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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中西區
(撥款)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中西區及離
島青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全城(傳承)‧飛躍 (非藥) 1)家長訓練活動，關注青少年成長，包括健康
生活及遠離毒品 
2)長者活動，了解青少年文化，包括健康生活
及遠離毒品
3)街頭宣傳活動及街頭藝術推廣抗毒訊息，以
加強對毒品問題的關注
4)抗毒互動話劇
5)中西區反吸毒青少年服務分享會 
6)社區抗毒推廣日，包括藝術表演及遊戲，以
灌輸抗毒信息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積極人生飛更高 1)無毒好青年‧音樂正能量，包括小組訓練、
樂理班、作曲班、編曲班、唱歌班、街頭表演
，透過音樂創作了解毒品禍害
2)健康生活做得到，包括義工訓練、講座、參
觀活動、分享活動
3)「積極人生飛更高」嘉年華，包括學習坊及
嘉年華活動
4)「家愛‧加愛」創藝坊(家庭故事劇場及表演
活動)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東區防毒最前線 有待提供

救世軍柴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家社解毒．明TEEN工程」 - 
東區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有待提供

禁毒基金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獲撥款計劃

東區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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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南區 
(撥款)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賽馬會綜合
服務處

地區家庭抗毒活動 
–清新健康家庭之旅

家庭旅行，包括﹕
i)「健康家庭無毒有妙法」講座
ii)促進親子關係活動，如水上單車、踩高橋、
參觀綠田園等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地區家庭抗毒活動 
–家心同創南teen起航-
家長工作坊

家長工作坊，包括﹕
i)精神科專科醫生講解「認識青少年常見的精
神健康問題及吸毒徵狀」
ii)社工講解「辦識子女吸毒問題及親子溝通技
巧」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區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

地區家庭抗毒活動–攜手抗毒家庭
日營

家庭日營，包括﹕
i)「健康生活家庭 認識毒品」講座
ii) 教授「愛笑瑜伽」促進親子關係

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 地區家庭抗毒活動 
–健康生活體驗大旅行

家庭日營，包括﹕
i)遊戲加深毒品認識
ii)促進親子關係的農務活動

南區青少年外展服務協調會 南區家長抗毒工作坊 南區家長抗毒工作坊

灣仔
(合辦)

救世軍灣仔隊 共建無毒社區 1)義工動員大會  
2)社區法律及輔導講座 
3)校園禁毒講座 
4)青年禁毒大使講座系列

待定 待定 待定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清新觸覺 –
「識藥」社區教育計劃

1)禁毒工作坊 
2)禁毒日營 
3)製作關注隱蔽吸毒標語宣傳心意咭

播道醫院 家校齊抗毒工作坊 1)禁毒講座
2)製作禁毒教育小冊子 

九龍城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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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觀塘

深水埗
(合辦)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TEEN會 「A」「A」家庭－預防隱毒支援計
劃

1)AA家庭Affection系列，包括親子齊「制」 
(制止)毒小組、「一對手農莊」親子日營、「A
A家庭攜手愛」行動日及「AA家庭」大使分享晚
會
2)AA家庭抗毒(Anti-drug)系列，包括家
庭「強心」街站、「AA家庭」義工隊、「AA家
庭」社區教育攤位日、AA家開心媽咪組及 
「正生」「正心」同樂遊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家深動力同抗毒」 1)「家深動力教與愛家長講座」
2)「家深動力無毒親子教育營I-IV」
3)「家深動力社區推廣日」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深入民心」社區禁毒計劃 1)「健康之星」培育，包括「健康之星」啓動
小組、抗毒「桌遊」及「beat drugs drama」
2)學校及持份者教育，包括教師及學校職工茶
聚、家長工作坊及親子活動及社區教育工作
3)社區教育及推廣，包括抗毒街站、社區茶聚
及 「beat drugs drama」公開演出

油尖旺
(撥款)

油尖旺婦女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禁毒總動員 1)家長禁毒研討會
2)地區人士禁毒研討會
3)參觀交流活動 
4)印製禁毒小冊子 

黃大仙
(合辦)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
彩中心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之黃大仙區
「蛻變．衣」行動

1)學校及團體前線人員教育工作坊
2)屋邨管業處社區禁毒教育工作坊
3)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籌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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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離島
(合辦)

水警海港警區、東華三院越峰成
長中心

離島區抗毒小先鋒計劃 禁毒訓練營

大嶼山警區、鄰舍輔導會東涌綜
合服務中心

無毒藍天計劃 1)「嶼樂禁毒繽紛環島遊」禁毒宣傳活動
2)「（全城）傳承禁毒工作坊」
3)「滅罪禁毒親子競技日」

葵青
(撥款)

香港遊樂場協會 零「忍」去「弊」 1)禁毒講座及培訓工作坊
2)微電影製作及於講座播放
3)參觀戒毒村或戒毒院舍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S.A.N.E. Project 1)朋輩輔導員訓練，包括小組訓練及話劇訓練
2)健康校園支援服務，包括健康生活及生命教
育活動、成長及支援小組 
3)持份者及前線人員支援服務，包括工作坊或
研討會
4)社區教育支援服務(嘉年華會)
5)在職人士支援服務
6)家長及社區人士支援服務 
(藥物資訊講座及工作坊)

