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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應變小組
Emergency Contingent Management Committee
組
秘
委

長：莫瑞祺校長
書：黎紹基副校長
員：鄧 允 泉 副 校 長、林 志 華 主 任、易 詠 兒 主 任、陳 敏 玲 主 任、鄧 滿 堂 主 任 、
黃 幗 莊 老 師 、 謝 黛 霞 ( 社 工 )、 戚 盈 盈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
技術支援：高建峰主任、校務處何健慧

急救組
First Aid Team
甲. 組

織

主 任：鄧滿堂
委 員：李思雅、劉伙達、黃蔭家、雷兆邦、鄭會勝
乙. 分

丙.

工

1.

急救設施管理： 鄧滿堂、黃蔭家

2.

急救紀錄： 鄧滿堂

3.

急救處理： 鄧滿堂、李思雅、劉伙達、鄭會勝、黃蔭家

各急救箱負責人名單
急救箱存放地點

地點編號

負責老師

急救箱存放地點

地點編號

負責老師

體育科儲物室

02 ST

李思雅老師

物理實驗室

38 PH

林志華老師

健體室

08 SR

李思雅老師

視覺藝術室

48 VA

鄒穎恒老師

電子科技中心

09 ETC

余卓輝老師

學生活動室

43

朱啟源老師、何佩恩老師

醫療室、校務處

15 GO

何健慧小姐

綜合科學/生物實驗室

58 SC

李家樂老師

數碼科技中心

28 DTC

高建峰老師

化學實驗室

59 CH

洪慧琛老師

設計與應用科技中心

29 DATC

高建峰老師

社會科學實驗室

39SS

朱啟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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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危機或緊急情況消息發佈及當值分組

統籌：莫瑞祺校長、黎紹基副校長、鄧允泉副校長
甲組：黎紹基*、朱啟源、陳祝春、林志華、余卓輝、何寶顏、高建峰
乙組：鄧允泉*、鄧滿堂、易詠兒、雷兆邦、梁景耀、陳敏玲、金沛成

A組

*黎紹基、曾志光、鄧瑞中

B組

*鄧允泉、鄒穎恒、鄭會勝、林賽霞、葉 青（訓輔社工）

C組

*金沛成、岑嘉玲、陳福祥

D組

*梁景耀、黃偉豪、阮詠嫺、李德明、葉志偉（電腦技術員）

E組

*朱啟源、何佩恩、柏露兒、（活動助理）

F組

*鄧滿堂、李鳳儀、邱艷琼、郭倩琳、區曉欣

G組

*高建峰、曹培基、梁慧雯、吳建華、蘇敬賢（設計與科技教學助理）

H組

*林志華、李家樂、洪慧琛、林錦田、唐永茂、黃蔭家

I組

*余卓輝、程贊輝、李思雅、周國明

J組

*陳敏玲、周炳堅、鄺微茵、郭家兒（SEN 輔導員）

K組

*陳祝春、高美玲、陳嘉冰、謝燕萍

L組

*何寶顏、陳懿舒、劉伙達、沈光遠、鄭佩雯

M組

*易詠兒、陳定遠、李嘉敏

N組

*雷兆邦、黃幗莊、何曉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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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危機
學校危機包括自殺、死亡、意外事故、性及身體虐待及自然災害等。學校緊急事故
應變小組的目的，是負責協調及運用校內及校外的資源，減低危機事件對學校及學
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1. 工作目標：
1.1 確保安全--即時確保所有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
1.2 穩定情況--盡快穩定學校的情況，使學校回復正常的運作。
1.3 發放消息--確保發放的消息一致，以免流言四散，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
1.4 防範未然--識別受困擾的師生，並轉介他們接受適當的輔導及跟進服務，
以避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
1.5 情緒支援--提供情緒支援，幫助受困擾的師生重新適應生活。
1.6

能力提升--透過有效的危機應變，促進師生的個人成長。

2. 危機小組的功能：
2.1 制訂學校危機處理的方針。
2.2 評估危機事件對學校所帶來的影響。
2.3 蒐集及澄清有關危機事件的最新消息。
2.4 協調學校內外的資源，迅速應付危機。
2.5 為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
2.6 監察危機處理的進度。
2.7 檢討危機處理計劃。
2.8

