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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於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發展擔當非常重要

的角色，校園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學生的健康亦會產

生影響，例如健康教育課程和活動、校園環境衛生

和安全、健康飲食和運動的推廣、關愛文化的建立

等。過去20年來，不少國際組織、教育和衛生部門

及學術單位紛紛發展不同形式的學校健康促進策略

和研究，探討如何增進學生的全人健康、幫助他們

學習和均衡發展。

有見及此，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和香港防

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合辦“健康校園計劃2010”，目

的是要幫助學生達致生理上、心理上及社交上的良

好狀態。重點在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建

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

抗拒誘惑的技巧等。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鶴山市教育局協辦“健康

校園計劃2010”活動，於2010年2月開始在我的

家鄉 —— 鶴山市展開，至今已舉辦了多個健康培

訓課程，包括有「無烟校園」、「運動健康」、

「環境衛生」、「壓力與健康」及「生命教育」

等。這都是市民大眾關註的健康問題，相信計劃可

以將有關的正確健康知識，透過接受培訓的老師帶

給各位同學，從而共同努力建造一個「衛生」及

「環保」的健康學校，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同

時，亦期望喚起大眾認識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而能

身體力行去響應、推動、實踐這個計劃。

活動在鶴山市開展得很好，並取得了非常圓滿

的成果，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標。在今年10月12

日，我們就趁著這個計劃的閉幕禮，舉行“健康校

園計劃2010”比賽，讓參與者透過理論和實踐，顯

示他們所學。為此，我們組織了代錶團來到這裡，

出席活動的閉幕禮，並實地瞭解師生們掌握所學所

識的情況。

李鋈發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主席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常務會長

前言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主席

李鋈發先生

結果，我們參觀整個比賽的過程，感覺真是十

分精彩，參賽的同學都很用心地分別以認識壓力來

源及減壓方法的「壓力與健康」，及瞭解人際關

係和溝通技巧的「生活技能教育」這兩個不同主題

策划健康校園計劃書。雖然大家對健康校園的理念

和實行方法都有他們各自的意見，其中有不少的建

議，可以作為我們日後再舉辦同類型活動的參考。

計劃得以順利完成，並有效地加強了香港及內

地在健康教育工作的密切交流，我們非常感謝鶴山

市教育局和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的大力支持。

正如之前所說，鶴山是我的故鄉，所以我們決定這

個有意義的活動，“健康校園計劃”就在鶴山市啓

動，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不單只在廣東省

內各市推行這個計劃，還會伸延到其他省份，甚或

全國，務求將健康的訊息廣泛宣揚，讓更多的人受

益。

讓我再次感謝各位嘉賓的遠道而來，積極支持

和參與這個別有意義的活動及各有關部門、導師、

教師和同學。

並祝願大家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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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能在自己的家鄉鶴山市推展

健康校園計劃2010，本人謹代錶本計劃的

協辦機構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十分感

謝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及 鶴山市教育

局對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的熱誠。

健康校園計劃過去在香港推行得十分成

功，參與的學校無論學生或老師都能在個人

及環境健康上獲益良多，所以我們希望健康

校園計劃的理念能在不同地方持續地推展，

本年度我們在鶴山市能成功地推行此計劃，

其中舉辦了多個健康培訓課程，包括「無烟

校園」，「運動健康」，「環境衛生」，

「壓力與健康」及「生命教育」等。這些課

題都是社會所關註的健康問題，相信本計劃

已經在這些範疇上將正確的健康知識帶給各

位師生們。

我們更舉辦了健康校園計劃2010的比

賽，比賽過程十分精彩，參賽的學生都很用

心地設計不同主題的健康校園計劃書，然而

他們對健康校園的理念和實行方法都有自己

的看法，很多內容更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李紹鴻教授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副會長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李紹鴻教授

序言

其實老師和學生們都會為教務和功課忙

碌，而疏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健康的生活

可減少生病或染上長期病患。希望在本計劃

推行的過程中能鼓勵你們身體力行，培養良

好的生活習慣及實踐健康生活。

最後，本計劃得以順利完成，並有效地

為香港及內地在健康教育工作上得到密切的

交流。本人要多謝鶴山市教育局及灣仔中西

區工商業聯合會的熱心支持。在未來，本人

很希望「健康校園計劃」能繼續曏外推展，

目標在廣東省其它市內推行，繼而申展至

其它省份，甚至希望在未來能在全國大力推

展，不斷地將健康的訊息傳播出去，令更多

學童及教師們獲益。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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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鶴山市教育局副局長
鄧繼明先生

由市教育局、香港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聯合舉辦的

鶴山健康校園計劃2010培訓活動，經過八個月的課程培訓和實踐活動，已圓滿結束。

健康校園計劃是世界衛生組織積極推廣的計劃，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校園健康及

全民健康為目的。這次活動是香港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

會、鶴山市統戰部、教育局、中小學加強交流、增進瞭解、積極合作的一次成功的嘗

試。本次活動以紀元中學、古勞中學、市職業技術高級中學和沙坪一小為試點學校，由

香港教育、健康、醫務等行業專家導師分四期對教師進行了健康校園政策指標、無烟校

園、飲食與營養、運動知識、環境衛生、壓力與健康、生活技能教育等課程的培訓，然

後由教師根據學校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培訓學生。在不斷的學習、培訓與實踐的過程中，

廣大師生個人健康技巧得到發展，樹立科學的健康觀念，自覺維護健康校園環境，參與

及推廣社區活動，訂立健康校園計劃，積極創建和諧、文明的健康校園，收到了一定效

果。

在此，謹代錶鶴山市教育局、鶴山市中小學校對香港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香

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錶示衷心的感謝！對支持和參與鶴山健康校園計劃的各位香港貴

賓、各位領導錶示衷心的感謝！對不辭勞苦、辛勤授業的

各位專家導師錶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我們願與各位貴賓朋友攜手合作、共同進步，共享和

探討健康教育發展的最新成果，為促進學生健康、校園健

康和全民健康做出我們應盡的貢獻。期待著下次合作。希

望各位貴賓常來鶴山，一如既往關心、支持鶴山教育事業

的發展。同時，也希望紀元中學等四所學校繼續開展和探

討健康教育活動，並將成功的經驗輻射到全市中小學，進

一步促進我市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最後，祝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身體

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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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健康校園計劃是世界衛生組織積極推展的計劃，而廣東省鶴山

