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局禁毒處委託  

九龍樂善堂 

「抗毒工程學堂」2020-22學年免費小學禁毒教育計劃 

活動詳情 

(港島及離島區及九龍東區學校) 
 

1. 計劃背景 

九龍樂善堂提供多元化之服務，包括：醫療、教育、社福及安老服務等，並積極支持及籌辦各項

社會公益及慈善服務。樂善堂一直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並致力締造有利健康成長及關愛的學習

環境，鼓勵少年人建立積極正面人生。有見及此，樂善堂今年推出「抗毒工程學堂」，結合樂善

堂多年禁毒工作經驗，為本港小學提供一系列預防教育活動，協助小學生以正向方法去面對成長

階段的各種挑戰，並建立正向價值觀與生活目標，加強堅拒毒品誘惑的能力，避免墮入毒禍。是

項計劃獲保安局禁毒處委託，由九龍樂善堂於 2020-2022 年度為港島及離島區、九龍東區小學推

廣多元化的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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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3. 服務對象: 港島及離島區、九龍東區之小學 (小三至小六學生) 

 

4. 計劃年期：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 

 

5. 計劃特色 

計劃內容除了講解毒品基礎知識外，亦透過與跨專業人士協作，與學生分析現時少年人對毒品的

誤解及各種朋輩影響，並透過活動讓學生了解濫用藥物對身體及精神上的禍害及延伸後果，同時

提升其分辨是非的能力。活動形式將針對小學生的需要，透過不同的多媒體互動活動，包括行走

圖書館過來人對話、互動工作坊、出外參觀、不同創作比賽、體驗式電玩遊戲等，務求提升學生

的參與動機及投入感。 

 

本計劃活動分為(A)主題活動及(B)跟進活動，並由專業註冊社工及註冊護士為小三至小六學生提

供到校實體活動或以網上形式提供活動，務求配合學校及學生需要。每間學校於兩年內可為每個

年級申請一場主題活動，或安排多個年級一同參與同一場活動，而跟進活動只限於同一學年內曾

參與主題活動的學生報名。 

 
 



6. 計劃內容 

A 主題活動 

*兩年內每一年級可申請一場主題活動 
實體教學 網上教學 

A1 抗毒工程學堂 ✓ ✓ 

A2 抗毒工程嘉年華及展覽 
✓ 

✓ 

(網上抗毒常識問答比賽) 

A3 「你有得揀！」抗毒工程互動工作坊 ✓ ✓ 

A4 抗毒工程，探索自我 ✓ ✓ 

A5 抗毒工程小達人 ✓ ✓ 

 

B 跟進活動 

*只限學年內已參加主題活動的學生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滿額會另行通知 

實體教學 網上教學 

B1 抗毒工程親子同樂活動 
✓ 

✓ 

(抗毒親子同樂活動暨互動講座) 

B2 抗毒工程 KOL ✓ ✓ 

B3 抗毒工程-禁毒服務機構/青衛谷參觀 ✓ 不適用 

 

活動 對象 時間 實體教學內容 網上教學內容 

A1:  

抗毒工程學堂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吸

毒原因、正確的毒品知

識及嚴重影響 

 引導學生作出明智決

定，拒絕毒品 

 安排過來人進行行走圖

書館分享 

 透過網上講座及互動遊

戲讓學生認識吸毒原

因、正確的毒品知識及

嚴重影響 

 與學生互動並引導學生

作出正確決定，向毒品

說不 

 安排過來人進行行走圖

書館分享 

A2:  

抗毒工程嘉年

華及展覽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透過攤位遊戲及體驗式

互動學習，鞏固學生對

毒品的認識及建立健康

的生活態度 

 透過網上比賽形式，鞏

固學生對毒品的認識及

建立健康正面價值觀 

A3:  

「你有得

揀！」抗毒工

程互動工作坊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透過互動劇場工作坊及

角色扮演等活動，加強

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識 

 讓學生細心思考青少年

吸毒的原因，並明白正

確抉擇及尋求協助的重

要性 

 藉廣播劇場及角色扮演

等活動，加強學生對毒

品禍害的認識 

 與學生討論青少年吸毒

成因，作出明智決定，

拒絕毒品 

A4:  

抗毒工程，探

索自我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透過互動講座引導學生

探索自我及接納自己，

協助學生認識每人的獨

 透過網上互動講座讓學

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

的優點，建立正面健康



計劃網頁 

特性，建立健康自我形

象 

 認識毒品的禍害及吸毒

原因，加強訓練拒絕朋

輩引誘的技巧，提升堅

拒毒品的決心 

價值觀 

 認識毒品的禍害及吸毒

原因，加強訓練拒絕朋

輩引誘的技巧，提升堅

拒毒品的決心 

A5:  

抗毒工程小達

人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在校內推行多元智能活

動及比賽，宣揚禁毒訊

息：活動包括禁毒常識

問答比賽、填色比賽、

標語創作比賽、校園禁

毒攝影比賽及填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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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輩及家人宣揚禁毒精神 

 每年級可選其中一個比

賽項目參與 

 於網上進行多元智能活

動及比賽，宣揚禁毒訊

息；活動包括禁毒常識

問答比賽、填色比賽、

標語創作比賽、禁毒攝

影比賽及填字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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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宣揚禁毒精神 

 每年級可選其中一個比

賽項目參與 

B1:  

抗毒工程親子

同樂活動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透過親子遊戲及電玩遊

戲認識毒品禍害 

 建立親子關係 

 透過親子講座認識毒品

禍害 

 建立親子關係 

B2:  

抗毒工程 KOL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35-60分鐘  拍攝抗毒短片並於網上

社交媒體發放以宣揚禁

毒資訊 

 學生網上體驗擔任小主

持，於網上社交媒體發

放以宣揚禁毒資訊 

B3:  

抗毒工程-  

禁毒服務機構

/青衛谷參觀 

小三至

小六 

學生 

60-180分

鐘 

 加深對毒品禍害的正確

認識 

 了解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強化學生堅拒毒品的技

巧及決心；鼓勵學生拒

絕毒品，擁有健康人生 

不適用 

*A1-A5為主題活動，兩年內每一年級只可申請一場主題活動 

*B1-B3為跟進活動，只供已於同一學年內參加了主題活動的學生報名 

*如學校未能安排於本學年參與計劃，可在申請表中選填於下學年(2021-2022)參與 

 

7. 查詢及申請辦法 

請填妥活動申請表，並傳真至 2718-4634或電郵至 lstantidrug@loksintong.org，亦可掃瞄下方二維碼於計

劃網頁(https://www.loksintong.org/the-lok-sin-tong-anti-drug-college-project)填妥網上申請表，本堂職員會

於 3個工作天內回覆作安排。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272-9891與負責職員聯絡或瀏覽計劃網頁了解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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