北區
(撥款)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外
展社會工作隊

同心．同力．同行
北區禁毒計劃

1)綜合培訓坊
2)建立北區禁毒氣氛(製作各種宣傳物品)
3)家長講座
4)地區/邊境展覽
5)保安公司及互助委員會培訓
6)深宵地區街展
7)前線工作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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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西貢
(撥款)

路德會青彩中心 護航有晴TEEN 1)教師培訓工作坊
2)家長教師會培訓工作坊
[註﹕其他內容暫未提供]

沙田
(合辦)

香港聖公會沙田/馬鞍山青少年深
宵外展服務

「無毒有你」社區教育計劃 1)家友站親子小組 
2)家友站親子日營 
3)小區禁毒講座
4)地區抗毒宣傳站
5)禁毒約章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馬鞍山青少年
外展社會工作隊 

「無毒有你」社區教育計劃 1)家長小組
2)小區禁毒講座
3)社區抗毒宣傳站
4)地區抗毒宣傳站
5)禁毒約章
6)網上媒體教育活動，包括毒品資訊圖片、創
意無毒漫畫及抗毒短片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沙田青少
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無毒有你」社區教育計劃 1)家庭日營
2)家長工作坊
3)大圍屋邨及早辨識工作坊
4)沙田區社區禁毒講座
5)社區抗毒宣傳站
6)地區抗毒宣傳站
7)禁毒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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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沙田
(合辦)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深
宵青少年工作隊

「無毒有你」社區教育計劃 1)親子日營
2)小學家長工作坊
3)中學家長工作坊
4)夜青家長工作坊
5)小區禁毒講座
6)社區抗毒宣傳站
7)地區抗毒宣傳站
8)禁毒約章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無毒有你」社區教育計劃 1)家人支援小組
2)家人加油站
3)守望天使-保安篇
4)守望天使-教育篇
5)地區抗毒宣傳站
6)禁毒約章

大埔 
(主辦)

大埔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關注隱蔽吸毒問題巡迴展覽 1)關注隱蔽吸毒問題巡迴展覽開展禮
2)關注隱蔽吸毒問題巡迴展覽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嘉年華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嘉年華會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

製作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過來人話劇
表演

話劇表演

少數族裔培訓工作坊 少數族裔培訓工作坊

家長義工隊 1)家長義工培訓工作
2)家庭探訪

過來人工作坊- 話劇訓練 話劇訓練

荃灣
(撥款)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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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荃灣
(撥款)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過來人工作坊- 提高戒毒動機小組 動機小組

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家校健康最合「拍」 1)學校教職員及註校社工抗毒輔導培訓課程
2)青少年「健康生活」微電影比賽
3)青少年「健康生活」微電影首播及頒獎會
4)家校合作互動工作坊

屯門
(撥款)

救世軍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活．過．去」計劃 1)「活．過」分享與真情對話
2)「過．程」紀事
3)「過．去」影片製作小組
4)「活．過．去」放映會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支援服務 Project i-Pad 家長專隊計劃 1)興趣小組
2)家長培訓工作坊
3)青年培訓工作坊
4)走訪社區與高危青少年全接觸
5)親子教育活動 -生態全接觸
6)違法防治壁畫創作比賽及製作
7)製作及派發禁毒資訊卡與展板
8)結業嘉許禮

明愛容圃中心 「御」防線計劃 1)家長預防子女吸食毒品系列，包括家長互助
組及探訪戒毒院舍
2)社區禁毒大使義工培訓及社區禁毒大使分享
3)物業管理人員禁毒訊息推廣活動 
4)社區禁毒訊息宣傳展覽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屯門綜合社
會服務處

社區抗毒「食」力先鋒計劃 1)健康湯水食療食譜暨「至叻抗毒手冊」製作
2)健康飲食排「毒」班 (研討會及工作坊) 
3)地區訊息推廣 (街站)
4)抗毒講座暨美食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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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負責計劃的機構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元朗
(撥款)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
澤會所

「元朗區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中央事工

1)小學入校活動 
2)大型分享會
3)六鄉愛心滿鄉郊入村社區活動
4)宣傳教育項目(製作展板、單張、推廣禁毒意
識攤位遊戲道具)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天水圍綜合
社會服務處

媽媽教你Say No 1)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
2)一人一故事劇場公演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周
宋主愛青年中心

打擊「毒」心術 1)禁毒工作坊
2)禁毒嘉年華

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 鄉郊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1)錦田家長及教職員研討工作坊
2)愛心滿新田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抗毒.Sun生命」提升社區禁毒意
識計劃

1)「抗毒.Sun生命」嘉年華
2)「抗毒.Sun生命」音樂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
澤會所及天水圍天晴會所

至醒家庭抗毒營 至醒家庭抗毒營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
務中心

「全元抗毒」反吸毒社區宣傳計劃 1)教師講座/工作坊
2)清新場所
3)抗毒辨識個個識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
外展社會工作隊

無毒有型「革」社區計劃 1)流動抗毒皮革隊
2)「革」命親子小組 
3)同心「革」離毒品宣傳站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
中心

親子禁毒日營 親子禁毒日營

仁濟醫院第廿四屆董事會社會服
務中心劉坤銘青少年中心

社區禁毒計劃：「親子溝通有妙法
」日營

社區禁毒計劃：「親子溝通有妙法」日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培育健康新一代 1)「培育健康新一代」家長義工培訓及服務計
劃 
2)「培育健康新一代」嘉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