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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介紹
「清新專線」
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社區

綜合計劃

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問題日見嚴重，在社會上擔任不同崗

位，但同樣地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的人士也費盡心思，

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與專長，與青少年們一起抵抗歪

風，締造健康正面的社會環境讓下一代得以健康成長。

九龍西醫院聯網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 聖母醫院、黃

大仙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香港遊樂場協會攜手合作，於

09-10年度成功獲禁毒基金贊助推行「清新專線」，在

黃大仙區推行「以區為本」的青少年禁毒活動。此計劃

透過跨專業及跨界別的有條理協作，推動區內全面的預

防教育、執法打擊、康復輔導及推廣宣傳，促使黃大仙

區成為一個清新無毒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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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多社會人士的關注聲中，「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議題在近年來幾乎穩佔著全港
十八區的首要重點處理項目，不同團體紛紛針對這項主題提供多元化的回應活動和服務。黃
大仙區的社福機構、政府部門、社區人士，以及聖母醫院早已留意此現象並主動互相聯繫、
組織、商議跨專業、跨機構的適切介入策略。在大家熱切的關注、衷誠的協作下，一項強調
社區參與和跨專業服務的綜合計劃模式由慈雲山區開始啟動，再將相關經驗擴展至整個黃大
仙區，最後更獲得十分廣泛的地區團體支援，以及「禁毒處」的撥款資助，這就是「清新專
線」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社區綜合計劃的誕生！

　　「清新專線」的組織促進了社區人士的廣泛參與，成功建立了四個地區禁毒平台，讓各
界人士互相交流青少年資訊、共同策劃針對小區需要的活動。在前線服務方面，則透過「青
少年診所」及「清新社區」兩大系列的服務，讓不同服務對象得以參與預防教育活動、獲
得身體檢查、醫療諮詢及輔導服務；此外，這計劃也培養了肩負宣揚禁毒訊息的「清新大
使」，和製作了跨年齡組群朋友手筆的原創「無毒解構」四格漫畫。然而，工作小組及各平
台委員不單止滿足於這些計劃成果，我們相信青少年吸毒的現象仍需依靠大家持續的關注和
努力，透過大家各自在不同崗位的專業知識、資源配合和團隊合作的發揮，才可得見效果！
本人在此謹代表「清新專線」工作小組，向所有合辦機構、協辦團體、平台委員、協助活動
的導師、評判等致以萬分謝意！

黃大仙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　楊志達先生　　

聖母醫院行政總監　黃德祥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總幹事　梁偉權太平紳士

序

　　「清新專線」於09年8月登陸黃大仙，成功登陸實有賴「禁毒基金」贊助。整個計劃需
要有強勁的後盾及支援，才可以在區內持續進行近一年時間。計劃顧問們就好比太空總署的
科學家，運用他們的「腦力」及動員力，一直支援著我們﹔再配合可靠的團隊及上司的指
導，使我能順利完成任務。

　　登陸後隨即展開多項任務，由前線工作(接聽查詢、籌辦活動、個案跟進)，到社區聯
繫，以至財務及行政工作，每天都面對著不同的挑戰及難題。不過，參與及付出的不只我一
個，在醫護團隊的協助下，走進醫院內進行「人體測試」﹔校方及社工的支持，使近六十位
的大使得以成功培育﹔社區人士的參與及三位評判的幫忙，以四格漫畫在區內散播抗毒訊
息﹔四個「太空站」內的校長、老師、區議員及社工花盡心思，籌辦切合社區需要的「特別
任務」。沒有整個社區及不同界別人士的參與及支持，這次登陸不會這麼精彩吧﹗而本刊整
合了過去一年的經驗，分享當中的成果之餘，亦希望以這些紀錄來答謝大家！

計劃主任

鄒耀銓

編者的話



計劃日誌

計劃日誌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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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8月