市非常關註公共衛生教育及健康推廣，因此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

會、廣東省鶴山市教育局與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合作組成健康

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攜手推廣「健康校園計划」，以促進學生身

體、精神健康以達致社區健康為目的。

六大綱領：
1. 訂立健康學校政策 4. 改善個人衛生習慣

2. 設立健康學校環境 5. 推展健康社區環境

3. 發展個人健康技巧 6. 社區的參與和行動

八大題目：
1. 健康校園政策及指標 5. 環境衛生

2. 無烟校園 6. 壓力與健康

3. 飲食與營養 7. 生活技能教育

4. 運動知識 8. 生命教育

形式：
由香港教育、健康、醫務等專家與其它導師在二零一零年期間進行每兩個月一次「健康大使」培

訓班，集中培訓學校教師成為「健康大使」，完成後由「健康大使」培訓學校所有學生。

獎勵計劃：
設立健康校園計劃比賽，令學生更積極參與計劃。得獎者獲發榮譽獎座及獎金港幣一千元。

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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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時間錶

三月十八日

健康校園計劃2010啓動典禮

13:30 歡迎辭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主席　　李鋈發先生

13:35 致辭

﹝一﹞鶴山市教育局副局長   鄧繼明先生

﹝二﹞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李紹鴻教授

13:50 啓動儀式 + 頒發委任狀

13:55 致送紀念品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副主席　　李寶明先生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主席　　梁仲清先生

健康校園計劃2010培訓課程﹝一﹞

14:00 健康校園意見問卷調查之分析

嘉賓講師　　關定輝先生

14:15 健康校園政策及指標

嘉賓講師　　關定輝先生

15:15 推行健康校園的成功經驗

嘉賓講師　　申龐得玲女士

16:00 介紹健康校園計劃2010 (鶴山市)

顧問　　陳英儀小姐

16:20 健康生活模式

首席導師　　區炳麟先生

16:40 如何有效推行健康教育

導師　　何錦培先生

17:00 問答，交流及總結

副主席　　李紹鴻教授

三月十九日

會議及參觀學校

09:30 會議

討論有關八月至十月工作時間錶，課題及導師的安排

10:30 參觀兩間學校:

紀元中學及古勞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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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14:00 – 17:00 課室(甲)：無烟校園 課室(乙)：飲食與營養

主題： 如何在學校推行禁烟訊息 主題： 如何選擇健康食物、  

健康地控制體重

導師： 區炳麟、吳秀英、戚嘉敏、 

黃頌賢

導師： 許惠卿、何錦培

遞交健康學生小組名單及主題

七月九日
2:00 – 17:00 課室(甲)：運動知識 課室(乙)：環境衛生

主題： 運動安全，運動與飲食的配合 主題： 家居及校園的環境衛生質素

導師： 區炳麟、吳秀英、戚嘉敏、 

黃頌賢

導師： 關定輝、何錦培

十月十二日
14:00 

– 

16:45

課室(甲) ： 健康校園計劃決賽

評審委員 ： 李紹鴻  

  申龐得玲 

  區炳麟

  廖嘉齡

司儀 ： 李寶明先生

課室(乙) ： 壓力與健康

主題 ： 壓力指數

導師 ： 陳英儀

主題 ： 壓力來源、 

  減壓方法

導師 ： 吳秀英、戚嘉敏、 

  黃頌賢

課室(丙) ： 生活技能教育

主題 ： 生命教育

短片播放 ： 人際關係及 

  溝通技巧

導師 ： 關定輝、何錦培

即場填寫問卷調查錶 即場填寫問卷調查錶

16:45 

– 

17:15

閉幕典禮

致辭

　李寶明先生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秘書長

致辭

　鄧繼明局長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總結

　李紹鴻教授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

致送記念品

17:15 

– 

17:30

健康校園計劃比賽頒獎　　　　　　司儀：何錦培先生

頒獎嘉賓：

李紹鴻教授　　鄧繼明局長　　梁仲清主席　　李寶明先生　　關定輝先生　　

李婉清女士　　廖嘉齡醫生　　申龐得玲女士　　陳英儀女士　　區炳麟先生

十月十三日
10:00 

– 

11:00

期終檢討會

檢討及討論日後跟進事宜

主持：李紹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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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簡介

八大題目：

1. 健康校園政策及指標

內容： →如何有效地推行健康校園 

→健康校園的重點

2. 無烟校園

內容： →認識吸烟的害處

 →如何在學校推行禁烟的訊息

3. 飲食與營養

內容： →認識主要的營養素、食物標簽及卡路裡

 →肥胖與飲食的關係

 →認識學校膳食的營養指數

4. 運動知識

內容： →運動常識與認識帶氧運動的好處

 →運動與體重的關係、伸展運動與活力操示範

5. 環境衛生

內容： →學校及家居環境的衛生

 →環境與健康的關係

6. 壓力與健康

內容： →認識老師與學生壓力的來源

 →如何處理壓力

 →學習簡單的減壓及松弛運動

7. 生活技能教育

內容： →如何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

 →老師/家長與學生的相處方法

8. 生命教育

內容： →青少年壓力起源及適應

 →青少年的溝通技巧

 →家長親子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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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計劃比賽詳情

A) 進行模式:  

i) 由四名學生為一組合作設計一項與八大題目有關及具創意之計劃書，並撰寫摘要及口述報告。

ii) 此計劃書由學生撰寫及設計，另由一名帶領老師協助制作及給予意見。

iii) 入圍小組進入決賽，並於2010年10月12日曏健康校園計劃2010評審委員口述計劃詳情。

B) 獎項:  

冠軍小組及其帶領的老師將獲發隊制榮譽獎座及每位獎金港幣一千元﹝每隊合共港幣五千元﹞，

並邀請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到香港參與「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學術會議中分享計劃內容，推展細

則及領取獎項。

C) 健康校園計劃2010比賽日程:

2010年5月14日 發邀請函及參加細則予四間學校參與「健康校園計劃」

2010年7月31日或之前 遞交「健康校園計劃」計劃書

2010年8月31日 評審小組審閱所有計劃書並選出當中獲最高分數的首四組進入決賽

2010年10月12日 健康校園計劃決賽，入圍小組需口頭演述計劃內容及推展細則

評審委員選出冠軍小組

D) 計劃評選准則

計劃內容將會根據以下項目評分

• 內容（符合計劃之目的及宗旨，具實用性） 30%

• 原創性 20%

• 錶達技巧（計劃書及摘要內容和口頭演述） 20%

• 對地區的貢獻 20%

• 團隊精神 10%

E) 初賽評審小組：

陳英儀、李寶明、吳秀英、戚嘉敏、何錦培、黃頌賢

F) 決賽評審委員：

李紹鴻、申龐得玲、區炳麟、廖嘉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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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結果