統籌各項跟進的工作。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架構
組長
：校長
社區聯絡人 ：黎紹基副校長、鄧允泉副校長
教職員聯絡人：何健慧小姐、危機通報小組組長、林志華老師（Whatsapp）
家長聯絡人 ：陳敏玲
訓育組代表 ：易詠兒
輔導組代表 ：黃幗莊
其他
：教育心理學家、社工、班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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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成員的角色及職責
1.1 組長
1.1.1 角色
• 領導成員，制訂危機處理的計劃。
• 作出有關危機處理的重要決定。
• 監察及協調危機處理事宜。
1.1.2 職責
• 核實消息的真偽，如有需要，聯絡當事人的家屬及警方。
• 與校長保持密切的聯繫，商討介入工作的安排。
• 聯絡教育局或其他機構，尋求支援。
• 召集小組成員，啟動危機處理的程序。
• 與教職員聯絡人商討給予教職員的支援。
• 統籌對傳媒的回應。
• 危機過後，就危機應變計劃進行檢討。
1.2 教職員聯絡人
1.2.1 角色
• 協調為教職員所提供的支援。
1.2.2 職責
• 備存電話聯絡網及事件簡單記錄，並啟動其運作。
• 安排及協助校長主持教職員會議。
• 為教職員更新有關危機事件的資料。
• 在進行特別班主任課之前，安排人手支援有需要的班主任。
• 準備及分發特別班主任課的材料。
• 留意特別班主任課的進行，在需要時安排協助。
1.3 家長聯絡人
1.3.1 角色
• 協調為當事人家屬提供的支援。
• 協調與其他家長的溝通。
1.3.2 職責
• 聯絡當事人的家屬，並為家屬提供善後的支援。
• 聯絡受事件影響的學生家長。
• 準備及分發家長通告。
• 安排解答家長的疑問，如有需要，舉行家長簡報會。
1.4 社區聯絡人
1.4.1 角色
• 協調校外資源，為學校、教職員及學生提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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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職責
• 備存社區有關資料一覽表。
• 熟悉區內不同機構的服務及轉介程序。
• 與教職員聯絡人、家長聯絡人及學校社工商量是否需要尋求外界的支援。
• 轉介/協助轉介有需要的學生、教職員或家長，尋求校外適當的支援服務。
• 作出轉介後與有關的機構保持聯絡，以便在校內作出適當的配合及跟進支
援工作。
1.5 學校社工
1.5.1 角色
• 支援學校危機處理，特別在輔導師生及家長方面的工作。
1.5.2 職責
• 與其他外援分工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及教職員，安排或進行緊急輔導，
並協助轉介適當的跟進服務。
• 協助教師進行特別班主任課。
• 協助為教職員所進行的情緒輔導。
• 協助為家長所提供的支援。
1.6 其他成員
1.6.1 角色
• 協助小組其他成員，分擔危機處理的工作。
1.6.2 職責
• 作好適當的場地安排，並通知有關的教職員。
• 協助班主任進行特別班主任課。
• 協助準備及分發特別班主任課的材料。
• 熟悉所有程序及相關的資料/表格的擺放位置。在有需要時，可即時提供給
其他成員。
• 如有需要，協助其他組員執行職務。
1.6.3 輔導/紀律 (輔導主任及訓導主任)
• 職責：識別、(小組/個別)輔導及跟進情緒受影響之員生/家庭、指導帶領
班主任課技巧、預備「危機錦囊」(可考慮預先存放於各課室)、轉介。
• 建議預備資料：
「危機錦囊」(包括心理解說程序、參考資料及有關物資) (班
主任課用)、識別方法/資料。
1.6.4 救傷
• 職責：處理校內事發現場的急救應變安排，包括安排物資(如：圍板、急救
用品、急救場地)、急救及照顧有需要的員生、填寫員生受傷及送院記錄、
陪同有需要的員生送院。
• 建議預備資料：員生受傷及送院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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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技術支援 (學校環境主任及校務處)
• 職責：日程改動、代課安排、人力資源(包括器材、物品、場地等)調配、
指導各部門人手工作、收集遇事員生的資料及物品。
• 建議預備資料：教職員值課/當值表、器材/物品/場地編配表
危機事件例子：
學生自殺/因故死亡
校外活動意外
傳染病
炸彈、不明氣體侵襲
學生行為/情緒異常
異常天氣情況
災難
火警

