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LST SunShine Youth Project

學生及家長簡介會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由辦學團體統籌

• 以校本形式在樂善堂轄屬6間中學推行活動

•計劃為期兩年 (2016-2018)



升中家長的擔憂

1. 結交壞朋友

2. 染上不良習慣

3. 成績追不上

4. 不懂自我節制

5. 男女關係

節錄：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面對子女升中適應家長擔心指數調查」



升中學生的憂慮

1. 陌生的學校環境、老師、同學

2. 難以認識新朋友

3. 課程轉變

4. 自我形象



甚麼是「陽光青年計劃」?

多元化健康活動 自願性校園測檢計劃

1. 健康教育活動

2. 興趣小組及社區服務

3. 領袖及技能訓練

4. 家長教師活動

1. 快速健康測試

2. 讓同學更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

3. 幫助學生、提供適切
支援

1. 嘉許「陽光青年」

2. 鼓勵學生在校推行
「陽光文化」

3. 肯定學生於計劃的付
出

正能量青年
領袖比賽



參與「陽光青年計劃」有甚麼好處?

加強學生抗逆能力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參與「正能量青年領袖比賽」可獲嘉許，

有助升學及就業發展



多元化健康活動



預防教育 健康活動 領袖訓練 社區服務

參與思囚之路、牢獄生涯知多少 保齡球賽、馬拉松、班際體育競技 聯校領袖訓練營 (初中) – 陽光新動力* 義工服務

參觀喜靈洲及其他青少年院舍 禁毒常識問答比賽 聯校領袖訓練營 (高中) – 陽光小子*

青衛谷班本活動 午間音樂會
校本領袖訓練營–我愛學校*

(領袖才能/提升動機/社區融合)

個人成長及生涯規劃 陽光品格週活動–陽光校園週* 聯校競技活動 – Running Youth*

齊來抗毒嘉年華 健康身心推廣日*

陽光校園主題展覽及講座
–陽光校園周*

興趣小組 技能訓練 家長教師活動
正能量青年領袖比賽暨嘉

許禮
烹飪、運動、音樂、手工藝、園藝、

話劇及雜耍等
生涯規劃講座、工作坊

親子活動-講座、興趣班、歷奇活動、
調解課程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禮*

工作體驗 家長日展覽*
正能量青年領袖培訓–

Power Store*

企業及職場參觀 家長講座／座談會／晚會 聯校影片拍攝比賽*

模擬社會體驗遊戲* 師生親子旅行 聯校躲避盤比賽*

教師輔導培訓／工作坊*

「收放自如」家長座談會*



於2016-17年度，計劃團隊為學校度身訂造模擬社
會活動、中一活動，也推行了校本暑期活動

校本暑期活動



抗逆方程式

有團體支持

能力感 歸屬感 樂觀感



主題活動系列

• (1) 陽光品格周暨陽光主題展覽

• (2) 健康身心推廣日

• (3) 校本領袖訓練

• 社會融合訓練; 動機提升訓練; 領袖才能訓練

• (4) 聯校領袖訓練

• 初中訓練;高中訓練;競技活動

• (5)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計劃



目的：
舉辦主題性的健康、抗逆及禁毒活動，增強學生健康及禁毒意識，提
升抗逆力

時間： 2017年9月18至2018年5月11日，午膳時間及課堂

主題： 運動、情緒、拒絕毒品、毒品與健康、鞏固抗毒

活動簡介：

活動為期5日
Day 1-2 : 運動、情緒健康作主題；
Day 3-4: 禁毒教育為重點活動；
Day 5: 挑戰性遊戲總結整個星期活動

內容： 攤位遊戲、講座、展覽、即興劇場

1. 陽光品格周暨陽光主題展覽



目的：
舉辦主題性的健康推廣活動，增強學生對健康飲食、恆常運動、情緒健康和健
康生活模式的關注。

時間： 2017年10月19日至2018年5月24日

主題： 飲食與健康、運動與健康，情緒與健康及健康生活模式

活動簡介： 利用趣味性遊戲增加學生的參與

內容： 遊戲、競技

2. 健康身心推廣日



目的：
1. 透過訓練，協助學生建立及提升關心社會的觸覺，同時讓學生發揮助人精神
2. 透過多元化活動，發掘學生興趣及提升對自己的自信心，從而將成功經驗轉移到其他範疇
3. 透過訓練，協助學生建立及提升領袖技巧(溝通，聆聽，決策)，讓學生體驗團隊精神

時間： 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

主題： 1. 社會融合訓練; 2. 動機提升訓練; 3.領袖才能訓練

內容： 團體活動、社會考察、桌上遊戲、戲劇

3. 校本領袖訓練「Leader Hope」



目的：
• 透過聯校訓練，讓參加者能夠認識不同屬校的同學，以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 提升學生3個領袖元素(溝通技巧、團隊精神及願意接受挑戰的態度)
• 認識領袖角色及責任及培養學生抗逆力

時間： 初中－2018年6月23日

主題： 初中－Connection 

對象： 初中－中一至中三，上限25人，由老師挑選或自行報名

地點： 初中－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活動簡介： 日營

內容： 團體活動，歷奇活動

4. 聯校領袖訓練



目的：
透過讓學生到訪香港各處進行任務，加深學生對香港各社區及
其獨有文化的認識、與人合作

時間： 2018年4月7日(星期六)

主題： 聯校競技活動 – Running Youth

對象： 對城市定向、對香港地方有興趣的同學

地點： 九龍公園體育館活動室及香港社區

活動簡介： 3小時競技戸外活動

內容： 城市定向

延伸活動: 聯校領袖競技Running Youth 



目的：

• 訓練同學成為校園內的陽光學生
• 透過豐富學習體驗協助學生建立正能量特質，藉此深化學生對毒品禍害的了解
• 培育未來領袖，推廣校園內抗毒文化
• 與同學及家長分享活動體驗