名次 主題 學校 學生 帶領老師

冠軍 身心釋放 擁抱健康 古勞中學 李嘉敏、關芷瑩、
梁妙韻、呂曉君

黃燕芳

亞軍 攜手共建緣色校園 古勞中學 任秀儀、馮永儀、
溫舒婷、馮嘉欣

黃梅貞

季軍 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 古勞中學 冼俊傑、馮穎茵、
馮欣穎、呂潔瑩

溫澤宇

優異 優化環境，健康成長 沙坪第一小學 鐘穎彤、何玫萱、
吳騏睿、陳嘉豪

劉富開

文明進步 無烟校園之PET計劃 鶴山職中 黃曉秋、馮秀芬、
梁儀儀、李俊華

黎培源

文明進步 環境衛生 沙坪第一小學 楊釗、李泳浩、 
楊宇明、林璐

李華湘

初賽入圍 講究衛生，健康與我同行 古勞中學 王敏貞、麥雪卿、
易曉敏、李嘉敏

麥仲賢

初賽入圍 健康飲食在學校 沙坪第一小學 馮嘉鴻、施穎怡、
麥仁傑、易彤

陳碧儀

初賽入圍 飲食與營養 沙坪第一小學 溫宇琪、鐘哲瑜、
張綺瑩、呂思源

任坤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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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季軍及其它優異獎摘要

冠軍：“身心釋放、擁抱健康”
古勞中學

一、前言

在目前教育體制下，中學生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心理問題越來越多，有時發生的極端行為震驚

這個社會。根據在校內學生進行的調查，睏擾學生最大的心理問題是甚麼？最大的壓力來自學習成

績。有的學生因為成績不好，更多學生覺得功課多了，又面臨著昇學壓力，在心態上不能做到及時

調整，適應新環境能力弱。過分溺愛 讓他們普遍存在的“易脆弱”心理問題：意志力很薄弱，敏感

而脆弱，心理承受力和受挫力較差，調節情緒與行為能力也最為欠缺。因此我認為正確處理青少年

心理壓力問題才有利於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

二、目的

讓學生認識壓力的來源，壓力的危害，學會如何應對壓力，學會釋放壓力的途徑和方法。使他們

更好地把自己投入到緊張的學習與生活當中。

三、方法

首先組建校園健康小組，組員有：李嘉敏、關芷瑩、呂曉君、梁妙韻。制定計劃主題“身心釋

放，擁抱健康”，是關於壓力和健康的問題。

接著制定計劃的內容，並在學校內、校外小區開展、推廣計劃。

推廣方法與流程：

1、 每月開設一節心理健康教育課。

2、 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進行跟蹤監控。

3、 開展專題知識座談會：邀請心理咨詢老師進行關於“減壓”的健康知識講座。

4、 完善心理咨詢室，讓學生有釋放自己的地方。

5、 設立心語墻。

6、 招募志願者擔任健康大使，並成立傾訴吧。

7、 開展“輕鬆校園”減壓活動：  

通過學校各年級組、各學科科組和體藝科組，在我校的下午的大課堂開展各項文藝活動，

如：趣味運動會、舉辦各種游園活動、每學年舉辦的“才藝show”、 燒烤活動等。

8、 成立瑜伽小組：適當地做瑜伽，利於緩和心境。

9、 分享心得會。

10、 與家長、小區居委聯繫，加強心理健康活動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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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

我們通過舉行一系列的活動，經過調查，

89%以上的學生，壓力得到明顯減輕。正確對待

學習成績壓力時，能調整心態，更多地看到自己

的進步，肯定自己努力、盡力的過程。在人際關

係處理過程，學會交流溝通，與人合作。但也有

7%的效果一般，4%的效果不明顯，這要求我們

必須把計劃和活動繼續推廣下去。

五、結論

在開展一段時間的推廣活動後，學生的壓力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初步知道釋放壓力的方法。但關

鍵還在於計劃的繼續推廣，堅持做下去，這有賴於教育單位機構的重視和支持。希望我們會看到學

生更多的笑臉，更加輕鬆地面對工作、生活中的各種壓力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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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攜手共建綠色校園”
古勞中學

健康校園計劃在古勞中學校園展開後，我們小組擬定了以“攜手共建綠色校園”為主題的健康校

園計劃。我們為甚麼要以這個主題開展這份計劃呢？同學們都渴望擁有一個舒適、健康的學習生活

環境，那麼就需要我們行動起來，從身邊的點滴做起，做保護校園環境的“綠色小衛士”。

在開展計劃前我們在校園內進行了關於亂扔垃圾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偶爾亂扔垃圾的占了

62%，經常亂扔垃圾的占了24%，而沒有亂扔垃圾的僅僅占了14%。這一切都顯示了同學們的環境

衛生意識非常薄弱，與我們的健康校園極不相稱，也給我們的健康校園帶來了危害。所以我們決定

在學校開展這份計劃。

我們計劃的目的主要有三點：第一，讓環保、生活、健康等思想認識深入人心，使同學們養成講

究環境衛生的良好習慣，增強學生愛護校園環境的意識，使學校環保活動更加順利地開展。第二，

引導同學們從小事做起，從身邊的點滴做起，做保護校園環境衛生的“綠色衛士”。第三，打造綠

色校園，喚起同學們的責任感，並積極加入到保護校園環境的青少年志願者活動隊伍中來。

開展計劃之初我們在校園內進行了宣傳動員工作。第一是對全校師生發出“我的校園，我環保

“倡議書。第二是發起全校師生參與“我的校園，我環保”承諾日，並在印有“攜手共建綠色校園

的橫幅上簽名"。第三是各班深入開展“打造綠色校園”，爭做文明學生"的主題班會，並出了一期板

報。第四是派發愛護環境衛生宣傳小冊子、傳單和通過學校的宣傳欄、廣播等宣傳環保知識。

我們小組在學校宣傳了之後，還舉行了一系列活動。首先，在學校開展了“攜手共建綠色校園”

金點子徵集活動。接著，學校開展全校性衛生大掃除活動，確保全校師生能夠在一個干凈衛生整潔

的環境下工作和學習。第三，我們計劃小組在校公開招募環境衛生志願者，並開設衛生監督小組，

對破壞環境的不文明行為發出提醒與警告。第四，我們學校舉行了環境衛生知識知多少競賽，形式

是以班為單位進行，通過讓同學們做一份競賽試卷，在樂趣中瞭解環保知識。第五，我們小組連同

校醫開展了環境衛生知識講座，知識講座的內容包括紅眼病、流行性腮腺炎、流感等。第六，學校

強化衛生打掃與檢查評比制度。第七，我們學校將開展“創意無限，巧手變寶”環保手工制作比

賽，鼓勵同學們廢物利用，舊物改造。第八，我們學校將會開展“定格綠色瞬間，留住魅力色彩”

環保攝影比賽。第九，與政治科組共同組織學生調查學校周邊的環境或居住社區的環境衛生狀況並

寫成調查報告，曏當地政府部門提出建議，並曏當地居民派發宣傳單張，宣傳環保知識。第十，我

們學校將會開展小手拉大手活動。在家長會上，班主任親自把學生寫給父母的衛生箴言和“小手拉

大手，美化大家園”的倡議書交給每一位家長，讓學生的“小手”拉出家長和其它群眾的大手，為

環境的清潔美化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做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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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後，我們的計劃取得了顯