一
二
三

緊急事故應變介入和支援工作一覽表
工作
負責人
其他參與成員
核實資料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組長 熟悉當事人的教師
通知校監及區域教育服務處
校長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組長 校長、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成員

四
五

聯絡支援機構
召開教職員會議及情緒支援

社區聯絡人、學校社工
教職員聯絡人、校長

六

學生支援
1 向學生宣佈消息

校長、班主任

2 簡短班主任會

班主任、教職員聯絡人

學校社工、教育心理學家

3 特別班主任課

班主任、教職員聯絡人

學校社工、教育心理學家

4 向有需要的師生提供進一
步/加強支援

學校社工

輔導教師、教育心理學家

家長溝通及支援
1 知會家長

家長聯絡人

學校社工、班主任

2 家長簡報會

家長聯絡人

校長、輔導教師、學校社工

3 慰問死者家屬

家長聯絡人

校長、班主任、學校社工

處理傳媒採訪
危機介入工作檢討
1 危機介入工作檢討會議

校長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組長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組長

教育心理學家、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成員

2 危機介入和支援計劃檢討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組長

校長、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成員

七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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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處理程序流程圖
評估事件的危機性

啟動危機處理機制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會議)

通知全體職員
(全體教師會議)

通知全體學生
(特別班主任課課)

社區聯絡
(傳媒、警方等)

匯報

應付及跟進各方面

老師

學生

家長

教育區分區
教育主任

檢討(是日)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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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學生自殘引致身體嚴重受傷或有生命色險之基本處理流程
1.1 有關老師盡量留守現場，並派人通知校務處(位置及事件的握要)
1.2 校務處接到通知後
1.2.1 以內線電話聯絡安排調配代課老師替代急救老師的上課班別\
1.2.2 通知急救老師盡快到校務處
1.2.3 致電救護車
1.2.4 副校長到校務處後通知空堂訓育老師往現場協助，並把受傷學生遮蓋
1.2.5 一位訓育老師留守教員室。上體育課或正於空地之班別留於原地 (如遠
離現場) 或有秩序地帶往其他地方(如視線可及現場)
1.2.6 有需要關掉轉堂鐘聲，並確保各班均有老師看管
1.2.7 通知危機小組成員到校務處，必要時安排代課老師代有關同事
1.2.8 救護車到達後，一位危機小組成員及/或一位社工陪同學生到醫院(帶備
1.2.9

手提電話)。社工專責輔導工作，小組成員負責與學校聯絡及面對傳媒
聯絡家長

1.2.10 成立輔導中心(圖書館)，訓育/輔導組老師到圖書館作準備
1.2.11 緊急事故應變小組成員開會商討跟進工作
1.2.12 通知保良局及教育局(分區)
1.2.13 大門工友招待傳媒，視情況而安排傳媒到學校禮堂內等待統一發佈訊息
處理危機時，員工須注意事項
要

不要

保持冷靜

不要慌張

積極聆聽

不要忽略危險訊息

容許抒發感受

不要低估自殺的意向

提供情緒上的支持

不要挑戰該生的自殺決心

要留意學生說話的含意

不要長篇說教

強調學生的長處

危機結束前，不宜讓學生獨處

移走學生可用作尋求自殺的工具

不要指責或使該生內疚

鼓勵學生經常求助

不要與該生爭辯自殺的對與錯

要了解何時須要揚棄保密原則

不要作不可行的承諾

讓學生及家長適當地參與各種計劃及行動

不要被學生的混亂情緒所影響

鼓勵學生建立一個支援網絡

不輕易保證絶對保密

協助學生找出他們的希望，表達對學生的關懷
參考文件：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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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學生自殺/因故死亡程序
A. 自殺死亡/因故死亡
1. 在校內發生
危機應變小組運作

2. 在校外發生
危機應變小組運作

封鎖現場

聯絡家長

召救護車及通知警方處理

通知教育局分區教育主任

聯絡家長

通知保良局主席、行政總監、教育總主任

通知教育局分區教育主任

通知學校社工、保良局教育心理學家
作緊急支援

通知保良局主席、行政總監、教育總主任

輔導由於此事引致情緒不安
的同學及教師

通知學校社工、保良局教育心理學家
作緊急支援

有需要時，向全校學生講述事件經過
向全校師生講述事件經過
應付傳媒
及處理家長查詢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引致
情緒不安的教師及同學