2009年

10月

2009年

12月

2009年

11月

2009年

9月

社工就係醫
院入面接見
個案

中學生遇上
禁毒講座

戒毒對佢嚟
講並唔容易

四地區禁毒
平台同步展
開

連民政事務
局局長都試
吓青少年診
所嘅測試

T-shir t係
清新大使自
己設計架

「清新大使
圍埋搞咩
呢？」

社工同醫生
正熟習新增
體檢內容

家長都好關
心青少年吸
毒課題

小學都關注
區內吸毒問
題

計劃日誌 2010年

2010年

1月

2010年

2月
2010年

3月

2010年

6月
2010年

4月
2010年

5月

轉眼就到中
期檢討 

校長﹗你都
一齊玩呀

醫生協助講
解毒品對身
體影響

覺得悶？不
如去參加塗
鴉班﹗

又 或 者 試
吓玩槍

超額完成社區
教育講座

連社聯都帶左班外地社工
了解體檢服務

其中一個地區
禁毒平台召募
一班「生命導
師」，用生命
影響生命

漫畫家梁進傳
授畫畫心得

老師唔知過唔
過到關呢

計劃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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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診所
流 程

青少年大多由社工轉介，亦有部分由警方及家長介紹，甚至自己求助。

逢星期六早上於聖母醫院內，由醫護團隊及社工進行，除基本檢查毒品對身體
主要器官的影響外(如心、肝、肺、腎)，新增兩個測試 – 記憶力測試及手眼協
調測試，讓青少年更全面了解毒品對自己的影響。

青少年由社工單獨接見，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面談，內容主要分
兩部份，第一部分主要了解青少年的基本背景，如生活概況、吸
毒歷史及對身體影響等，從而探討戒毒的動機，以便醫生診治及
社工進一步跟進。第二部分則透過與他們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
從而找尋及反思形成吸毒習慣的危機因素。

青少年在門診部與醫生面談，除解讀測試結果外，醫生亦運用
「動機式面談」的技巧，與社工一同激發青少年的戒毒動機。

個案轉介

身體檢查

社工接見

社工接見



青少年診所

專 訪

青少年診所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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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數字

轉介來源：

曾吸食毒品種類：

男女/年齡：

首次吸毒年齡：

服務人數50人

青少年診所專訪

個案資料
化名：黑仔
年齡：17歲
轉介：�09年11月由社工轉介參加計劃，並接受服務
情況：�體檢結果顯示身體大部份機能仍然正常，但吸

食「冰」亦構成一定影響，如失眠問題嚴重，
手及背部出現冰瘡，手眼協調及記憶力減弱，
已覆診跟進3次

社工：你個時high左嘢幾耐?
黑仔：個時玩左「冰」有成一年多

社工：你當時係點開始?
黑仔：個時係d�friends�比貨我嘅，有貨咪齊齊食，試下囉。

社工：後黎你發覺有咩問題?
黑仔：�其實初時唔多覺有事，反而食左仲好鬼精神，又返到工，但係

後來個身開始生冰瘡，週身唔舒服…條女又嫌棄我…個人又瞓唔到
覺，開始失眠，好鬼辛苦…

社工：點解又會參加「清新專線」嘅青少年診所服務？
黑仔：�後期呢…唔得呀…果時成日都瞓唔到覺，好辛苦呀﹗工又返唔到，我個社工見我

咁樣，話去檢查下身體同見下醫生喎…我咁嘅情況就梗係話去啦，又唔洗排好耐
期﹗

社工：咁做左d咩呀？幫到你嗎?
黑仔：�一開始就見社工啦…第一次就傾左好鬼耐，我咩都講晒俾佢聽呀﹗對住我女友都

冇咁坦白…跟住就驗左好多嘢…梗幫到啦，雖然我最怕驗血，但check過晒所有
嘢，最後至少知道自已咩狀態啦，同埋醫生好有心機解釋比我聽囉，講左成半
個鐘，咁就戒鬼左佢囉…

社工：你返聖母醫院覆診果幾次係做咩架?
黑仔：醫生知我本身有失眠同飲酒嘅習慣，所以再睇下我咁啦。

社工：咁你對聖母醫院d醫生印象點?
黑仔：男醫生同女醫生都好有耐性，好好人…

8/2009 – 7/2010



「清新專線」體藝及輔導小組，乃「青少年
診所服務」的延續服務。青少年完成身體檢
查的服務後，再加入經社工評估為易受毒品
影響、或容易接觸毒品的青少年，透過體藝
及輔導小組，在自己熟識的社區內，參與
多元化社區活動，從而發掘他們的興
趣及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塗忙者」-
塗鴉藝術工作坊

舉辦日期：2010年3月
活動節數：5節
出席人次：34

甜品小組

舉辦日期：2010年5月
活動節數：8 節
出席人次：50

男/女生入廚小組(清新版)