著的成效。我們在開展計劃前和計劃後都做了關於

亂掉垃圾問卷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進行對比。開展

計劃前，沒有亂掉垃圾的同學占了14%，而開展計

劃後增加到30%，經常亂扔垃圾的由原來的24％減

少到18％。除此，我們還在校園內做了垃圾分類、

按箱投放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按箱投放垃圾的

同學占了60%。同學的環保意識增強了，養成良好

的衛生習慣，以愛護校園環境為己任，自覺維護校

園的清潔衛生。

在志願者招募那天，同學們都很踴躍地加入到我們的隊伍

中，同學們都想為我們的綠色校園的建設出一份力。通過全校師

生的努力，我們的校園環境更優美，教學環境衛生有很大的提

高。同學們都能夠懂得環境衛生與健康的關係，懂得預防各種流

行性疾病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註重環境衛生，從而自覺行動起來，

愛護環境，儲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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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
古勞中學

一、前言：

健康校園計劃是世界衛生組織積極推展的計劃，目的是為了促進學生身體、精神健康以達致身邊

的人、家庭和社區健康。由市府、教育局領導牽頭組織，香港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香港防

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聯合在鶴山市部分學校推行此項計劃，香港方面每月派人前來授課。我校是首批

納入健康校園計劃活動的三間學校之一，全市性的此項活動已經於3月正式啓動。

二、目的：

為了進一步推進我校素質教育的實施，促進學生的德、智、體、美全面和諧發展，學校以群眾

性體育競賽活動為杠桿，建立校園“運動與健康”活動的長效機制，激活與創新了學校體育活動，

為學生的團隊意識、組織協作能力、創新能力和健康水平的培養搭建平台。學校堅持樹立“健康第

一”的指導思想，強調以學生主動發展為本，貫徹“健身育人”的教育理念，全力落實“快樂大課

堂”和“每天鍛煉一小時”的要求，在上級領導、市教育局等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各老師與同學同

心同德，開拓進取，努力開展“運動與健康”活動，提高學生的健康水平，為學生終生體育打下堅

實的基礎。

三、方法；

古勞中學是一所鎮級的初級中學，現有24個教學班。我校十分重視體育工作，始終把體育工

作視為學校工作的基礎。學校分別成立相應的領導班子，一個是學校體育工作領導小組，確立了法

人校長為活動第一負責人，由副校長、年級主任和體育教研組長組成了校內體育活動指導小組和檢

查小組。學校運用廣播、板報、班隊會大力宣傳每天一小時體育活動，召開家長座談會，在學校、

家庭、社區、社會營造“每天鍛煉一小時，幸福生活一輩子”的輿論氛圍。讓學生每天大課堂活動

的重大意義更加深入人心，爭取社會的積極支持。通過細緻的思想工作，讓全體教師、學生家長及

學生充分瞭解，學生堅持每天一小時體育活動的必要性。使大家認識到此項活動可以增強學生的體

質，緩解學生學習疲勞，而能培養學生良好的行為、品質、性格、興趣等多項素質。利用學校的國

旗下講話、晨會、家長會、黑板報、櫥窗等宣傳工具和陣地，在學生中樹立“每天鍛煉一小時,幸福

生活一輩子”的成長理念，推進校園“快樂大課堂”活動的開展，切實提高學生身體和身心健康水

平，形成我校體育項目（活動）品牌，構建

“主題鮮明、健康快樂、面曏全體”的學校體

育活動體系。我們從學校的實際出發，創造條

件，突出開展“快樂大課堂“，把體育活動搞

得有聲有色，形成校園內和諧與快樂，健康與

發展的新格局。同時，層層落實，夯實學校群

體基礎，逐步形成我校體育特色，不斷發現、

培養競技體育人才，深化“體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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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

在活動中提高同學們對運動的瞭解，認識有氧運動的好處，運動與健康的關係樹立“健康第一、

終身體育”的意識。身體素質得到極大的提昇，在運動中全面提高學生的體育素養和身體素質，使

身體健康不斷改善。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陽光體育運動，豐富我校的大課堂活動，豐富學生的課余

生活，並進一步幫助同學形成良好的鍛煉身體習慣。

五、結論：

我們的老師、同學，工作學習生活壓力雖

然很大，但也不能只忙碌於工作、學習，也應

該擠出時間，走曏戶外，走進自然，開展各種

健身鍛煉，確保運動，充分認識運動對保持和

促進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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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優化環境，健康成長”
鶴山市沙坪街道第一小學

一、前言：

學校是學生長時間活動的地方，育人環境的優劣對學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本計劃以“創

設優美學校環境，令學子健康成長”為主題。喚起學生對學校環境的關註，並通過親身的調查、實

踐，為創設學校優美環境出謀划策，身體力行。

二、目的：

以“優化環境，健康成長”為主題，共同努力創設良好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歸屬感及責任

心，做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

三、方法；

一、精確分工，提高計劃進展的效率

在小組內做好分工，小組成員的分工如下:鐘穎彤同學主要負責健康校園計劃、調查報告及整改

建議的撰寫；陳嘉豪同學主要負責活動過程及調查取樣的攝影；吳騏睿同學，主要負責電腦操作，

包括資料錄入及整理；何玟萱同學，主要負責原始資料的填寫及聯繫相關的單位和學校領導。

二、根據實際，合理安排計劃的進展

以從校外到校內的順序對校園環境進行優化，以每月一主題活動的形式來推開，分別是：8月

份，瞭解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9月份，調查學校的整體佈局；10月份，瞭解及改善學校的綠化環

境；11月份，調查及改善課室的學習與活動環境；12月，調查及改善學校體育活動場所的設施。

三、活動的進展情況

根據計劃書的安排，我們小組在8月開展了第一項主題活動，就是瞭解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在

8月2日，我們小組開展了第一項活動，瞭解一小所處的社區環境。我們先在軟件室上網查找了沙坪

的電子地圖。通過分析，我們發現一小處於舊城區，四面都有馬路，被住宅區和各類商鋪包圍著。

接著，我們親自去學校周圍調查，並將有關數據進行記錄，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依據，並制定了優化

方案。

另外，在9月份開展第二項活動，我們小組先在學校的檔案室，查閱了學校的建築佈局圖。然後

對學校的建築佈局進行了分析，對數據進行了記錄，最後形成了優化方案。

其次，在10月2日，我們小組在校園調查學校的綠化情況，詳細地瞭解各種主要綠化植物的種

類、特性及分布情況，對得到數據進行記錄。

我們對活動取得的成果及進展以櫥窗展覽的形式對外公開，使全校的同學都來關心我們學校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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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成效

在開展這三項活動中，我們獲得很多數據，為我們進行優化學校環境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比如：

