攤位遊戲以及單張推廣

禁煙訊息，還參與水果日、

健康周、社會科學周、護士

計劃等，向同學和家長推

廣健康。承擔這個崗位讓我經歷了不少，我起初以

為秘書長的工作不過是抄寫文件，但後來我明白到

這角色的本質其實也是團隊的一員，因此也會參與

和協助各種其他職務，如劇本和遊戲設計等。這些

經驗令我學到更多作為幹事以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和

態度。我又認為健康推廣其實是一項信心考驗，因

為要向眾多同學宣傳，需要冷靜地組織和應對。幸

而，得到同學和老師的幫忙，我都能順利度過，所

以，我覺得過去一年我除了增進了不少健康知識，

還讓我得到勇氣和信心，以及與一班朋友和老師的

信任關係。

健康學會（秘書長）

我在過去一年擔任健康學會幹事，除了協作籌劃不同的健康活動，如水果

日、無煙雙周等，更有不少出外見識的機會，令我十分欣喜。當中也獲得

很多寶貴的經歷和體驗，尤其「健康」是無價的，對人對己也獲益良多。

王家僖 （廠商會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以健康學會幹事的角色，與我的同學共同策劃、設計及推行不同形

式的健康促進活動，實令我獲益良多。我自己是很易患傷風感冒的人，在參與健康

促進活動的計劃工作中，令我真正認識到保持身心靈的全人健康是十分重要，還能

與自己的好同學和老師共同肩負此責任，實感欣慰。

健康學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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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孝文（廠商會中學　中六）

在過去幾年有幸得到老師悉心

指導，令我學習到不少有關「

健康推廣」的知識和技巧。我

們將從老師身上所獲得的啟

發加以利用和發揮，合力完

成整個活動的設計，在過程

中我提議讓遊戲攤位的參加

者從一些預先貼上編號的膠製小球中抽

選一個，再按編號回答有關的健康問題，結果反應不

錯。此外，我還有機會進一步發揮所學，與健康學會

的成員合演一齣探討吸煙禍害的短劇，而我在劇中飾

演老師一角和擔當宣傳的工作，在台上向同學說明活

動的詳情。最後，我們又有機會在水果周期間，藉着

在中午派發水果，讓同學了解多吃不同水果的益處。

回顧這些深刻的片段，看見校內同學比以往更注重健

康，我感到十分欣喜，還嘗試勸家人戒煙。

健康學會（康樂）

趙偉焜（廠商會中學　中六）

在過去一年，我所屬的健康學會籌

辦了兩項大型活動，包括響應香

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推廣無煙生

活信息，以及藉開心「果」日活

動宣傳健康飲食的重要。參與的

過程讓我增進對吸煙的禍害及吃

水果的益處的認識，當中不少新

知識更是我們未聽聞過的；我覺得有趣之餘還能將這

些知識向全校師生分享，讓大家知道如何維持身體的

健康。當初獲選為學會會長時我覺得壓力十分沉重，

懷疑自己能否擔此重任。然而，就職後我卻發覺要面

對的並不如想像般沉重，這並不是因為學會的工作量

不多，而是因為我能獲得一群很好的會員和老師的支

持。回想每項活動由計劃到實行，大家都全力協助和

分擔彼此的工作，而每當我遇到困難和感到壓力時他

們都會開解我。我知道其實自己並沒有將會長這崗位

做得很好，還偶爾做出一些令人費解的行為，但很感

謝會員及老師們的包容和支持，讓我過去一年過得很

充實和愉快。

健康學會（會長）

關偉倫 （廠商會中學　中六）

過去一年，我修讀了新高中

的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和

體育選修科，亦是健康學會

的幹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作為流感疫苗注射日的

工作人員，充份體驗到推

廣健康的不同層次和難度。

站在前線在校內與老師一同促進健康，履行健康

的使命，令我感到十分榮幸。

健康學會（幹事 ）

何泳彤（德雅中學　中三）

在過去一年，我曾擔任校

園健康大使，在校內推廣

健康知識。活動中透過壓

力測試，能讓我更了解同

學的煩惱來源。量度血壓

和脂肪比例都讓同學對自

己的健康增加了解。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五十團（高級服務隊長）

張偉瑞（廠商會中學　中六）

健康大使（主席）

透過推廣不同的健康活動，包括向父母親致敬、無煙雙周、水果日等，令

我感受到健康是無價和珍貴的，也是個人必須履行的責任。當中除了令我

關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外，更關心到同學、朋輩和老師的健康，亦使我理

解到要達至全人健康非一朝一夕，必須持守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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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婉詩（德雅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曾擔任校園健康

