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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活動籌備政策及程序 (2011年3月修定) 

 

目的： 
學校以不同的活動配合教學，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課室以外的學習經驗。藉

著不同的學習經驗增強學生的適應能力，最終能融入社會。 

 

基本方針： 
1. 所有活動的籌劃須參照教育局《學校課外活動指引》。 

2. 每項活動須有明確目標，以學生為本。 

3. 每名學生應有均等機會參予各種活動。 

4. 由活動委員會於學期初擬定全年活動計劃、人手分配及財政預算交校方審

核。每項活動須清楚列明於校務計劃表內。 

5. 活動的種類、形式以能配合各級學生或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為主。 

6. 負責老師須就每個活動擬備一份活動計劃及詳列各教職員在活動期間所負

的職責交校方批核、校長簽署後，將計劃電郵給同事參閱。活動前舉行簡

介讓同事瞭解整個計劃，並於活動後作檢討。(見附錄10.1A)，以供有關教

職員參閱，活動後並作檢討，填寫活動簽討表存檔。 

7. 活動宜盡量安排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舉行，如活動地點需事前申請，必須

盡早安排，如有需要負責教職員須預早到場地視察。 

8. 每個活動須安排足夠的人手協助。教職員與學生比例不少於1:5。 

9. 活動前舉行預備會議，各參與教職員必須出席。 

 講解當天程序(包括：午膳安排)及工作分配、負責教職員的角色 

 提出特別注意的事項 

 就教職員疑問／困難給予指引 

 安排交通工具 

 各教職員依從各小組負責老師所分配的工作進行活動，不得擅自離隊 

 如遇到問題、意外需即時通知小組負責老師處理 

 計劃書會電郵給各教職員，另再列印一份給行政助理供職工傳閱 

 如有需要與不同的單位聯絡 

10. 出發前所有參與教職員、學生須齊集禮堂，由負責該活動統籌老師作出發

前講解。 

11. 活動的安排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所有外出活動須帶備救傷用品，由校

護提供救傷袋。而有關之安全措施可參照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 

12. 如因天氣影響，將會有以下安排： 

 當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懸掛一號戒備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所

有戶外活動必須取消，按正常時間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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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當天下大雨，由校方按當時的情況作決定。 

13. 活動以最符合經濟原則進行，盡量運用現有資源或津貼，所有支出須保留

單據交校務處入帳。 

14. 在校區以外的活動，須於十天前填妥戶外活動書通知警署。 

15. 全校性活動須發通告知會家長。 

16. 因應不同活動的性質，家長須簽署同意書，學生方可參加。﹙如宿營、游泳

等﹚ 

17. 參與活動學生均須穿著適當的學校制服。 

18. 活動委員會主席負責統籌、諮詢及督導活動的推行。 

19. 如遇突發事件，負責教職員須以學生安全為首要，按情作即時處理，或盡

快通知活動負責人作出決定及共同處理，並與校方保持緊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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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全校大旅行 (2003 年 2 月訂定) 

 
目的： 
1. 讓學生享受和欣賞大自然美景，以舒暢身心。 

2. 透過戶外學習，讓學生認識到保護大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3. 透過戶外群體活動，增進同學間的友誼和促進師生的關係。 

 

基本方針： 
1. 每年舉辦一次。 

2. 師生人數比例約為 1:5。 

3. 旅行前負責老師須先到旅行地點考察周圍環境、設施，以便安排當日活

動。 

4. 旅行當日老師須密切留意學生活動情況，照顧學生的安全。 

5. 旅行期間如有學生受傷，情況輕微，應即時處理，情況嚴重，則應盡快報

警及致電通知學生家長，並由校護陪同送院救治。 

6. 旅行當日如遇突發事件，如天氣惡劣，以致影響師生安全 ，旅行應予以取

消，並由班主任通知各家長。 

 