舉辦日期：2010年4月至6月
活動節數：13節
出席人次：38

IPSC小組

舉辦日期：2010年6月
活動節數：5節
出席人次：40

體藝及輔導小組體藝及輔導小組

體藝及輔導小組體藝及輔導

10 11



透過跨界別及專業合作的地區平台小組模式，發展及提升
社區網絡及協同效應，建立有利於青少年成長的環境，

使社區相互守望的精神及經驗得到發展及延續，最終社區整體
有所裨益。當中成員包括校長、青少年服務機構代表、警方警
民關係組代表、民政事務處代表及區議員等，討論針對小區獨
特需要和特色之禁毒對策方案。四個平台獲得「黃大仙清新社
區禁毒大聯盟」贊助，分別推出四個不同特色的區本活動，大
大提升社區的抗毒及滅毒力量。

地區禁毒

平 台

‧召 集 人：�潔心林炳炎中學
　　　　　　李麥麗英(校長)
‧協調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竹園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馮月桃姑娘
‧範　　圍：�竹園、天馬苑、樂富邨、橫頭磡

邨

活動：生命點與線�-�「一人一故事構想計劃」
時段：2010年3月至6月

‧召 集 人：�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何世敏博士(校長)
‧協調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龍翔綜合社會服

務處�麥誌成先生
‧範　　圍：�黃大仙上邨、黃大仙下邨、東頭邨、

新蒲崗

活動：「禁毒狙擊2010」
時段：2010年3月至5月

地區禁毒平台

竹園平台

黃大仙平台

 

12 13

‧召 集 人：�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莫仲輝(校長)
‧協調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

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馬若儂姑娘
‧範　　圍：�慈雲山、瓊富、鳳凰、鳳德

活動：「身、心、靈大測試」
時段：2010年3月至5月

‧召 集 人：�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羅發強(校長)
‧協調機構：�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禮賢

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李紹基先生
‧範　　圍：�彩雲邨、彩虹邨、牛池灣

活動：「清新校園計劃」
時段：2010年3月至5月

慈雲山平台

彩牛平台

地區禁毒平台



經過咁多位社工用
心去訓練我地學習
咁多技巧知識，那
種感覺不可用文字
表達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活
動使我認識到更多有
關毒品的知識，還學
到了如何推廣禁毒的
訊息

透過今次清新大使活
動，我學到很多毒品
的知識，我希望青少
年不再吸毒

參加左呢個活動後，
令我知道點樣拒絕毒
品同別人嘅引誘

雖然只係嚟左4個禮
拜，我覺得返到學校
做活動時可以同返d
同學仔講毒品有咩唔
好

好開心，我會好支持
e個活動，令我明白
吸毒對我地既身體有
害，多謝e道既姑娘
同牙sir.thank you

我覺得參加這個活動
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回
憶，這次去camp很
難忘

今次參加呢個「清新
專線」活動學左好多
嘢﹗同埋遲D可以將
我地學到嘅嘢再教返
俾其他人8.

訓練計劃

「清新大使」

透過一系列培訓活動，培育青少年的抗毒
意識及籌辦活動技巧，對禁毒有更全面的
掌握。首批清新大使為區內中、小學校的
學生，而第二批大使則是關注禁毒課題的
家長，他們均成為預防危害精神毒品的種
子，並構思具創意的活動，回到社區及校
園內散播抗毒訊息。

舉辦日期：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
活動節數：34節
參加人數：58(學生)及25(家長)

1.
2.

4. 6.
3.

5.

7. 9.
我經過了這連串的活動和
訓練後，透過導師悉心的
教育和照料下，我學習很
多禁毒的知識，和舉辦禁
毒活動的技巧，除了在禁
毒的範圍內，我也改善了
很多人際關係技巧學懂了
如何與人相處，亦認識了
很多朋友

心
聲

清新大使清新大使14 15



「清新大使」分成六組，分別回到自己的學校或

是社區，舉辦自行構思之活動，整個過程有賴各

位老師及社工的協助，得以順利完成。

舉辦日期：2010年2月至6月
舉辦地點：�慈雲山中心、龍翔官立中學、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救世軍卜維廉中學、真鐸學校、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排名不分先後)
清新大使人數：58位
接受服務人次：2189