擬發家長信及新聞稿
應付及接待傳媒
及處理家長查詢
附註：

擬發家長信及新聞稿

1. 學校宜盡速恢復正常運作。校方可於校內舉
行追悼會，藉以表明事情已告一段落。
2. 校長或其代表及班主任到死者家中進行探
訪，向其家屬致慰及提供援助。
3. 校方安排老師參加喪禮/訂購花牌。
4. 危機應變小組舉行緊急會議，評估事件對學
生的影響，作出跟進工作。
5. 在行政會議及教職員會議上，檢討有關的程
序，改善處理的辦法，重新提醒職員如何處理
學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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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圖自殺而有受傷

4. 企圖自殺而沒有受傷

封鎖現場

封鎖現場

給予適當的急救及照顧
若學生處於險境，應向警方求助

帶領學生到安靜的地方，由他/她較
熟悉的「危機應變小組」成員或教師
照顧

召救護車

聯絡家長

聯絡家長

按需要通知學校社工、保良局
教育心理學家作緊急支援

按需要通知學校社工、保良局
教育心理學家作緊急支援

按需要對知道這事件的同學給予輔導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引致
情緒不安的教師及同學

應付傳媒

應付傳媒
處理家長查詢

按需要將此學生作緊急轉介，
跟進個案的進展
(如學校社工及校外輔導機構)

通知保良局主席、行政總監、教育總主任 通知保良局主席、行政總監、教育總主任

附註：當發現學生企圖自殺時，要立刻採取行
動，把他的自殺工具拿走，並告訴他必須要做的
事，例如「放下剪刀」、「離開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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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死亡事故的處理程序
事項
處理警方查詢

處理一般家長
查詢
處理傳媒查詢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1. 事先預備校務會議紀錄以便警方查詢。
校長/
危機應變小組/ 2. 收集各證物如學生作文簿或美勞作品等(如
有關學生日常生活或情緒表達的作文)，有助
班主任/任教老師
調查。
副校長/危機應變 回答家長查詢。
小組成員
各主任
校長
1. 校方代言人接待傳媒(集中一次向記者交事
件)。
2. 安排校內老師及主任掛名牌。
3. 工友須穿整齊制服。

安排全校教師
會議

校長/副校長/
校務處職員

1. 以 消 息 發 佈 分 組 機 制 電 話 通 知 各 老 師 於 翌
日 提 早 返 校 出 席 會 議。
2. 簡報事件。
3. 小 組 討 論 (了 解 /澄 清 事 件 、 分 享 感 受 、 支
援 、 積 極 面 對 )。

知會全校學生
知會學生家長

校長
校長
校長/副校長/
輔導主任/
班主任/社工

校長於早/午會通告全校學生。
發家長信(包括新聞稿)。
1. 訂購花牌。
2. 安排老師參加喪禮(可派學生代表，學校代表
聯同出席)。

安 排 受 事 件
影響 的 學 生
接 受
輔導
輔導轉介

輔導主任/社工

把受事件影響的班分為三至五組，班主任及一
位任教該班老師協助輔導。

輔導主任/社工

聯絡有關支援機構，以便轉介教育局心理輔導組。

記錄及當日
檢討會議

校長/副校長/
輔導主任

1. 向分區學校發展主任匯報，提交詳盡報告。
2. 與危機應變小組舉行會議，評估事件對學生的
影響。
3. 計劃跟進工作。
4. 計劃可行的措施，協助校方盡快回復日常運作。