運作程序： 
1. 負責老師須選定旅行地點，在旅行前二十天遞交計劃書，交校方批核。 

2. 負責老師籌劃旅行事宜，工作包括： 

² 考察場地 

² 安排活動內容、程序、學生分組 

² 草擬通告 

² 教職員工作分配 

² 財政預算 

² 安排當日交通、膳食 

² 預備所需用品如：救傷用品 

² 記錄學生出席情況 

² 事後檢討 

3. 在旅行前十天知會警方有關旅行的資料。 

4. 在旅行前一星期派發通告知會家長旅行的有關資料 ，如：日期、時間、地

點、服裝及所需用品等。 

5. 旅行完畢，老師須點齊學生人數方可開車返校。 

6. 於即日進行檢討，收集意見，交活動委員會存檔作為下學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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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教育營 (2007 年 6 月修定) 

 
目的： 

1. 訓練學生獨立生活和自理能力。 

2. 訓練學生的群處技巧。 

3.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宿營活動，以體驗戶外生活。 

4. 促進師生間的溝通。 

 

基本方針： 
1. 活動委員會負責統籌教育營的程序及工作分配。 

2. 宿營活動時間為三日兩夜。 

3. 師生比例最少為 1:5。 

4. 選取參與宿營學生的原則： 

² 參與學生必須得家長書面同意； 

² 較高年級學生優先考慮； 

² 具有基本自理能力及情緒穩定； 

5. 選擇營地時必須考慮營地的設施及環境對學生是否安全。 

6. 進行宿營活動時，老師須注意學生安全，避免帶領學生離隊單獨進行活

動。 

7. 宿營期間遇有突發事故如：天氣轉壞、營舍設施或學生出現問題等，負責

老師應以學生安全為首，更改活動內容及程序，並即時通知校方。 

 
運作程序： 
1. 活動委員會與校方商議宿營的日期、地點。 

2. 活動委員會負責申請適合的營舍。 

3. 活動委員會填報教育統籌局學生教育營申請表格或何東基金申請表格，申

請有關津貼。 

4. 負責老師的工作包括： 

² 視察場地 

² 配合營地設施設計活動內容及程序 

² 編寫計劃書 

² 財政預算 

² 教職員工作分配 

² 編定入營學生名單及組別 

² 安排交通 

² 預備入營所需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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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在營中教導學生進行自理及一般進食禮儀，協助學生執拾個人物品 

² 草擬通告及收集回條 
5. 十天前書面通知警方宿營的有關資料。 

6. 召開營前會議匯報各組準備情況，並提出注意事項。 

7. 記錄學生出席情況。 

8. 活動完結，即時進行檢討。檢討報告交活動委員會存檔，作為下年度籌劃

宿營之參考。 

 

選取學生原則： 

1. 高小至高中。 

2. 身體健康。 

3. 情緒穩定。 

4. 有一定的自我照顧能力。 

5. 若參加人數超額，校方會以抽簽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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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生日會 (2003年2月訂定) 

 

目的： 
1. 為每月份生日學生慶祝。 

2. 共同參與生日會的慶祝活動及共同享受生日會的樂趣。 

 

基本方針： 
1. 由負責興趣小組老職員輪流負責統籌。 

2. 訂於每月月底之星期三興趣小組時間舉行。 

3. 形式包括唱生日歌、切蛋糕、遊戲、茶點等。 

4. 每學期初收取生日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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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男女童軍 (2003 年 2 月訂定) 

 

目的： 
1. 讓學生能參與一般童軍的訓練活動，以啟發他們在各方面的才能。 

2. 透過不同的訓練活動，使學生學習遵守紀律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並提高他

們自我照顧的能力。 

 

基本方針： 
1. 甄選童軍的基本原則： 

² 年齡須為 10 歲或以上 

² 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 

² 能明白指示、專注工作 

² 必須得家長書面同意 

2. 擔任童軍領袖的基本條件及職責： 

² 須具有認可的童軍領袖資格，積極參與各項童軍訓練。 

² 出席特殊童軍會議 

² 帶領童軍積極參與童軍總會／特能童軍組之活動，如：宿營、服務

日、考章日等。 

² 處理童軍帳目、填寫財政報告 

² 編定童軍集會活動及填寫全年活動報告 

3. 每星期集會一時三十分鐘。 

4. 每次集會必須穿著整齊的童軍制服。 

5. 每年收童軍活動費一次。 

6. 每半年帳目必須交由活動委員會審核。 

7. 每學年完結時，須遞交全年活動報告及財政報告予活動委員會 ，然後轉交

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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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公益少年團 (2003 年 2 月訂定) 