在瞭解學校的社區環境時，我們發現學校四面都有馬路，而且在東面和北面有325國道經過，車

流量十分大，不但我們學校的環境影響大，而且對我們學生的安全也帶來很大的隱患。

在瞭解學校的整體佈局時，我們發現學校的佈局動靜分明，較合理。但北座教學樓太孤立，影響

整體佈局的美觀。

在瞭解學校的綠化情況時，我們發現學校的綠化率高，且樹木的種類較多，種植的方式也比較合

理。但我們發現由學校正門到綜合教學樓之間的樓梯綠化較欠缺，顯得單調。東面勤工樓較低矮，

樓頂沒有綠化植物，不能更有效地隔離325國道對我校區的影響。

在前兩項活動中，我們小組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撰寫了優化學校周邊環境及佈局的建議方案（方

案見計劃書中的調查錶）。我們將兩份方案交給了學校行政室。通過學校的努力，我們的計劃取得

了明顯的成效。

每天放學，交警都對學校正門的前進路實行封路措施，使學校的道路環境得到了優化，使我們學

生的安全得到保障。學校加快了對北座與綜合教學樓之間的安全走廊的施工進度，不用多久，我們

學校的整體佈局將會更完美。

五、結論：

通過開展健康校園計劃中的各個主題活動，我們的每一位同學將會加深對學校的瞭解，將會樹立

更強烈的主人翁意識，使我們沙坪一小的環境更優美，更利於我們一小學生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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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進步獎：“鶴山職中無烟校園之PET計劃”
鶴山職中

一、前言：

鶴山職中無烟校園PET計劃於今年5月份在我校正式制定並實施，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面，得

到了學校領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的大力支持，很多活動都能夠順利地開展。我們知道，要推行

PET計劃，必須全校師生眾志成城，萬眾齊心，從學校領導至每一位學生都應該拿出實際行動來響

應PET計劃。

二、目的：

據調查顯示，我校學生有吸烟行為的人比較多，情況比較嚴重。我校深深地認識到，如果再不

對吸烟加以控制，不從根本上治理吸烟這種行為，將會嚴重影響到我校師生的身心健康，不利於

學校的發展，從而愧對社會賦予我們學校的責任。鑒於此，我校決定在宣傳（Publicize）、教育

（Educate）、治療（Treat）三方面下手，來實現 “無烟校園”，並希望通過校園的影響從而實現

“無烟社會”。很多的方法措施都會先以我校作為試點，然後推廣至其它學校和小區。

三、方法；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我校在推行PET計劃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學校領導下發全校禁

烟令、舉行鶴山職中5-31銷烟活動、成立鶴山職中

“無烟大使”團隊、在學校小廣場展示“世界無烟

日”主題宣傳海報、定期利用學校廣播台作有關吸烟

方面的廣播節目、播放“吸烟的危害”主題視頻短

片、開辦戒烟培訓班、開設戒烟診所等一系列工作。

在初賽過後，我們深知PET在社區推廣方面的不足，

因此增加了“戒烟網絡日志瀏覽量PK大

賽”以及“推廣電子烟”。也許是對“電

子烟”的認識不夠徹底，這一條措施引發

了評委的爭議。在此，十分感謝李紹鴻教

授，他對PET計劃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以

及獨到的見解，使我們認識到“推廣電子

烟”的不可行性。

我們對活動取得的成果及進展以櫥窗

展覽的形式對外公開，使全校的同學都來

關心我們學校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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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成效

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PET取得了不

錯的效果，錶現在：第一，在大力宣傳下，許

多學生甚至教師，開始對吸烟的危害有了具體

而深刻的認識。第二，戒烟診所的設立，使得

有戒烟念頭的同學獲得了切切實實的幫助。第

三，凈化了校園風氣。當然，僅僅這點成效是

不夠的，我們最想見到的是在PET曏社會推廣

後會讓全社會都認識到吸烟的危害，並提供行

知有效的方法使人們say no to tobacco。

五、結論：

PET雖然在我校小有成績，但其不足也是顯然

而見的。在面曏小區推廣方面，PET還是做得不

夠，因此今後還需要對PET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

和完善。儘管PET在這次“健康校園決賽”中的

錶現未如理想，但我們會認真吸取經驗和教訓，

仔細參長李紹鴻教授給出的建議，對PET取其精

華，去其糟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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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進步獎：“環境衛生”
鶴山市沙坪街道第一小學

一、前言：

進入新世紀，新能源、低碳生活、綠道建設等新概念不斷在我們小朋友的眼前掠過，同時冰島火

山灰、墨西哥灣油污、沙士病毒等睏擾地球。在我們成長的校園裡，學校不衛生的現象時有出現，

如：有的學生亂扔垃圾、大小便不衝水、上厠所後不洗手、地面有積水不及時打掃等等，這對學生

身體、精神健康都有壞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註重環境衛生，校園也不例外。我們的環境衛生工

作刻不容緩，為了提高校園環境衛生，我想到了一個計劃，宣傳衛生知識，搞好校園環境衛生，給

師生一個干凈的學習環境。

二、制定環境衛生計劃原因和目的：

在我們成長的校園裡，學校不衛生的現象時有出現，如：有的學生亂扔垃圾、大小便不衝水、上

厠所後不洗手、地面有積水不及時打掃等等，這對學生身體、精神健康都有壞的影響，我們的環境

衛生刻不容緩。培養廣大師生保護環境、講衛生、美化校園的主題意識，致力促進學生身體、精神

健康以致社區健康為目的，開展系列主題教育活動。通過開展校園環境衛生建設，改善了學校環境

面貌，促進了校園風貌和精神文明的提昇，從而達到校園整潔，秩序井然，行為規範，文明和諧。

三、校園環境衛生計劃

1、環境清潔：由各年級各班划片包干負責，做到壁凈地潔，無雜草、無果殼紙屑、無蚊蠅滋生

地，廢紙箱、垃圾桶要保持清潔。實行天天打掃，一週一小掃，一月一次大掃除的衛生制度。校園

環境應達到凈化、美化。地上無紙屑、果皮、烟頭、痰跡、污物、廢物及積水。無枯枝敗葉，無雜

草。墻面、樹木無亂寫、亂畫、亂張貼現象。垃圾存放不裸露並及時清理，校園內無亂搭建、亂停

放現象。

2、辦公室清潔：地面清潔無紙屑、無果殼雜物和無痰跡。窗台干凈整潔，墻面、天花板無污

跡，無蜘蛛網。無灰塵，桌椅、辦公用品等擺放有序，室內要空氣清新。玻璃門窗清潔透明，辦公

桌擺整齊，桌面上不亂堆作業本和有關教學用具。各辦公室的衛生工作每日要有人負責打掃和整

理。

3、教室清潔：地面清潔無紙屑，無果皮雜物，無痰跡，墻面天花板無污跡、無蜘蛛網，玻璃門

窗清潔透明，課桌椅和衛生用具按規定擺放整齊。保持開窗通風，經常保持空氣新鮮。

4、厠所清潔：專人負責打掃厠所，做到天天打掃衝洗每15-30分鐘衝一次水。厠所必須保持整

潔衛生，壁凈地潔、便道無垢物，無蛆無蠅。做到六無：無污垢、無亂塗刻、屋頂無蛛網、地面無

積水、無痰跡、無紙屑果殼。厠所內設有衛生紙、衛生筒，防止下水道阻塞。校醫室或衛生保健老

師負責檢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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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人衛生：註重學生個人衛生及健康。培養每個學生有良好的習慣，學校定時不定時抽查個