大使副主席，主要策劃不同主題

的健康活動，如心臟健康、愛

滋病、健康飲食等，再配以健

康檢查，如量血壓和計算BMI，

向校內同學、老師及校工提供

簡單的身體檢查及推廣不同主

題的健康訊息，讓同學們重視健康。因校園

健康檢查（校健）平均為每兩個月一次，有時會令

同學感到厭倦，所以每次校健都會更換不同主題，

當中我會搜尋不同的健康資訊，再與委員們制定相

關活動，使我了解更多新的健康認識。此外，校健

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學以致用，將學到

的健康知識回饋同學，既幫助別人，自己又感到滿

足，這是在參與健康推廣中才會領略到。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五十團（高級人事隊長）

方子癸（德蘭中學　中五）

我很高興能夠在過去一年參

與學校的健康推廣工作。在

推廣活動中，我所擔任的崗

位是總務，其主要職務是購

買活動所需要的物資。這雖

然看似是個可有可無的角

色，但若果沒有了這崗位，

活動就沒法順利完成。另外，在過去一年，在校內

也舉辦了不同的活動，例如：攤位遊戲、展覽等

等。我覺得舉辦這些活動很有意義，可以令同學了

解更多，而我在過程中也能增進知識。我負責的攤

位的內是讓同學透過遊戲認識如何關懷精神病康復

者。同學們熱烈的反應使我倍感滿足，而我自己亦

從中對精神病康復者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希望大眾

消除對他們的誤解和歧視。

健康教育組（總務）

馮子慇（德蘭中學　中五）

在過去一年，我首次參與籌劃健康

推廣活動，例如「反歧視精神病康

復者A4文件夾設計比賽」，讓我們

認真考慮自己應抱着甚麼態度去

對待精神病康復者，又在健康周

設立攤位遊戲和展板，推廣精神

健康和介紹一些與青少年有關的精神症狀，例如飲

食失調。我們希望同學們不會因過度注重體形而影

響健康，也希望喚起大家對精神健康的關注。擔任

這崗位需要思考如何藉由推廣活動讓同學更了解健

康。起初難免有一定的難度，但經過一年，我亦開

始掌握箇中的要領，就是要充實自己，因為惟有當

自己對健康有一定的認識才能有信心將健康信息推

廣給他人。因此，我十分慶幸能有這機會了解和推

廣健康的重要性。

健康教育組（主席）

黃煊彤（德蘭中學　中五）

我過去一年在小組擔任文書一

職，負責記錄會議的重點，從而

讓老師和同學們清楚了解會議的

內容和重要決議。我非常榮幸參

與健康推廣。健康對每個人都

非常重要，但卻往往被忽略，

而我們的角色正是提醒他們注意健

康。在健康周裏，我們特意設計了一些攤位，期望

令同學們藉遊戲吸收到一些健康知識。參與健康推

廣後，我比以往更能注重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和飲食

習慣，我更學到一些精神健康的知識和放鬆心情的

方法，又有機會深入了解一些精神病的起因，令我

受益甚多。

健康教育組（文書）

黃婉婷（德雅中學　中五）

我們會定期在校內開設校園健康站，讓師生們量度自己的身高、體重和血壓，而

會就每個人不同的數據作簡單的建議，以確保他的身體狀況能維持或有所進步。

每次校園健康站均會有不同健康主題，如流感傳染。這可使師生在了解自己健康

情況同時獲得其他健康知識。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五十團（總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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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兆俊（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五）

身為健康軍團成員，主要負責

協助老師推廣一系列與健康與

環保教育有關的活動，包括校

園綠化計劃、環保校園回收計

劃、愛無煙校園計劃等。透

過這些活動，不但學到很多

終身受用的健康知識，更能

鼓勵同學培養良好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健康軍團
林嘉�悅（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四）