 
目的： 

1. 讓學生能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以提高他們的公民責任感。 

2. 透過學生親身體驗各機構的工作情況 ，使他們進一步認識身處之社區 ，並

能培養出關懷及服務社區的良好態度。 

 

基本方針： 

1. 公益少年團負責導師由校方委任，負責處理一切與公益少年團有關的事

務。 

2. 每年甄選新團員，將填妥之申請表格送交公益少年團辦事處處理。 

甄選團員的基本原則： 

² 就讀於小學四年級至中三年級的學生； 

² 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 

² 明白指示、專注工作、樂於助人。 

3. 揀選適合學生參加由公益少年團所安排的活動，或由區內學校組織的活

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4. 舉辦或組織符合公益少年團宗旨和目的的活動及服務計劃 ，活動經費及津

貼可向公益少年團辦事處申請。 

5. 保管學生的團員紀錄冊，並將團員在參與公益少年團活動或有關的社區服

務後的紀錄登記在團員紀錄冊內，將成為團員的認可資歷。 

6. 設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團員如能達至獎勵計劃的指定等級 ，負責導師需

將資料填報送交公益少年團辦事處處理 ，並於適當時間安排頒發獎勵予得

獎團員。 

7. 負責老師須代表校方出席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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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校外比賽 (2003 年 2 月訂定) 

 
目的： 
1. 透過參與校外各類型的比賽項目，發掘學生的潛能。 

2. 認識比賽的規則。 

3. 透過比賽與友校學生交流及砌磋。 

 

基本方針： 

1. 校方對參與適切學生能力的校外比賽抱積極態度。 

2. 比賽類別包括：體育、舞蹈、美勞、音樂等。 

3. 校方須在資源方面盡量提供協助。 

4. 根據比賽項目性質盡量挑選校內適合的學生進行培訓。 

 

運作程序： 

1. 預足夠時間作賽前準備。 

2. 按日期參賽。 

3. 須於比賽前由負責老師通知家長有關事宜，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如交

通、服裝等。 

4. 記錄學生成績作為明年的參考。 

5. 負責老師登記比賽結果交校務委員會存檔 ，並於學期完結前交班主任登記

於成績紀錄冊上。 

6. 運動比賽後負責老師安排將學生所得的獎牌及獎狀頒予學生 ，獎狀副本則

存放於學生個人檔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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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暑期活動 (2003年2月訂定) 

 
目的： 
1. 透過有益身心的活動，訓練學生在暑假期間懂得善用餘暇。 

2. 提高學生的社交技巧。 

 

基本方針： 
1. 由活動委員會擬定暑期活動的項目，內容以教育性活動為主。 

2. 學校可向有關機構申請暑期活動經費。 

3. 校內學生均可自由參加，但須先得家長書面同意。 

4. 所有暑期活動舉行時須遵守教育署安全守則。 

 

運作程序： 
1. 活動委員會與校方商議暑期活動之項目、日期及時間。 

2. 申請有關的津貼。 

3. 負責老師策劃活動之細則，工作包括： 

² 申請借用場地 

² 視察場地  

² 編排活動程序 

² 編寫計劃書 

² 財政預算 

² 學生分組 

² 老師工作分配 

² 安排交通、膳食和活動物料 

² 記錄活動當日學生出席情況 

4. 十天前書面通知警方有關活動的資料。 

5. 派發通告，徵求家長同意及收費。 

6. 於活動前召開會議，報告各組準備情況及提出注意事項。 

7. 於每個活動完結後，進行檢討，收集意見。 

8. 檢討報告交活動委員會存檔，作為下學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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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游泳訓練  ﹙2003 年 1 月訂定﹚ 

 

