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青欣中心 

2016-2017 年度 

無毒小達人 ─ 小學禁毒教育計劃 

新界東 

1.          計劃背景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營運三所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包括路德會青欣中心、路德會青怡中心及

路德會青彩中心。本中心自 1998 年起投入服務，工作內容涵蓋個人與小組輔導、學校預防教育活動、

外展服務、醫療支援、家庭支援、專業培訓與社區教育工作等。本計劃結合多年禁毒工作經驗，提供

多元化的預防教育活動，協助小學生以正向積極的方法去處理成長階段的各種挑戰，並建立正向的價

值觀與生活目標，加強堅拒毒品誘惑的能力，避免墮入毒禍。 

  

2.          計劃目標 

i.  提升小學生對常被濫用毒品的知識與禍害 

ii. 提升小學生對毒品的警覺性，了解吸毒延伸帶來的刑責與後果 

iii. 加強小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訓練處理朋輩壓力及抗拒毒品的技巧 

iv.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自我概念，倡議健康的生活方式 

  

3.          服務對象: 新界東 (包括北區，沙田區及大埔區)  小三至小六學生 

4.    計劃特色 

計劃內容之推行會以循序漸進方式開展，首先由小三和小四級別的藥物基礎知識，讓學生對常被濫用

的藥物有初步之認識；到小五至小六年級的深化課程，除藥物知識外，亦透過與警察及護士的合作，

分享現時青少年對毒品的誤解及種種朋輩的影響與誘惑及讓學生了解減壓的方法，滿足小學生的好奇

心之餘，同時藉此破解種種對毒品的迷思，深刻地了解藥物對個人的影響，包括身體及精神上的禍

害; 以及延伸的問題與後果，提升其分辨是非的能力。 

 

活動形式將針對小學生的需要，舉行不同的多媒體互動活動，包括體驗式遊戲、與警長及過來人對話、

互動劇場、身體檢查、出外參觀、不同競技及創作比賽等，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提高其參與度及

投入感。 

  

5. 計劃內容 

活動項目 項目名稱 對象 時間 內容 形式 

1 無毒之星 小三至小六 約 35 分鐘 

至 1 小時 

跨專業禁毒講座: 由社工講解吸食

毒品對身體的影響，繼而揭示吸毒

講座 

(級際) 



對心理以至社交層面的不良影響，

以及由區內警民關係組警長講解相

關吸毒的法例，另一方面社工也會

講解在中國內地吸毒所帶來的刑責

和後果。 

2 無毒方程式 小三至小六 約 1 小時 在校內推行多元智能活動及比賽，

宣揚禁毒訊息: 活動包括禁毒問答

遊戲、四格漫畫填色或設計比賽、

禁毒競技比賽、禁毒海報、歌曲或

標語創作比賽、身體檢查及智力測

試等，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之餘，

藉此更讓學生成為禁毒大使，向朋

輩及家人發揮禁毒精神 

午間或課後

活動 

3 無毒新

Teen 地 1 

小五至小六 約 1 小時 

至 2 小時 

透過具禁毒元素的歷奇工作坊: 以

新穎及刺激的遊戲，帶領參加者反

思自己的個性及強弱處，在困難中

啟發其潛能，同學更能發揮互相幫

助及團體合作之精神，建立正面積

極態度去面對壓力 

歷奇 

活動 

 

4 無毒之旅 小五至小六 約 1 小時

30 分鐘 

參觀藥物資訊天地、戒毒院舍及青

衛谷等，以定向追蹤遊戲形式讓學

生經驗互動電影及不同場區對吸毒

禍害之剖析，從而提升其對吸毒之

認識及拒絕毒品之意識 

出外 

參觀 

活動 

5# 無 毒 人 生

路:  

健康價值觀

講座 

 

小三至小六 約 35 分鐘 

至 1 小時 

因應近年學生沾染不同成癮行為

(包括網上成癮、網上欺凌，煙酒等

行為)越趨年輕化，社工生動寫實的

講解下，配以過來人的分享，協助

學生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情緒智

商，提升自控力以拒絕不良的生活

習慣 

講座 

(級際) 

6# 無毒新

Teen 地 2:

模擬人生 

體驗遊戲 

小五至小六 約 1 小時 

至 2 小時 

以模擬人生的形式，營造年青人未

來將會經歷的不同情景，包括升

學、工作、交友、娛樂、毒品交易

等，讓學生了解外間的誘惑及陷

阱，從而提升其危機意識並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 

歷奇 

活動 

7^ 專業培訓 教師 約 1 小時 為學校提供禁毒知識培訓，加強老

師掌握吸毒最新資訊 

講座 

 

8^ 家長活動 家長 約 1 小時 大型家長講座活動，讓家長了解青

少年的高危行為，並加強對吸毒徵

兆之掌握 

講座 

 



 

# 項目 5-6 為深化跟進活動 (Follow up Programme) 

  

^ 項目 7-8 劃支援配套項目，可因應學校之需要而提供服務 

 

6. 申請辦法 

請填妥活動申請表，傳真至 2662 0444 路德會青欣中心，本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閣下。如有任何查

詢，歡迎致電 2660 0400 與社工李嘉權先生聯絡。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青欣中心 

2016-2017 年度 

無毒小達人 ─ 小學禁毒教育計劃 (北區，沙田區及大埔區) 

活動申請表 

致:  路德會青欣中心              電話: 2660 0400 / 傳真: 2662 0444 

本校現邀請  貴會社工到校主持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教育活動，詳情如下: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社工: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選擇活動 (在空格加上  可選擇 1-2 項活動, 活動詳情可參閱附件) 

□1. 禁毒講座活動:  □ A. 無毒之星 (級際)    (小三至小六) 

□2. 無毒 自選台 多媒體活動: □ B. 無毒方程式  (小三至小六) 

□ C. 無毒新 Teen 地 1  (小五至小六) 

□ D. 無毒之旅    (小五至小六) 

□3. 深化活動 □ E. 無毒人生路: 健康價值觀講座    (小三至小六) 

□ F. 無毒新 Teen 地 2: 模擬人生 體驗遊戲 (小五至小六) 

□4. 專業培訓 □ H. 教師專業禁毒培訓 

□5. 家長活動 □ I. 家長禁毒教育活動 

 

B.     活動詳程/資料  

日期 時間 班別 班數 學生人數 備註/題目 

      

      

      

      

                 負責老師/社工姓名: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如貴校老師在傳真回條後一星期後仍未收到本中心回覆，請聯絡本中心同工，以確保傳真無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信 

路德會青欣中心已於________________收到 貴校活動申請，負責工作員會於活動一星期前電郵或傳

真活動詳情，如學校申請活動內容與日期與上述不符，請致電: 2660 0400 與社工李嘉權先生聯絡。 

 

中心社工: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