在過去一年，我參與學校「

健康大使培訓組」，成為

種子組員，協助老師推動

健康與環保活動，包括製

作健康教育展板、宣傳傳

染病預防、參與「地球一

小時」、「最綠聖誕十二

月」自備耐用餐具，不用塑料瓶等活動。在綠色環

保日當天，我和全校師生也一起貼上了綠色環保的

貼紙，推動使用耐用水瓶的訊息。

健康大使培訓組（健康大使）

劉綽盈（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三）

過去一年，我參與學校「健

康大使培訓組」，成為種子

組員，協助老師推動健康

與環保活動，包括「校園

水果推廣計劃」、「Green 

M o n d a y 」 、 「 無 膠 樽

日」、「廢紙回收」等等的活動。

除了鼓勵同學多吃水果，我亦會在校園裏把喝完

的飲料罐和膠樽放進回收箱，而我在影印工作紙

時，大多數都會採用雙面影印。雖然我很少參加

這類型活動，但是我想透過這健康推廣活潑對外

宣傳，因為可令更多人認識健康的好處，又可開

開眼界，亦可學習更加多新概念，所以我會以這

活動作為一個開始，支持健康生活，努力地去令

到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健康的家庭和身體。

班長／健康大使
譚慧琦（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四）

在過去的學年裏，我參與學校「健康

大使培訓組」，成為種子組員，協助

老師推動健康與環保活動，包括校園

水果推廣計劃，當中有一個叫「滋

味水果日日食」活動，這個活動是

鼓勵老師和同學帶一份水果與其他

人分享，減少吃不良小食，而Green 

Monday是鼓勵大家逢星期一吃素，多菜少肉，既健康、

又環保。除了自己參與外，我也有向其他同學推廣這個

些活動的意義，鼓勵他們吃得健康。

健康大使培訓組（健康大使）

鍾希彤（德蘭中學　中五）

我在健康周負責統籌其中一項活動，負責設計一個關於推廣精神健康的攤位遊戲

和展板，有鑒於時下青少年在學業方面遇上很大的壓力，我們希望可以向同學分

享如何藉運動和正面的思考方式去放鬆心情，以減少壓力。在整個過程中，我不

但學到統籌任何活動實在需要各個成員通力合作，還學會如何減輕壓力，因為我

是個中五生，所遇到的學業壓力就更大，然而，這些為他人服務的經驗不但可以

教導他人加深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我自己也獲益良多。

健康教育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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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鎧夷（麗澤中學　中五）

我於上學年在學校的公益少年

團擔任副主席，公益少年團在

校內以服務同學為任，提高同

學們對社會及個人的認識，讓

同學們從而學習關懷他人及社

會的需要，如去年公益少年

團在校舉辦舊書義賣活動，

透過活動以提高同學們的善

心，引起同學們對社會服務的關注，從而促進同學

們對社會服務的參與，關懷社會及幫助他人。

公益少年團（副主席）

譚鎧淇（麗澤中學　中五）

在學校義社擔任副社長，

參與了路透會的啦啦隊訓

練組織。在訓練時促進了

同學們的友好相處，幫助

創建和諧校園，並且在

同樂日參與籌備工作，

在活動當值時感受到同

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義社（副社長）

從以上真摯的分享我們不難發現，透過服務他人，這些學生能將日常所學的健

康知識加以深化，並能從個人、班級以至全校角度，探討兒童與青少年的健康促進

需要，繼而策劃一些改善方案和推廣活動。這群健康軍團在所屬的學校，透過教師

為他們提供的各種機會，從日常當值、宣傳健康資訊、遊戲設計，以至策劃形形色

色的健康活動，充分發揮推廣大使的角色。他們的努力不但為校園健康促進帶來裨

益，對於鞏固他們自身的健康知識與態度，以至提升自信心、溝通與協作能力、解

難能力、責任感和對學校歸屬感等方面，都帶來正面的影響。我們期待更多學生加

入健康軍團，成為校園健康促進的新力軍！

鄧灝朗（麗澤中學　中五）

我在過去一年參與了領袖生服務，包括協助學校舉辦活動，及於平

日保持秩序，促進校園和諧，讓學生和老師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去參

與活動。我擔任這個崗位能與整個領袖生團隊一起促進校園安全，

使學生之間和師生關係更融洽，令我校更健康，令同學更加喜愛學

校及加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領袖生（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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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　2013/2014年度得獎學校名單

金獎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崇真書院

銅獎

孔聖堂中學

光明學校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新會商會中學

寶覺分校

（以校名筆劃序）

銀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閩僑中學

德蘭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66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黃玉娟主任 （新界東）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胡嘉嘉老師 （新界西）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李柏燊老師 （新界東）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卜嘉琪主任 （新界東）

廠商會中學　　　　　　　　　王頌華主任 （九龍西）                

（以校名筆劃序）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仁德天主教小學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聖公會主恩小學

樂華天主教小學

（以校名筆劃序）

 2012/13-2014/15年度

積極支持「健康校園約章」

簽署行動之學校名單　

2014/15年度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支部及支部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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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