基本方針： 

在泳池進行的游泳課／游泳訓練 
1. 所有教授游泳的體育教師均須考獲拯溺章，最低資格為救生會或香港拯

溺總會所頒發的銅章，或同等資格。 

2. 游泳訓練和涉及游泳的課外活動，必須在下列人士的親身督導下，才可

以進行： 

² 已考獲拯溺銅章的合格教師，並且通過教統局或該局認可的組織所

舉辦的游泳教師／教練測試；或 

² 已考獲拯溺銅章的人士，並且持有教統局認可的組織所頌發的游泳

教師／教練證書；或 

² 獲教統局授權的教師或人士。 

3. 每課不可教授超過 45 名學生或泳員。 

4. 教師須不時點算學生的人數，尤其在上課前後。 

5. 學生須載有顏色的泳帽，以資識別。 

6. 學生所使用的護目鏡及潛泳面罩，不應用玻璃或易裂的塑膠製造。教師

應教導學生經頭頂脫出護目鏡及潛泳面罩，而不是靠拉鬆護目鏡及潛泳

面罩的箍帶。 

7. 浮泡及其他助浮用品對學習游泳均有幫助。教師應指導學生如何使用這

些助浮用品，特別是初學習游泳的學生。 

8. 當整班初習泳的學生一起上游泳課時，泳池的水位應低至可讓學生站在

池底並能活動自如。 

9. 教師應經常站在可以看見全班學生的位置。 

10. 除遇緊急事故或作示範外，其中一位教師不應下水。當教師在池中示範

時，全體學生宜離開水面。 

11. 應採取「伙伴」 1制，教導學生互相照應，遇有意外發生，須立刻向教師

報告。 

12. 學生不應在水中逗留過久，尤以天氣寒冷為然。 

13. 遇有雷暴，學生應離開水面。 

14. 教師應禁止不宜游泳的學生下水。 

15. 學生必須嚴守紀律。教師須確保學生在未獲得批准前不會擅自下水。此

外，教師須確保下課後全體學生均已離開泳池。教師不應在泳池場館內

                                                
1 「伙伴」制是指由兩名學員組成一隊，並在練習時輪流照顧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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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學生。 

16. 應禁止學生在池邊奔跑及在水中或水面胡鬧嬉戲。 

17. 池邊跳水，水深最少要有 1.1 米；至於其他方式的跳水，則最少水深 3

米。跳水者須確保在其跳水範圍附近沒有其他游泳者，而其他學生亦不

准在跳水範圍內游泳。 

18. 教師應在上課／訓練前查悉天文台是否有懸掛雷暴、暴雨或熱帶氣旋警

告訊號。 

19. 泳池內不准進食，尤其是糖果及香口糖，因為口中含着這些東西下水是

很危險的。 

20. 若有學生遇溺，除進行急救外，應立即召喚救護車。此外，亦須盡快通

知校方、泳池當值人員及有關學生的家長。 

 

教師應確保學生在游泳時做足以下措施 ： 
1. 不要獨自游泳。 

2. 不要在污濁的水中游泳。 

3. 不要在沒有救生員當值的泳池游泳。 

4. 不要在飯後立即游泳，或在飢餓或疲倦時游泳。 

5. 不要在水中逗留太久，尤其是在天氣寒冷時。 

6. 不要完全依頼助浮用品游泳。 

7. 不要在游泳周圍奔跑、跳躍或追逐。 

8. 雷雨時，切勿下水。 

9. 遵守指示，留意警告旗號或告示板上的警告。 

10. 不要在跳板之下的地區游泳。 

11. 初學者應在淺水區域游泳。 

12. 查察泳池內哪個部位的水開始變深。 

13. 游泳時不要咀嚼香口膠，以免引致窒息。 

14. 不要在泳池邊奔跑，以免滑倒及導致自己或他人受傷。 

15. 如在水中遇到困難： 

² 應保持冷靜，不要驚慌，保留氣力及正常地呼吸； 

² 盡量踏水或仰浮在水面； 

² 舉起單手；及 

² 高聲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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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田徑課及田徑訓練  ﹙2003 年 1 月訂定﹚ 

 

