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校園計劃」 
二○一九／二○學年已開展計劃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2. 香港青年協會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4. 仁愛堂 
5.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6. 香港小童群益會 
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8. 香港明愛 
9.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青欣中心 
 

健康校園計劃（大埔區中學） 
 
十八間*位於大埔區的中學，會夥拍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 

 

這些向該十八間中學提供學校社工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會

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欣中心會成立  
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

性質的測檢。 
 
*十八間參與學校名稱：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2.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3.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4. 羅定邦中學 
5. 迦密柏雨中學 
6.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7. 神召會康樂中學 
8.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9.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10.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11.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12. 救恩書院 
13. 大埔三育中學 
14. 迦密聖道中學 
15.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16.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17. 王肇枝中學 
18. 恩主教書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港島及離島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九間*位於東區、灣仔、中西區及離島區的官立中學，會

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九間參與學校名稱： 

1. 金文泰中學 
2.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3. 皇仁書院 
4.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5. 何東中學 
6. 英皇書院 
7. 長洲官立中學 
8. 筲箕灣官立中學 
9.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九龍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 

健康校園計劃（九龍區官立中學） 
 
九間*位於深水埗、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觀塘及    
西貢區的官立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其中七間學校收集尿液樣本，以及到另外兩間

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九間參與學校名稱： 
1. 九龍工業學校 
2.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3. 何文田官立中學 
4. 賽馬會官立中學 
5. 龍翔官立中學 
6. 觀塘官立中學 
7.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8. 將軍澳官立中學 
9. 伊利沙伯中學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新界東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健康校園計劃（官立中學新界東群組）2017-2020 
 
五間*位於大埔、沙田及北區的官立中學，會夥拍一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

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五間參與學校名稱： 

1.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3. 沙田官立中學 
4. 粉嶺官立中學 
5. 上水官立中學 

元朗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香港青年協會 
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4.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元朗區官立中學–健康校園計劃 
 
四間*位於元朗區的官立中學，會夥拍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這些向該四間中學提供學校社工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會提

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參與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四間參與學校名稱： 

1.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趙聿修紀念中學 
3. 元朗公立中學 
4. 天水圍官立中學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保良局 
 
非政府機構 
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 

「健康SUN TEEN」計劃 

 

十七間*保良局屬下中學，會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 
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

專責隊伍，到其中十六間學校收集尿液樣本，以及到   
另外一間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十七間參與學校名稱： 
1.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2.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3. 保良局胡忠中學 
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6.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7.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8.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9.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0.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11.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1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13.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14.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15.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16.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17.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香港路德會 
 
非政府機構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陽光校園 

 

六間*香港路德會屬下中學，會於二○一九／二○至二○

二一／二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

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

專責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

檢。 
 
*六間參與學校名稱： 

1.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2.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3. 北角協同中學 

4. 路德會協同中學 

5.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6.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天水圍信義會 
 
非政府機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健康校園計劃 

 

兩間*位於天水圍的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兩間參與學校名稱： 

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明愛容圃中心 

清新校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屯門官立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童軍知友社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

和老師參與。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南屯門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明愛容圃中心 

活力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南屯門官立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 

 

童軍知友社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

和老師參與。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陽光種籽」計劃 

 

位於屯門的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STEP OUT」健康校園計劃2017-2020 
 

位於屯門的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2.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校園由我創 

 

位於屯門的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的屯門綜合服務中心會提供一系列多元

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同一機構

轄下的越峰成長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陽光種籽計劃 

 

位於葵涌的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  

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家庭福利會 
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朗晴360 
 

位於葵涌的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會夥拍

兩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香港家庭福利會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會成立一隊

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

檢。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大澳的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飛躍動II」 

 

位於深水埗的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會夥拍一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

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青松侯寶垣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晴Teens 
 

位於屯門的青松侯寶垣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

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健康達人 

 

位於屯門的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新會商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精彩。閃亮。人生」健康校園計劃2017-2020 
 

位於屯門的新會商會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深培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陽光校園計劃（II） 
 

位於屯門的深培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

老師參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文理書院（香港）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柴灣的文理書院（香港），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九龍三育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 
綜合服務中心 

2.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閃亮人生 
 

位於旺角的九龍三育中學，會夥拍區內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的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會提供一系列 
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同一

機構轄下的越峰成長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

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粉嶺救恩書院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生活達人 
 
位於粉嶺的粉嶺救恩書院，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

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伴成長，樂同行 
 
位於粉嶺的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浸信會永隆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浸信會永隆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

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大雄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青年協會 
2.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畫出「SUN TEEN」地 
 
位於深水埗的佛教大雄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

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

測檢。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生命向日葵 
 
位於葵涌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會夥拍一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

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

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福建中學（小西灣）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東區的福建中學（小西灣），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荃灣官立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健康校園 
 
位於荃灣的荃灣官立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童軍知友社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

和老師參與。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立一隊校

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非政府機構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正向生命方程式 
 
位於黃大仙的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

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孔聖堂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活力校園@CHSS 
 
位於灣仔的孔聖堂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聖公會聖匠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人生馬拉松 2.0 
 
位於九龍城的聖公會聖匠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繼續推

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

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

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東華三院教育科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十八間*東華三院屬下中學，會夥拍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

的「健康校園計劃」。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

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

專責隊伍，到參與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  
測檢。 
 
*十八間參與學校名稱： 

1.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2.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3.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4.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5.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6.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7.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8.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9.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10.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11.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12.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13.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14.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1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16.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17.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18.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仁濟醫院董事局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3.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健康校園在仁濟 

 

五間*仁濟醫院屬下中學，會夥拍三間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

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其中兩間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