清新大使清新大使16 17



目的與內容
透過漫畫創作讓參加者以社會人士對吸毒行為
的錯誤觀念及價值觀為主題，提出反省及糾
正，從而推廣積極的抗毒訊息。

創作主題

吸毒唔算犯法嘅！

唔開心咪去吸毒囉！

迷、索、爆都唔知係咩，有冇攪錯呀！

吸毒都唔關我事！我仔
女唔吸毒！

High野先叫做型！

參賽者組別
親子組(幼稚園/初小學生及其家長)
高小組(小四至小六學生)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學生)
高中組(中四至中七學生)
公開組(18歲以上人士)

四格漫畫四格漫畫18 19



流　程
評審日期：24/2/2010
雖然是社區層面的比賽，
但評判的評分標準也絕對
嚴謹，最後他們也稱讚參
賽的作品具高水平及有心
思！

5-6月
編輯及印刷期

社區教育工作坊四格漫畫20 21

漫畫創作交流工作坊：10/4/2010
當然不會評分完畢便算啦，我們還舉辦了另
一項更精彩的交流活動，讓各得獎者有機會
聚首一堂交流創作感想及繪畫技巧，而「阿
呢」的作者漫畫家梁進先生也來參與，他的
分享不但讓我們了解到「漫畫家的一天」，
也對各得獎作品給予專業的意見。

漫畫創作交流工作坊：17/4/2010
得獎者不止個別創作表現了得，原來集體創
作也能激發出更多的創意及驚喜呢！

透過互動及展外形式，由醫護界、警方及社
工推廣禁毒知識及技巧，服務對象包括教
師、社工、家長、醫生、「青少年診所」個
案及區內學生，預期共舉辦14次。截至2010
年6月已完成的工作坊共28次，共人6266
次，預計仍有一次為「青少年診所」個案度
身訂造的工作於6月下旬舉行。

服務對象 服務次數 服務人次

小學生 2次 610

中學生 21次 5536

區內家長 2次 217

黃大仙區教師 1次 49

黃大仙區醫生 1次 37

社福界 1次 17

總數 28次 6266人次

社區教育講座



經�過接近一年的服務提供後，「清新專線」工作小組已於�2010年6月25日假樂善堂王
仲銘中學舉辦「清新360°」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社區綜合計劃嘉許禮，向所有曾經
參與此項計劃的各界人士致謝。嘉許禮以「承載成
果，展望將來」為主題，寓意整合是次跨專業、跨
界別的多層面介入經驗，於來年繼續為黃大仙區提
供更全面及適切服務。
計劃有幸得到社區各界人士支持，共有23間中小
學及幼稚園、20位區議員、14個社福機構單位、
10個政府部門及地區組織等參與。為方便社區人
士查詢青少年吸毒問題，計劃特設「清新專線」電
話查詢服務，共錄得650人次使用。同時，在社區
人士的積極投入下順利建立四個地區禁毒平台，討
論各小區的青少年接觸毒品情況及作出具體的回應
計劃。

舉辦日期：2010年6月25日
出席人數：119人次

「四個小區平台
將各自設計的活動帶到嘉許禮」

「當日還頒發
四格漫畫比賽的
各個獎項」

「雖然是一個計劃的終結，但各界仍繼續
為青少年抗毒工作齊心努力」

　　計劃最終接收到50個轉介，這數字只及計劃原定的一半，
我們仔細探討當中的原因時，發現與近年禁毒氣氛息息相關。
在政府大力推廣禁毒訊息的勢頭下，社區各界人士都關注青少
年吸毒問題。警方、學校及家長等均密切注視青少年的情況，
令他們的吸毒行為有所收歛，轉為上樓或地下的活動。這種地
下化的吸毒行為，影響到社工接觸他們及轉介體驗的機會。同
時，在接觸的青少年當中，他們常把吸毒定性為「社交活動」
或是「假日活動」，社工往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提升他們戒毒
的動機及認清毒品對自己身體的影響。

　　植根在黃大仙區的聖母醫院為配合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
特別培訓醫生團隊及設立青少年診所服務。在最終完成體檢的
30名個案中，男女比例相約，有26人完成前測(接受服務前)及
後測問卷(體檢後3個月填寫)，有4位接受服務後未滿3個月填
寫。他們對毒品的看法，有25人的分數均有所提升(增加2.6%-
29%不等)，只有1人維持不變，反映他們接受服務後對吸毒的
看法較之前負面。另外，有16人(61.5%)於完成體檢後3個月內
沒有再吸食毒品，有9人(34.6%)開始減少吸毒次數，只有1名
個案維持相同吸毒次數。