田徑課及田徑訓練安全措施  

教學考慮： 
1. 跑類項目 

² 進行熱身運動時，學生不應穿著打鞋。在合適的場地進行訓練或比

賽時，學生方可穿著釘鞋。 

² 進行長跑時，教師應經常留意學生的身體情況。 

² 不適當的器材例如椅子、笨重或危險物件不應用作欄架。 

² 欄架不應有尖銳或破爛的邊緣，使用時，支架須與欄架成直角，重

量調整器亦須適當調整。 

2. 跳類項目 

² 小學田徑課不應教授「背越式」跳高。 

² 學生練習「背越式」跳高時，必須由對「背越式」跳高技巧、教授方

法及安全措施有深入認識的人士指導，並應在有適當著地設施的場

地進行。 

² 教學時，跳高棋杆不宜過高；中學不應超過 1.2 米，小學不應超過 1

米。 

² 進行跳高時，負責拾放棋杆的學生應遠離跳高架。跳高棋杆亦宜用

圓杆。 

² 當使用橡筋或長繩充作跳高棋杆時，跳高架應妥為安放，避免翻倒

傷及跳高者。 

² 在教授跳類項目時，教師必須教導學生找出適當的起咷點，使能安

全落在著地區。 

3. 擲類項目 

² 同一時間只可教授一個擲類項目。 

² 練習擲類項目時，學生之間應有適當的距離，並應： 

� 遵照教師的信號投擲﹙教師發出信號前應確知落地區內無其他人

士﹚； 

� 只向一指定方向投擲﹙禁止互相對向投擲﹚； 

� 在指定界線後投擲﹙投擲完畢後經教師准許始可踏出投擲線﹚。 

² 輪候投擲的學生應站在投擲者後面的安全範圍內，並應留意其動作

及保持適當距離。當使用左手投擲的同學進行練習時，安全範圍應

作適當安排。 

² 待教師發出信號後，學生方可拾回器械，並且必須用正確方法攜

回。學生不應奔跑前往拾回器械。搬運器械時，絶對禁止攜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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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 

² 不要截停在移動中的器械。 

² 不要使用已損壞的器械。 

² 應將濕滑的器械拭乾方可投擲。 

² 所有器械須妥為儲存，以免學生隨意取用。 

² 攜帶標槍時應垂直握持，搶尖應盡量接近地面。 

² 除正式投擲外，嚴禁學生持槍奔跑。 

² 放置標槍時應平放在地上或垂直擺放在標槍架內。 

² 每次只准一人投擲鐵餅或標槍。 

² 嚴禁以「旋轉式」推鉛球。 

 

環境及設施 
1. 跑類項目 

² 進行跑步或助跑的地面，應乾爽及平坦。 

² 練習場地應有足夠緩衝區。 

² 在炎熱及潮濕天氣下不宜進行長跑。 

2. 跳類項目 

² 著地區未清理妥當時，不得試跳。 

² 學生離開或經過著地區時，不應奔跑。 

² 用作著地區的安全墊必須寬濶柔軟，厚度適中。同時墊與墊之間要

緊密連接，覆蓋面積亦須足以使學生能安全著地。 

² 跳高著地區不應少於 4.8 米乘 3 米。中學用的安全墊總厚度最少應為

0.6米，小學則為 0.4米。但教師可根據其專業知識，因應教學進度而

調整著地區的面積。 

² 如用沙池，邊緣應與地面齊平，並蓋以沙包。 

² 每經數次試跳後，須用耙或鏟將沙池內的沙扒鬆及熨平。切勿把工

具留在沙池內或放在沙池邊緣附近，而耙齒和鏟口更不可向上擺

放。沙池內不可有雜物。 

3. 擲類項目 

² 落地區應列為禁區，並預留足夠空間。 

² 鐵餅項目必須在有護籠設備的地方進行，其安全網的高度最少應該

有 4 米，使能安全分隔投擲者和其他人士。若採用代用器械﹙例如膠

圈﹚教授鐵餅項目時，教師仍應根據其專業知識，在投擲範圍、落地

區、安全區及練習程序上作出適當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