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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座服務（中學組）

對象：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目　　標：

1. 讓學生認識網路交友的隱憂

2. 明白單獨赴約的危機

3. 讓學生認識保護自己的方法，及如何妥善處理個人資料

形　　式：

透過動畫及時事討論，讓學生認識網路交友的隱憂

對象：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網人妄為」講座 「網絡欺凌」講座

目　　標：

1. 認識網路欺凌的特性以及其種類

2. 面對網路欺凌時的正確處理方法

3. 認識瞭解網路欺凌的傷害與責任

形　　式：

透過動畫及時事討論，增強學生對網絡欺凌的認識及應對方法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目　　標：

1. 認識時下年青人吸毒原因

2. 認識吸毒帶來之心身影響

3. 學習拒絕吸毒技巧

形　　式：

1. 透過數據及剪報，讓學生了解毒品之禍害及趨勢

2. 透過互動遊戲及短片，讓學生認識吸毒之禍害，從而拆解謬誤

3. 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拒絕吸毒技巧

對象：中二至中四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一掂KO！」講座 「性不性由你」講座

目　　標：

1. 讓學生認識性行為後果及責任，反省「性」和「愛」觀念

2. 提供機會讓學生演練拒絕技巧

形　　式：

1. 透過時事及短片，讓學生認識性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

2. 透過角色扮演，學習如何拒絕「性」要求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目　　標：

1. 認識全球暖化的原因

2. 認識全球暖化的危害

3. 讓學生思考低碳生活的實踐方法

形　　式：

1. 透過數據及剪報，讓學生認識全球暖化的情況

2. 透過動畫及短片，認識全球暖化的危害

3. 透過短講及遊戲，啟發學生思考低碳生活的實踐方法

對象：中三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碳足一生」講座 「精神健康」講座

目　　標：

增強青少年對精神健康的關注，簡介及早預防策略

形　　式：

透過短講、壓力測試問卷及短片，

1. 介紹保持精神健康，如處理壓力、管理情緒的方法

2. 辨識情緒病的徵狀，如抑鬱症、焦慮症等

3. 認識精神健康急救的基本概念



1. 講座服務（中學組，續）

專題一：吸煙的禍害及拒煙技巧

目　　標：

1. 認識時下年青人吸煙原因

2. 認識吸煙的禍害

3. 介絕拒絕吸煙的方法

形　　式：

1. 透過實驗、模型及剪報，讓學生了解吸煙之禍害

2. 透過一位年青人故事，讓學生明白吸煙帶來自己及 

    親友之影響

3. 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拒絕吸煙的技巧

目　　標：

1. 認識吸煙的禍害

2. 游說親友戒煙的技巧

形　　式：

1. 透過實驗、模型肺部及牙齒及真實個案，認識吸煙帶來的禍害

2. 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游說技巧及態度

專題二：吸煙的禍害及協助親友戒煙

「拒煙達人」講座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800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目　　標：

1. 澄清年青人對「賭博」的迷思

2. 讓學生認識「社交賭博」走進「問題賭徒」之形成過程，

2. 從而提升年青人對賭博之警覺性

3. 建立學生對「金錢」正確的看法，推動「金錢以外富足」

2. 價值觀

形　　式：

1. 透過數據及剪報，讓學生了解賭博帶來的影響

2. 透過動畫及短片，讓學生思考對「金錢」的看法

對象：中三至中六級學生

每場時間：45 - 60 分鐘

每場費用：$700

「不賭人生」講座 「職涯萬花筒」講座

目　　標：

1. 讓學生探索自我，為職業規劃作好準備

2. 增強學生對投身職場的關注事宜，及早預防職場陷阱

形　　式：

1. 透過職業導向測試，讓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及才能，

3. 為職業規劃作好準備

2. 透過數據及剪報，讓學生了解求職陷阱的趨勢及影響

3. 透過短講及短片，讓學生認識提防求職陷阱的錦囊



2. 易拉架借用
易拉架一：「小碳頭」-珍惜食物

易拉架二：小「津」子-塑膠回收

易拉架呎吋：高 200 cm, 闊 80 cm

目　　標：

1. 認識「低碳生活」樂趣

2. 認識塑膠的分類及回收方法

3. 了解廚餘分類及回收方法

易拉架借用注意事項：

1. 每次借出易拉架一套共 4 塊
2. 借用日期一般為 10 日 (如須延期請另行申請)
3. 借用之易拉架只供教學及非牟利之用

4. 借用學校須承擔因損壞或遺失易拉架之責任及

4. 支付一切費用

5. 借用學校須自行到本會提取

3. 小組服務
「食物拯救隊」

目的：1.  建立學生「珍惜食物」的習慣 2.  關心有需要人士
對象：中學生（每次不可多於12人）；由於街市地方狹窄，未能容納太多學生
內容：1. 理論課：1.5小時；於校內進行，請校方提供場地及電腦
            2. 體驗工作坊：校方可選擇日間或夜間工作坊，亦可同時選擇兩者（日與夜）

費用：全免

 日間工作坊 夜間工作坊 

日期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7:30 分至 8:30 分 上午 8:30 分至 9:30 分 下午 5:30 分至 7:30 分 

地點 粉嶺聯和墟舊街市 

粉嶺聯和墟新街市 

粉嶺祥華邨街市  

粉嶺華心邨街市  

內容

 

派發回收蔬果予長者及有需要人士 

由本會職員帶同學生於傍晚到北區街市
 1. 宣傳「惜食行動」；

2. 邀請商戶捐出食物；
3. 回收、分類及篩選食物

健康行動 成立於 2009年，為稅務局認

可的慈善團體。本會宗旨為推廣健康生活

習慣，鼓勵參與環境友善行動；近年進一

步關注文化保育及積極推動文創活動。

2012年獲地政署以港幣$1優惠金租借本會

使用聯和市場，讓本會進行多項社區活動

如假日墟市、食物回收及轉贈、電影放映

、社區導賞、環保社區回收活動等。

工作重點

　 「北區回收中心」：此項目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社區 

           廢物回收項目資助推行塑膠回收

　 「北區食物回收轉贈計劃」：此項目獲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社區廢物回收項目資助推行剩食回收計劃

    「活化聯和市場計劃」：於聯和市場推行地區文化歷史 

       教育工作

    「社區保健計劃」：疫苗接種服務及健康教育推廣

    「社區教育」：推廣健康生活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可選擇多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2018-2019 服務申請表

（中學組）

 

 

 

 

□ 「網人妄為」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網絡欺凌」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一掂KO!」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 「性不性由你」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拒煙達人」講座 專題一/專題二 (請圈出選擇)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碳足一生」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精神健康」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食物拯救隊」小組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理論課時間 工作坊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易拉架借用 

優先次序 借用日期

□ 「小碳頭」

□ 小「津」子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 「不賭人生」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 「職涯萬花筒」講座 

優先次序 
日期 

(日/月/年份)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級別：＿＿＿＿＿  學生人數：＿＿＿＿＿ 

請將表格傳真至 2718 8200，
本會收到申請後，將於兩星期內覆實

 

查詢電話：3176 7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