時間： 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14日

主題： 撐住你

對象： 全校學生，自己報名/由老師挑選

活動簡介：

1) 校本正能量青年培訓班 (Power store)
2) 聯校躲避盤比賽
3) 聯校影片拍攝比賽
4)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禮

內容： 技能培訓、比賽、嘉許禮

5. 「撐住你」-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計劃



目的：訓練學生成為校園的「正能量大使」在校園內傳揚禁毒訊息
日期：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
時間：放學後

Part 1. 校本正能量青年培訓班 (Power store)

主題

第一至六節

領袖之心
-欣賞自己
-欣賞別人
-團隊合作

1) 自我認識 I
2) 發掘領袖才能

1) 自我認識II
2) 培養領袖才能

禁毒之心
- 參觀
- 過來人分享

1) 認識吸毒情況認識
2) 建立正確觀念

服務之心
– 設計義工服務活動

1) 認識學校需要
2) 認識午間服務

1) 推動學生發揮創意

堅持及挑戰之心
– 運動培訓、歷奇活動宿營

鞏固學習經歷



主題 目的

躲避盤培訓班：

日期：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星期六)，每節1小時

培訓
互相認識

讓參加者認識躲避盤

交流 互相認識

增加學生對躲避盤比賽的認識

簡介會及工作坊：
日期：2018年3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9:00-10:30
地點：基督教大樓 (暫定)

預備比賽
介紹計劃
由體適能教練/護士講解健康常識
講解賽程、規矩

聯校躲避盤比賽：
日期：2018年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9:00-13:30
地點：九龍公園體育館

比賽
雙循環小組賽、四強淘汰賽、決賽
嘉賓技術分享、友誼賽
頒獎

目的：1) 讓學生提升團體合作，培養領袖特質
2) 透過邀請香港代表隊與學生對打，擴闊學生體驗Part 2. 聯校躲避盤比賽



目的：1) 讓學生學習拍攝短片技巧
2) 讓學生提升組織能力和結合多媒體表達方式
3) 認識毒品禍害，並由青少年角度創作短片，
在學校宣傳禁毒訊息

Part 3. 聯校影片拍攝比賽

主題 目的

拍攝培訓班：

日期：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星期六)

時間：每節1.5小時

對象：參加影片比賽的同學，或

對拍攝有興趣之同學

拍攝培訓 互相認識

拍攝培訓
認識拍攝影片

影片創作

拍攝與生涯規劃 與youtuber/導演對話

短片拍攝比賽：
截止交作品日期：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23:59
拉票時間：2018年5月1日至6月1日
(星期五)，00:00
截止計算時間：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23:59

收集學生創作短片

主題：預防濫藥、抗逆力、積極人生
限時：3-5分鐘
評分準則：切合主題 (50%)
故事內容 (30%)
拍攝手法 (20%)
評判：專業攝影師/校長

• 獎項：禮券（書局、電影院）

• 入圍首5段：總堂限量禮物

• 最佳演員：$200禮券 + 獎座

• 最佳短片：$500禮券 + 獎座

• 最高人氣大獎：獎座



目的：1) 肯定學生於過去一年參加計劃所付出的努力
2) 提供平台讓學生向社區人士展現學習成果
3) 發放正能量訊息

日期：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
時間：14:00-17:00 (3小時)
地點：葵青劇院 (暫定) 
預計人數：832人
預計節數：3

嘉許資格：
1) 需參加陽光青年計劃內的活動，包括正能量青年培訓班及3個不同類型的陽光青年計劃內的活動
2) 填寫提名表及得到老師推薦
3) 接受面試 (*具抗逆力經驗、能與人分享感染他人、在計劃網絡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Part 4.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禮



自願性校園測檢



目的

•鞏固學生遠離違規藥物的決心

•為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

•協助同學更關注及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



A.尿液快速

測試
B.簡單健康

測試

在學校進行甄別面談及快速測試



+ / -

即時知道結果

尿糖快速測試藥物快速測試

A. 尿液快速測試



A. 肺活量測試

C. 量血壓

B. 簡單健康測試

B. 血含氧量測試

~健康餐單~
三選一



藥物快速測試結果通知

陰性個案
校方通知家長

／監護人結果

陽性個案
學校計劃助理

通知校長該陽

性個案

校長與校外團隊

製訂跟進措施



參與方法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會於9
月初收到同意書，簽署後
交回學校

• 學生與家長簽署同意書
後，才正式進入測檢程序

•資料絕對保密，保障學
生個人私穩



校園測檢計劃-基本原則

學生自願參與

－學生可隨時退出計劃，不需提供原因

為學生提供專業測試及支援計劃

協助學生，由學生利益出發



~常見問題~



Q: 如果在整個計劃中，我的孩子從未參與
過檢測，他 / 她是否仍有資格參與
「正能量青年領袖」嘉許計劃?

A: 有

只要同學及家長簽署同意書參與測檢，
同學已符合參與資格



Q: 學生是否可以中途退出
自願測檢計劃？

A:可以!

計劃推行期間，學生與家長可以

書面方式通知學校退出自願測檢
計劃。



~問答環節~



查詢
• 黃秀玫姑娘Rachel (計劃統籌)
電話：2272 9828 
電郵：rachelwong@loksintong.org

• 朱家俊先生 Kelvin (計劃主任)
電話：2272-9828
電郵：kcchu@loksintong.org

mailto:rachelwong@loksintong.org
mailto:kcchu@loksintong.org


自願性校園測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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