醫生的意見：
「由聖母醫院門診部的家庭科醫生應診可免去戒毒標籤」
「跨專業合作可以更全面協助到青少年」

轉介社工的意見：
「個案見醫生會特別緊張，因為好少機會見到醫生，亦沒有試
過見咁耐，所以通常都會好深印象。」
「整個體檢流程有大量社工及醫護人員參與，令個案更加認真
看待戒毒問題。」
「周未早上安排體檢有時會令青少年卻步，但亦是他們為戒毒
而做的第一件事。」

體藝及輔導小組�(3/2010�–�6/2010)：
「塗忙者」-塗鴉藝術工作坊
「希望有更多呢D好玩嘅遊戲令到我地有更深一層嘅了解!多謝!」
「時間太少啦!」

甜品小組：
「有時間應該積極參加社區活動」
「學到做甜品要耐性，和要比心機做好D」

青少年診所
 (8/2009–7/2010)

男/女生入廚小組(清新版)：
「學識煮食，但時間太少啦﹗」
「知道毒品會令家人擔心同浪費金錢」

IPSC小組：
「了解到自己更多，要有紀律同自制﹗」
「學識多樣野，得閒可以去玩﹗」

22 23

記憶力測試(RBMT)結果

吸毒年期

手眼協調測試結果

主要吸食毒品

很差 稍差 一般 稍佳 最佳
右手 8 18 3 1 0
左手 9 15 4 1 1
左右手
同時運用

12 11 7 0 0

以上三項總分 15 9 6 0 0
雙手組合裝嵌 4 14 11 1 0
**黃色部份為最多個案的測試表現**

**測試分數越高代表記憶力
����越好�(滿分：194)**

「清新」特效「清新360」嘉許禮



召集人：
「作為教育工作者，回應青少年吸毒的問題責無
旁貸，新年度也願意繼續參與平台活動」
「平台能有效率地工作，而學校與NGOs的合作
也很順暢，各委員的參與度很高」
「大家有共識去舉行，小區活動規模雖小，但效
果深遠，而且也滿意最終結果」
「明顯增強社區凝聚力」

平台協調機構：
「以平台作為媒介為學生舉行活動很有效」
「由平台自行設計及推行小區的活動，有助提昇
地區的凝聚力」
「平台活動由冇到順利完成感到高興，支持以平
台形式處理區內青少年事務」

建議
「可以正面積極的生活模式作介入點代替硬銷”
抗毒”」
「邀請未加入的學校、議員代表成為委員，以增
代表性和參與性」
「可多兼顧小學生的需要設計和安排活動」

慈雲山平台
共3次會議
「身心靈大測試」�(5間學校共1772人次，3次社區共
150人次)

平台委員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莫仲輝校長
真鐸學校　黎美霞校長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莊愛玲校長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張偉菁校長
何漢文議員
胡志偉議員,�MH
袁國強議員
陳曼琪議員
黃逸旭議員
黃錦超博士
鄒正林議員,�MH
劉志宏博士,�太平紳士,�BBS
簡志豪議員,�BBS,�MH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馬若儂姑娘/黃健邦先生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黎立顯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瓊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黃志明先生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程家明警長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鄭運輝先生(聯絡主任)

黃大仙平台
共3次會議
「禁毒狙擊2010」�(4間學校共747人次)

平台委員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何世敏博士校長
天主教伍華小學　關振偉校長
李求恩紀念中學　賴炳華校長
龍翔官立中學　趙譚繼謙校長
李德康議員,�太平紳士�MH
黃金池議員,�太平紳士�MH
史立德博士,�MH
李達仁議員,�MH
林文輝議員,�太平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

劉卓儀姑娘/麥誌成先生
香港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　車慧玲姑娘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麥博宇警長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鄭運輝先生(聯絡主任)

彩牛平台
共5次會議
「清新校園」計劃�(4間學校共2985人次)

平台委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羅發強校長
明愛培立中學　關蕙芳校長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甘艷梅校長
聖公會靜山小學　陳頌康校長
徐百弟議員
莫健榮議員
黃國恩議員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李紹基先生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浸信會鳳德青少年綜合服務