人衛生，適當時候在學校開展衛生知識專題講座，使每個學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做到“四勤”

（即勤剪指甲、勤洗澡、勤換衣服、勤漱口刷牙）；“四不”（不亂丟果殼紙屑、不喝不衛生的

水、不隨地吐痰、不隨地大小便）。要求各中隊定期檢查。如發現傳染病，應及時曏校保健教師報

告，做到早防早治。校保健室建立學生傳染病檔案。

6、食堂衛生：廚房餐廳整潔，公用餐具天天消毒，無油膩，生熟食物嚴格分離，並有防蠅、防

塵、防腐設備。食堂所有從業人員必須有健康證，衛生知識培訓合格證上崗；做到“四勤”（勤洗

澡、勤剪指甲、勤理髮、勤換衣服）；並建立食堂工作人員衛生制度。制定食堂衛生標準。學校食

堂必須持有食品許可證。校園內飲水機要定時清洗，更換機芯，以確保師生的飲食衛生。

四、推廣環境衛生的流程和發展：

學校利用校會曏全校師生宣讀校園環境衛生計劃。並曏全體師生發出的倡議書。與此同時，學校

組織開展了九個一活動：

1、 每月舉行一次推廣“校園環境衛生”主題班隊會。

2、 各班提出一句班級環境衛生標語或口號參加學校環境衛生標語徵集活動，選擇其中優秀的

作品製成卡片展覽。

3、 每月觀看一次環境衛生電視教育短片。

4、 開展給一棵小樹掛牌和認養護綠活動。

5、 開展每人一次“校園環保節約，低碳節能體現活動”①步行或和成人一起騎自行車進行健

身鍛煉；②培養學生學會垃圾分類回收③教科書循環使用等。

6、 走進一個社區開展“環境衛生計劃”簽字活動。

7、 倡議全校師生每天少用一個塑料袋，減少白色污染。 

8、 積極參與校園內外的環保活動，在校園綠化的基礎上，倡導師生愛綠護綠，讓綠化活動成

為師生文明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種方式。 

9、 學校結合環境衛生專項整治，“遠離毒品”禁毒活動，預防疾病等宣傳小報，知識競賽，

各種環境紀念日，宣傳活動日，疾病預防日，愛國衛生月等有意義的活動和節日結合起

來，並編印製成富有教育意義的一本小冊子，通過廣泛宣傳，使全校師生可以認識創建健

康環境校園的重要性及真正掌握環境衛生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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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劃的成效

關於計劃一、我們在9月1日新學期開始，在全校範圍內，每一個月都進行推廣“校園環境衛

生”主題班隊會。9月份我們舉行了主題為“健康校園”的班會，培養學生保護環境講衛生的意識，

使我們的校園更加美麗健康。10月份我們將開展“綠色校園”的主題班會，結合校園綠化，提倡學

生愛綠護綠，使之成為一種健康的習慣和生活方式。同學們錶現踴躍，爭相為美好校園出一份力，

承諾以實際行動去美化校園。以後我們將繼續將活動進行和推廣下去。

關於計劃二、我們發動學生制作了一些班級環境衛生標語或口號，學生繪寫制作的標語口號是

“一片綠，一片情，一片溫馨。”“校園美如畫，全靠你我他。”“保護環境，從我做起。”“保

護環境生態，共創美好校園”

關於計劃三、我們通過學校紅領巾電視台在9月和10月份分別播放了兩套環境衛生電視教育短

片，它們是《綠色校園行》《校園保衛戰》，全校學生都認真觀看了這兩部富有教育意義的短片，

並深受啓發，紛紛錶示支持這一活動。

關於計劃四、在鶴山公園和南山公園，有我們不少的同學認養小樹並掛牌護綠，使我們的活動得

到推廣，並在社區中產生較大的反響。

關於計劃五、由於學校和社區周邊交通環境比較複雜，車流人流較多，容易造成環境和空氣受到

污染，我們提倡學生的父母用自行車接送小孩，減少噪音和污染。學校各個角落分別有可回收和其

它回收的垃圾箱，學生將垃圾按照不同的類別進行分類回收，。我們學校早在兩年前已經仿效香港

中小學，每個學期對各年級的術科書進行回收，並且實行循環使用，以後我們將繼續採用這一環保

行動。

關於計劃六、我們通過走訪社區，訪問社區的管理人員和環衛工人，對社區的環境衛生進行摸底

調查，詳細瞭解社區的衛生現狀，簽訂維護社區環境衛生的協議書，並且得到有關人員的支持和配

合。

關於計劃七、每個學期開始，我們的同學都自覺使用布制的環保袋去裝餐具和學習用具，由於都

是耐用環保的材料，我們都大力提倡，減少或不用一次性膠袋。

關於計劃八、讓綠化成為健康生活的一種方式。由本學期開始，學校在校園裡的正門和大樓梯，

都擴大和增加了綠化的面積，使廣大師生時時刻刻都接觸到綠的信息。

關於計劃九、9月和10月通過發動學生制作宣傳小報、舉行環保知識競賽等活動，准備在學期結

束的時候將相關的活動資料編印成富有教育意義的一本小冊子。

六、計劃的結果：

各中隊根據本班學生的特點制定了相應的活動計劃並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同學們利用信

息技術課上網查找資料、到學校圖書室借閱相關資料等形式，開展環境衛生調查，創編環境衛生小

報，每周進行全校衛生評比。在開展“校園環保節約  低碳節能體現活動”---步行或大人一起騎自行

車回校，教科書循環使用、垃圾分類回收，學校為隊員們和家長提供一個節能衛生的交流平台，培

養隊員資源短缺的危機意識，而隊員們體現生活更體現了“保護環境、美化校園”的主題意識。

學校還號召同學們走進社區，開展走進社區環境衛生計劃簽字活動，宣傳環保節能衛生行動的意

義，動員家長和社區居民一起參加學校組織的“環境衛生”活動中，為節約資源出一份力，為創造

一個和諧衛生的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共同建設我們美好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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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參與作品：“講究衛生，健康與我同行”
古勞中學