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這些非政府機構會和另外三間學校合作，提供一系列多

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另外，仁濟

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五間參與

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五間參與學校名稱： 

1.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2.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3.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4.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5.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九龍樂善堂 

 

非政府機構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六間*樂善堂屬下中學，會夥拍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

／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九龍樂善堂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參與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六間參與學校名稱： 

1.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2.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3.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4.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5.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6.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位於銅鑼灣的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會夥拍一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

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聖公會諸聖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動力信望愛」計劃 

 

位於旺角的聖公會諸聖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廠商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正向人生，活出真我」校園健康計劃 

 

位於深水埗的廠商會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列多元化的抗

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 
 
另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

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明愛容圃中心 

「陽光SUN一代」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會夥拍兩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

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童軍知友社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

和老師參與。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教育協會 
2. 明愛容圃中心 

「無限可能」健康嘉園計劃 

 

位於屯門的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

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香港教育協會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

長和老師參與。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天水圍香島中學 

 

非政府機構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天水圍的天水圍香島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愛•可譽」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會夥拍  
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

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

辦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健康至型生活 

 

位於荃灣的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 
 
另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

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與「藝」同行，活出新「識」 

 

位於屯門的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列多元

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非政府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 

「健康。快樂」聯盟 

 

位於黃大仙的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會夥拍一間    
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

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位於元朗的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

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皇仁舊生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少當益壯.正能量 

 

位於青衣的皇仁舊生會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聖芳濟各書院 

 

非政府機構 

1. 童軍知友社 
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健康SUN TEENS 
 

位於北區的聖芳濟各書院，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童軍知友社將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會成立一隊

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

檢。 

佛教何南金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位於觀塘的佛教何南金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位於黃大仙的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

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

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瑪利諾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SUN動力 

 

位於觀塘的瑪利諾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循道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祝福生命 

 

位於油尖旺的循道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南區的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   
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該機構同時會成立一隊校外專

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明愛聖若瑟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優質生命

教育中心 
2.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正向人生‧樂 Teen 同行 

 

位於青衣的明愛聖若瑟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年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會提供一系列多元

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社區藥

物教育輔導會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

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炮循生命力–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東區的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

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伴成長‧樂同行計劃 

 

位於黃大仙的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

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衞理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東區的衞理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

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

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 

「健康。力量」聯盟 

 

位於觀塘的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 

「健康。力量」聯盟 

 

位於黃大仙的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曾璧山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沙田的曾璧山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童軍知友社 

「We Can Fly 2.0」計劃 

 

位於天水圍的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繼續

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

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童軍知友社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童軍知友社 

「樂在潮公」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旺角的港九潮州公會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

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天水圍的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

／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天主教培聖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天水圍的天主教培聖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聖文德書院 

 

非政府機構 

童軍知友社 

「快樂同行」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黃大仙的聖文德書院，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檢

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東涌天主教學校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活出生命、正向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東涌的東涌天主教學校，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

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多面體 

 

位於天水圍的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會夥拍一間非

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

續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

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元朗天主教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元」途有你–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元朗的元朗天主教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二一學年繼續推行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青年協會 
2.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健康生活在校園 

 

位於沙田的佛教覺光法師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年開展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立一

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

測檢。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非政府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健康校園在善德 

 

位於葵涌的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學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

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佛教黃鳳翎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銅鑼灣的佛教黃鳳翎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

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    

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童軍知友社 

活力健康校園 

 

位於青衣的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

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童軍知友社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

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明愛馬鞍山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健康生活‧正向人生」學生成長計劃 

 

位於馬鞍山的明愛馬鞍山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

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陳樹渠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童軍知友社 

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又一村的陳樹渠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

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含測

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棉紡會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家庭福利會 
2.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閃亮生命工程 

 

位於葵涌的棉紡會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於二

○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年開展含測檢元素的

「健康校園計劃」。 
 
香港家庭福利會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

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行自願性

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健康 SUN 動力 

 

位於東涌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會夥拍一

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

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這間非政府機構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老師參與。該機構同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葵涌循道中學 

 

非政府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活力健康校園 

 

位於葵涌的葵涌循道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

二○一九／二○學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

和老師參與。 

 

另外，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靈糧堂怡文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優質生命

教育中心 
2.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健立正向品格及朋輩圈 

 

位於東涌的靈糧堂怡文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府機構，

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年開展含測檢元

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會提供一系列多元

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社區藥

物教育輔導會會成立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尿

液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共創青雲」計劃 

 

位於天水圍的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會夥拍

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

學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

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

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P.R. 計劃 

 

位於九龍塘的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學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

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

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非政府機構 

1. 香港青年協會 
2. 明愛容圃中心 
 

啟發. 栽培. 成就伍少梅@健康校園計劃 

 

位於葵涌的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會夥拍兩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年開展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會提供一系列多元化的抗毒活動予學生、

家長和老師參與。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立一隊校外

專責隊伍，到學校收集頭髮樣本進行自願性質的測檢。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非政府機構 

童軍之友社 

正向人生 

 

位於天水圍的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

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童軍之友社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

集頭髮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中學 

 

非政府機構 

九龍樂善堂 

健康校園 

 

位於荃灣的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會夥

拍一間非政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

二學年開展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

辦一系列多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九龍樂善堂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收

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學校群組和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計劃名稱和簡介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非政府機構 

明愛容圃中心 

健康校園在陳黃 

 

位於屯門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會夥拍一間非政

府機構，於二○一九／二○至二○二一／二二學年開展

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學校將舉辦一系列多

元化抗毒活動予學生、家長和老師參與。 

 

另外，明愛容圃中心會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學校

收集尿液樣本進行自願性質的測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