梁詠儀姑娘/朱嘉能先生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關綺霞警長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鄭運輝先生(聯絡主任)

竹園平台
共4次會議
「生命點與線-一人一故事構想計劃」�(4間學校共481人次)

平台委員
潔心林炳炎中學　李麥麗英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歐陽家強校長
聖博德學校　高明校長
陳偉坤議員
黎榮浩議員
蘇錫堅議員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竹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馮月桃姑娘/張淑玲姑娘
安徒生會�竹園中心　余慧源姑娘
香港青年協會�橫頭磡青年空間　黎翠貞姑娘
救世軍�竹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心　植翠珊姑娘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黃國雄警長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鄭運輝先生(聯絡主任)

「清新大使」訓練營：
58(學生)及25(家長)

「清新社區/校園」反吸毒社區自選教育活動
6項�(2189人次)

**清新大使在訓練前後填寫前/後測，「人數」為後測結
果，(�)為比對前測的%**

截至2010年7月，完成的工作坊共29次，共7022人次，感謝各界人士支持。(第21頁的統計數字為截至2010年6月數字)

參加者意見

「清新大使」目標
不同意
1 2 3 4

同意
5

1.我認識香港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情況 -- 1人
(85%)

12人
(64%)

47人
(176%)

23人
(12%)

2.我認為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問題嚴重 -- -- 5人
(62%)

35人
(2%)

43人
(19%)

3.我有信心說服身體朋友遠超過毒品 --
(100%)

6人
(33%)

11人
(69%)

43人
(231%)

23人
(2%)

4.我了解香港的戒毒服務 1人
(93%)

4人
(82%)

13人
(58%)

35人
(289%)

30人
(329%)

5.我認識帶領抗毒活動的技巧 --
(100%)

6人
(73%)

13人
(48%)

43人
(231%)

21人
(600%)

6.我願意與其他青少年合作帶領活動 --
(100%)

--
(100%)

6人
(75%)

34人
(89%)

43人
(43%)

不同意 少許同意 一半同意 大部份同意 非常同意

1 這次講座令學生認識及懂得分辨何謂吸食危
害精神毒品

-- -- --  (45.8%)  (54.2%)

2 這次講座令學生認識到不同危害精神毒品對
身心的禍害及可能導致的不同後果

-- -- --  (41.7%)  (58.3%)

3 這次講座令學生認識到如何拒絕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的引誘

-- --  (12.5%)  (29.2%)  (58.3%)

4 參予這次講座，令學生重新認識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 --  (12.5%)  (62.5%)  (25%)

5 這次講座的內容、形式、時段識合同學的需
要

-- --  (25%)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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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26 27

教育界
天主教伍華小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真鐸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聖公會靜山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
明愛培立學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博德學校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龍翔官立中學

區議員
區議會主席 李德康 太平紳士, M.H.
區議會議員 黃金池 太平紳士, M.H.
區議會議員 史立德 博士, MH
區議會議員 何漢文 先生
區議會議員 李達仁 先生, MH
區議會議員 林文輝 太平紳士
區議會議員 胡志偉 先生, MH
區議會議員 徐百弟 先生
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 先生
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 先生 
區議會議員 陳偉坤 先生
區議會議員 陳曼琪 小姐
區議會議員 黃國恩 先生
區議會議員 黃逸旭 先生
區議會議員 黃錦超 博士
區議會議員 鄒正林 先生, MH
區議會議員 劉志宏 博士, 太平紳士, BBS
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 先生
區議會議員 簡志豪 先生, BBS, MH
區議會議員 蘇錫堅 先生

社福機構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 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中華錫安傳道會 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安徒生會 竹園中心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浸信會鳳德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 賽馬會慈雲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 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
香港青年協會 橫頭磡青年空間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賽馬會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
香港善導會
香港遊樂場協會 賽馬會竹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 賽馬會瓊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救世軍 竹園綜合服務 竹園青少年中心
路德會 青怡中心

鳴謝致謝
向地區禁毒平台委員

地區組織及政府部門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教育局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黃大仙區議會

黃大仙「清新社區禁毒大聯盟」督導委員會

香港警務處 黃大仙警區

有幸得各界社區人士協助，未能盡錄各位轉介個案之同工、協助活動之導師、
出席及參與活動之人士及團體，在此向上述人士及團體表示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