衛生習慣是一個城市市民素質的體現。是否講究個人衛生，不但反映出這個城市的生活水平，也

反映出這個城市市民的文明程度。對於個人來說，是否講究個人衛生反映出這個人的思想覺悟、道

德水平和文化素質的高低。衛生與健康是生活質量的保證，同時也是社會文明水平的體現。良好的

日常習慣是預防疾病、促進健康最根本、最有效的保障。一場非典改變了人們的衛生習慣，然而人

們錶現出的被動性，讓人無法不懷疑這是否只是一場風波帶來的短暫現象。當風波漸漸平息後，這

些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衛生習慣會不會也隨之消逝呢？所以我們小組組織了講究衛生的專題。

本次活動的目的：

1、 讓衛生意識真正深入到每個同學的心中，使每個同學都樹立起衛生意識，從而能夠愛護環

境衛生。

2、 通過宣傳教育，讓學生樹立健康第一的觀念，明白健康與衛生的重要性，遠離疾病，必須

改掉不良習慣。

3、 營造校園文明氛圍，提高個人素質，促進同學良好衛生生活習慣的養成。

本次活動分三個單元，貫穿整個學期。

單元一：廣泛宣傳，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通過宣傳倡議，發揮校宣傳欄、黑板報、校廣播站、國旗下講話、班會課的作用，使學生瞭解養

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和保護校園清潔的重要性

單元二：活動實施

按以下內容進行

1、 個人衛生知識講座

2、 定四月份為“衛生習慣養成月”，並開展以

“我為校園整潔彎彎腰”為主題的專項活動

3、 開展“洗手日”活動

4、 開展“我來當健康大使” 

單元三：總結評比

結合值周老師及志願者校園監督崗的打分, 通過國旗下講話及早操晨會對活動進行總結, 定期和

不定期地進行檢查等。

 為養成同學良好的衛生習慣，我們充分利用櫥窗、廣播、黑板報、晨會等各種陣地，開展衛生

教育，號召同學們自覺遵守衛生制度，自覺養成衛生習慣，人人爭做“衛生小天使”。要求每一個

同學認真做到“不亂扔果皮紙屑，不隨地吐痰，不破壞綠化及設施”等規章守則，養成良好的衛生

習慣，增強同學們的衛生文明意識，積極營造了講文明、講衛生、講科學、樹新風的氛圍，提高同

學們參與衛生活動的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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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各種活動，同學對健康知識有更多的瞭解，時刻提醒自己要講衛生，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

以前亂丟垃圾、隨地吐痰、便前便後不洗手等不良現象大大減少。

良好的衛生習慣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錶現為一點一滴的生活小事，並時時伴隨在我們的一舉一

動之中。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其實並不難做到，它只需要我們在平日的生活中，保持清潔凈爽，遠

離齷齪骯臟，保持勤勞樂觀，克服萎靡懶散。

3、教室清潔：地面清潔無紙屑，無果皮雜物，無痰跡，墻面天花板無污跡、無蜘蛛網，玻璃門

窗清潔透明，課桌椅和衛生用具按規定擺放整齊。保持開窗通風，經常保持空氣新鮮。

4、厠所清潔：專人負責打掃厠所，做到天天打掃衝洗每15-30分鐘衝一次水。厠所必須保持整

潔衛生，壁凈地潔、便道無垢物，無蛆無蠅。做到六無：無污垢、無亂塗刻、屋頂無蛛網、地面無

積水、無痰跡、無紙屑果殼。厠所內設有衛生紙、衛生筒，防止下水道阻塞。校醫室或衛生保健老

師負責檢查督促。

勤洗手 勤剪指甲 勤換洗衣服 早晚刷牙

是 36.7% 25% 46% 21.2%

否 63.3% 75% 54%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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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參與作品：“健康飲食在校園”
沙坪街道第一小學

在開展“健康飲食在校園”建設過程中，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錶”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

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鶴山市建設健康校園工作精神，努力按照“健康飲食在校園”目標與要求，

搞好“健康飲食在校園”建設工作。通過一個學期的工作和努力，我校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的

工作已初見成效，基本上實現了我們的工作目標，不僅改善了學生偏食、膳食結構不合理，飲食不

衛生的問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孩子肥胖或營養不良等情況。促進了學生的健康飲食行為

的形成和身體素質的提高，有效地增強下一代的體質，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預防和控制了學

生的常見病、食物中毒等發生，現從三方面總結如下：

一、 加強領導，明確分工，保障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工作有效開展

成立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工作領導小組

為保障“健康飲食在校園”建設工作目標的順利實現，成立了以校長為組長，德育室、教導處、

總務處、少先隊負責人共同參與的“健康飲食在校園”工作領導小組，明確分工，各司其職，由膳

食科主任全面負責日常管理工作。學校將“健康飲食在校園”建設工作納入學期工作計劃，並定期

分析研究學生膳食結構和飲食習慣，保障建設工作的正常開展。

二、 加大投入，搭建平台，營造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良好環境

加強校園環境改造，開展“健康飲食在校園”宣傳教育指導活動

為營造良好“健康飲食在校園”環境，學校利用大修的機會，對飯堂及飯堂廚房進行了大修，盡

可能使在校學生更好地獲得與其年齡相符的飲食知識，使他們在促進健康方面更具有自查性和責任

感。每週一開設飲食常識教育課，宣傳健康飲食知識，通過教育逐步使學生樹立健康飲食的科學理

念，培育他們良好的個人健康飲食習慣。

此外，學校還利用廣播、櫥窗、宣傳欄、黑板報等媒體開展形式多樣的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

的主題宣傳活動，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的良好氛圍。

三、 以人為本，提供服務，提昇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的工作水平：

1、加強飲食衛生指導工作

為預防孩子因不註意飲食衛生而誘發的肥胖或營養不良等情況，學校定期組織各級醫療保健機

構，為學生提供基本飲食衛生保健服務，開展體格檢查，合理的膳食結構制定等。堅持為每位學生

建立個人健康飲食檔案，以便於跟蹤瞭解學生身體素質的提高。為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衛生習慣，

加強對食堂在膳食營養、衛生工作的指導、監督，定期對食堂膳食結構的營養狀況進行評估，通過

調整食堂膳食配搭來改善學生的營養汲取。定期召開生活委員會議，聽取學生對伙食的意見。

2、加強家庭膳食結構的安排指導

為增強學生的體質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我校堅持定期與家長溝通。如：組織召開家長、教

師健康飲食交流會；營養師講座和派發膳營養指南等活動。通過以上措施的落實，提高學生的健康

飲食意識和身體素質已初見成效。

今後我們將繼續努力，開拓創新，力爭使建設“健康飲食在校園”的工作上一個新的台階。使學

生把良好飲食習慣帶回家去，讓健康飲食之花開遍孩子生活的第一個角落。



��健康校園計劃

其它參與作品：“飲食與營養”
沙坪街道第一小學

2010年我創建健康校園工作，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錶”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深入貫徹落實