何炘曈、易　晉、張展圖、陳嘉樂、練靖儀、黎嘉瑩、譚雲朧、李家呈、徐焯安、張鈺瑩、黃詩穎、 

司徒依諾、江希琳、吳藹蒑、李芷澄、幸珞妡、黎洛汶、鄺祉瑋、譚樂瑤、Dasilva Cayden Anthony、 

司徒仲軒、陳子嘉、黃梓諾、吳健源、李洋洋、游鴻杰、溫仲軒、何玉珊、徐鈺怡、梁承智、郭鎂然、 

楊靖欣、葉芷儀、廖歷奇、潘依妍、周曉楠、鄧芷欣、王詩雅、張潔雯、劉懿樂、譚竣文、鄭嘉慧、　

吳柏賢、陳詠琳、林詠芝、陸秀兒、王慧莊、李嘉曦、施梓鈺、黃鈞翰、Rehman Samaira、梁梓熙、

鄧銘欣、譚皓燁、周凱瑩、周詩穎、柳杏兒、鍾玓穎、吳玟蓁、袁尚成、陳秀儀、陳盈因、何鈞蕎、　

胡曉沂、梁匡賢、黃雅穎、余倩欣、陳穎珩、楊琅珵、王瑋婧、杜欣桐、招慧欣、蘇超妍、李韻姿、　

陳曉淇、賀鎧浚、關天蕙、方嘉兒、林嘉琦、高綽晞、鍾卓琳、黃明慧、楊樂琛、葉浩晴、廖穎欣、　

李貴顯、謝尚樺、林浩文、符文靜、盧泳均、林楚庭、黃彩儀、賴羚兒、黃子軒、湯迪鴻、鄭倩欣、 

楊巧霖、鄺恩桐、盧雪穎、林進華、馬錦超、陳晉賢、鄧俊熙、Losa Piyaphan、何楚瑩、施津泱、 

許心政、朱羨桐、洪嘉聰、簡逸揚、譚恩愉、孔愛詩、冼頌恩、梁瀜允、黃詠瑜、黃莉莉、黃瑩瑩、 

錢雅萱、謝穎恩、翁汶悅、張靄儀、謝杏薇、李靜怡、彭凱悅、黃詩詠、溫美莉、蕭詠琪、戴芍賢、 

郭詠瑤、陳若曦、黃麗詩、關紫晴、曾楚雯、馮家燁、歐佩芝、謝雅雯、梁展榮、陳家瑩、陳詩慧、 

鍾映蓉、呂秀盈、林卓軒、連　心、陳雪欣、何彩瑜、李柱鋒、高銀苑、梁子晴、周麗明、楊芷慧、 

翟穎霖、劉栢楠、李穎妍、陳嘉慧、錢傲生、蘇浚翰

中學組

呂卓諺、連樂君、陸雨晴、葉朗澄、徐嘉琪、馬銘康、曾可瑩、曾慧鳴、廖詩琪、鄧依婷、鄭華芳、 

譚穎晴、汪書榕、彭穎彤、鄧雅文、蘇嘉威、林尚盈、林錦玲、陳妍霓、李梓樂、莫偉匡、李恒瑛、 

金家俊、潘逸心、甄曉澄、蔡明桂、謝德寶、吳樂軒、柯穎淳、陳君臨、薛偉恒、謝綽縈、蘇德穎、 

梁愷怡、梁志航、莊鍶蕓、廖振峰、沈煒軒、趙偉成、林凱兒、馬穎敏、明湛杰、黃佩敏、黃曉晴、 

羅詠琳、呂羿誼、周鎧琪、梁佩瑩、賴雪兒、郭靜婷、陳靜琦、司徒玫蔓、梁樂瑩、陳朗盈、黃廣茹、

何采靜、吳家瑜、林泔彤、張秀英、丁紫珊、周美君、馮嘉琪、劉小燃、邱偉杰、劉育燊、蘇希霖、 

何灝恩、林穎兒、許銘鴻、陳芷晴、陳可頤、董皓霖、龍穎瑜、蘇子晴、巫麗娟、陳雅盈、朱晓莹、 

張萬軒、賴曼婷、李嘉玲、周佩雯、鍾　行、雷家睿、甘浚豪、黃卓賢、黃亭熙、陳秀華、陳嘉軒、 

樊樂思、曾詠詩、謝嘉賢、關涴琳、陳巧怡、陳敏禧、李正乾、林啟悅、林瑞玲、陸獻欽、王家僖、 

林毅棋、胡亮文、凌永麒、張偉瑞、黃孝文、趙偉焜、關偉倫、何泳彤、黃婉婷、黃婉詩、方子癸、 

馮子慇、黃煊彤、鍾希彤、呂兆俊、林嘉悅、劉綽盈、譚慧琦、鄧灝朗、譚鎧夷、譚鎧淇

（以校名及學生姓名筆劃序）

2014/2015年度學生健康軍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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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  優質教育基金委託推動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令活動得以圓滿舉行。

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葉蔭榮先生蒞臨主持頒

獎典禮並惠賜訓勉，實增榮寵。我們謹代表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向所有為本活動提

供協助之人士致誠摯之謝意，包括︰

•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聯合情緒健康育中心

•   每位曾接受訪問和參與拍攝活動的學校

•   所有透過文章、展覽的分享學校

•   協助帶領宣誓的學生

•   參與分享的健康軍團代表

再次感謝所有嘉賓及與會者的投入參與，並與我們交流您們對校園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

的寶貴經驗，為活動增添意義和光采。我們亦希望成為你們的盟友，一起推動香港健康

促進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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