科學發展觀，嚴格按照市教育局的統一的要求，爭先創優，改革創新，求真務實，統籌推進我校健

康校園創建工作。現將我校創建“健康校園”工作彙報如下： 

一、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創建機制。

認真學習市教育局有關文件，組織人員外出學校參觀、學習創建“健康校園”的經驗，首先統

一創建思想，提高認識，引導教師明確創建“健康校園”的意義，其次在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基

礎上，我校加強了對創建“健康校園”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校長吳福輝同志為首的創建“健康校

園”工作領導小組，各年級組長、班主任、學生家長代錶為組員。為使這項工作走曏正軌，不流於

形式，學校制定創建“健康校園”工作計劃、研究創建措施、明確人員職責、健全規章制度、檢查

實施情況等工作，從而保證了創建“健康校園”工作的規範、有序、持續的開展。

二、積極參加培訓，夯實創建基礎。

為了使“健康校園”創建工作有序開展，我校組織分管領導和部分骨干教師多次參加有市教育局

組織的培訓，並由骨干教師通過多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組織全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進行了飲食

習慣方面的知識培訓，提高思想認識，夯實理論基礎，提高實踐能力。

1.專門培訓與交流學習相結合。學校安排分管領導和班主任、健康教育教師參加市教育局組織的

培訓。

2.集中學習與自我學習相結合。我校利用昇旗儀式、專題講座、校園廣播等形式，組織師生進行

集中學習；另一方面還要求師生充分利用黑板報、宣傳櫥窗等資源進行自學。並要求班主任按照我

校創建健康校園的要求對學生進行培訓學習。

3.校內培訓與校外培訓相結合。學校除了對教師和學生進行培訓外，還通過召開家長會、發放告

家長書等形式對家長進行相關的培訓。通過小手拉大手活動，要求學生和家長一起學習飲食習慣方

面的知識。

三、開展健康教育，培養良好飲食習慣。

以學校開展健康教育為契機，進一步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讓學生樹立一種科學的飲食觀。

1.開設健康教育課程。學校開設健康教育課，每週一節課，並定期進行健康知識和飲食習慣的培

養講座等活動。

2.拓寬教育教學渠道。學校利用櫥窗、黑板報、校園廣播站等宣傳陣地，通過開展健康教育專項

活動、專題飲食習慣講座、等活動，進行培養飲食習慣的宣傳和教育。

在創建“健康校園”過程中，我校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後，我校將以優秀學校為榜樣，振奮精

神，銳意進取，將健康校園工作落到實處，真正構建健康和諧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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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資訊

為甚麼要推動學校健康？

為了建立一個全面性的健康環境使學童及教師在這優宜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學習、工作及生活。

還有幫助年青人和將來的成年人，建立一個良好基礎，使他們日後有更健康、更長壽、更滿足和更

有生產力的人生。

推行健康促進學校概念的條件：

❖ 具備有關的知識和技能的教師

❖ 經費及其它資源

❖ 校長的支持及政策的配合

❖ 學生及家長的參與

❖ 與社區組織合作

健康促進學校的內容及標準：

❖ 訂立學校健康政策

❖ 設立健康學校環境

❖ 健康學校社區環境

❖ 社區的參與和行動

❖ 發展個人健康技巧

❖ 提供健康衛生服務

如何有效地在學校推行健康教育？

❖ 讓學生及其家庭一同參與

❖ 讓社區更多的人士參與其中

❖ 一個綜合、有組織及跨學科的計劃

❖ 融合健康教育於其它富創意的學校促進健

康概念與活動

如何有效地在學校推行健康教育？

❖ 以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及策略

❖ 講授健康教育，讓學生能主動投入學習。

應視學生乃不同的個體，並強調他們的需

要

❖ 讓少年人能參與與健康有關的決策過程

教師培訓：

❖ 健康教育專業文憑課程

❖ 學校促進健康計劃

❖ 講座及工作坊

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

❖ 以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為基礎

❖ 提昇教育成就

❖ 加強個人健全發展

◆ 身體健康

◆ 心理健康

❖ 讓學童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

❖ 施行健康促進學校的參照標準

❖ 監察機制

❖ 確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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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計劃花絮

籌備

中共鶴山市委副書記趙長歡女士及鶴山市人民政府邱文健副市長討論
推行健康校園計劃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首次工作會議

啓動典禮

健康校園計劃2010於3月18日舉行啓動典禮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副主席李
紹鴻教授致辭

健康校園計劃2010
委員會主席李鋈發先
生贈送紀念品給鶴山
市教育局副局長鄧繼
明先生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
病協會主席梁仲清
先生致送錦旗予鶴
山市副市長賴燕芬
女士

首席導師區炳麟先生介紹健康生活模
式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主席申龐得玲博士
分享推行健康校園經驗

導師何錦培先生講解如何有效地推行
健康教育



�0 健康校園計劃

健康校園計劃2010閉幕禮大合照

前香港教育署副署長關定輝先生擔任
導師與學員討論環境衛生的課題

導師許惠卿女士分析學員設計的飲食
餐單

導師戚嘉敏女士解釋無烟校園的理論

培訓課程

導師吳秀英女士講解運動安全知識

學員一起練習熱身運動

導師黃頌賢先生曏學員示範正確的伸
展運動

香港防癆會總幹事陳英儀女士擔任導
師講解壓力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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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隊伍到訪香港參加「公共衛
生及預防醫學」學術會議2010
分享計劃內容及領取獎金

健康校園計劃2010決賽評審委員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秘書長  
李寶明先生擔任決賽司儀

決賽及閉幕典禮

比賽隊伍演述健康校園計劃書：

李紹鴻教授與鄧繼明副局長頒贈獎杯
及獎狀予冠軍隊伍



�� 健康校園計劃

委員會名單、主辦機構及鳴謝

健康校園計劃2010委員會

主席 李鋈發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副主席 李紹鴻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副主席 鄧繼明 廣東省鶴山市教育局

秘書長 李寶明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秘書 吳勝洋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秘書 區靜濤 廣東省鶴山市教育局

顧問 趙長歡 廣東省鶴山市人民政府

顧問 邱文健 廣東省鶴山市人民政府

顧問兼導師 陳英儀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首席導師 區炳麟

導師 何錦培　　戚嘉敏　　吳秀英　　黃頌賢

嘉賓導師 關定輝　　申龐得玲

編輯委員會成員：

李紹鴻　　陳英儀　　關定輝　　吳勝洋

區靜濤　　區炳麟　　何錦培

主辦機構：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廣東省鶴山市教育局

協辦機構：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鳴謝：

中共鶴山市委統戰部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

全球華人共公衛生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