探 訪 慰 問 的
安排

日常運作的改動 校長/副校長

1. 調動校內人手。
2. 調動上課小息時間。
3. 分配各老師之代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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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人士死亡事件指引
1. 校長立刻與學校所屬的分區教育主任聯絡。分區教育主任將與一名教育心理學家/學
生輔導主任一起前往探訪有關學校。
2. 在分區教育主任到達之前，學校迅速安排一次特別會議，知會所有教職員有關事件的
情況。首先讓教職員分享他們本身的感受，然後再商討如何應付學生得悉噩耗後的反
應。
3.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應在事發後的首數天，預留時間商討教職員對事件所關注
的問題。
4. 所有新聞界提出的問題，交由校長統籌處理。
5.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負責接聽家長的來電，解答他們疑慮，並與有關的教師及學生會
面。部分教師及學生或許會需要較長時間的輔助。
6. 把事件告知學生，以免他們因謠言或臆測而惶恐不安。
7.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作好準備，如班主任在通知學生或處理學生的情緒問題時遇到困
難，隨時候命提供協助。
8. 教師在告訴學生有關事件之前，先向他們查詢，看看當中有沒有人認識死者的兄弟姊
妹，以及死者本人，以便在透露有關消息時，約略知道應特別留意那些學生的反應。
9. 向學生強調把他們的感受向教師表達的重要性。
10. 鼓勵學生如想多些談論自己的感受，應該約見教師或輔導人員。校方提供一處地方，
讓學生與輔導人員會面及傾談。
11. 校方以書面把事情發生的經過、以及校方曾採取的行動，告知學生的家長。
12. 校長或學校的其他代表(例如：班主任、輔導人員)，到死者家中進行探訪，向其家
屬致慰及提供援助。
13. 學校宜盡速恢復正常運作。校方可於校內舉行追悼會，藉以表明事情已告一段落。
14. 校方在日後舉行的教職員會議上，重新提醒職員如何處理學生問題及檢討有關的程
序以及邀請職員提供建議，遇有同類悲劇再次發生時，如何改善處理的辦法。
15. 校方匯集有關資料，以供日後參考(例如為教師提供與學生談論關於「生命與死亡」
的意義或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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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學生反應的參考資料
自殺學生的同學會因痛失友伴而表現出很強烈反應。
以下是為教師提供的事後輔導過程：
學生的反應
教師如何應付
1. 受驚。學生初時會表現得毫無反應， 1. 教師應採取期待及忍耐的態度，體
但事實上他們是受驚過度，仍然未
諒學生驚慌的感受並表示願意在學
生心情平伏後，與他們談論自殺的
能接受同學自殺的事實。
事件。
2. 憤怒和投射。學生會尋找怪責的對
象。起初會是受害人生命中佔重要

2. 教師應容許學生表達他們的憤怒，

地位成年人，包括學校的教職員，
埋怨他們為甚麼會讓這種事情發
生？

並可與學生分享本身類似的感受。

3. 內疚感。認識受害者的學生一般會

但同時應幫助學生面對現實，向他
們解釋個人的能力有限，不能為別
人的行為負上全部責任。

由埋怨他人轉而埋怨自己，認為如果 3. 教師應與學生分享本身類似的感
我多些開解他，便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受；並同時幫助他們面對現實，設
情!
法令他們明白一個人不可能為別人
的行為負上全部責任。
4. 受害者感到忿恨。即使學生與受害
者並無密切關係，他們通常都會有這 4. 教師有需要讓學生宣洩這些感受，
個反應：他怎可以對我們做出這種事

然後或許可以質疑受害者是否充份

情？

明瞭自己的行為所帶來的影響，藉
此將學生的感受納入正軌。

5. 焦慮。學生本身會開始感到憂慮。

「假如他因受到困擾而輕生，或許我 5. 討論的目的應設法協助學生分辨出
(或我的朋友)也可以這樣做。」
自己與受害者的分別，以及認識到
6. 消除疑慮。學生一旦消除了他們一般
還有其它可以解決困難的辦法。
存有錯誤感覺，便可體會到自殺事件 6. 如學生尚未消除他們對自殺事件存
帶來的悲創；其心理狀況亦開始回復
有的矛盾，教師切忌帶動他們營造 悲
正常。
傷的感覺。
上文事後輔導過程所描的學生反應，並非詳盡無遺，但亦可視作一項有用的指引，藉此了
解學生的反應，及決定應採取甚麼適當的跟進措施。(取材自Lamb & Dunne-Max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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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活動意外事件的處理程序
出發前由領隊老師聯絡當地警署，
並清楚知道最近醫院的電話，
若發生意外，可立即召救傷車

若有學生受傷，應帶傷者到附近救護站(如有)急救
(有急救證書老師負責)

若學生受傷情況嚴重，由救護站 (如有) 人員代召救傷車，
老師立即致電校長，告知學生姓名、班別、意外性質、
當時情況及傷者會送往那間醫院

如現場無救護站，由領隊老師召救傷車，並陪同傷者到醫院

校務處職員通知傷者家長前往醫院

當傷者家長到達醫院，老師扼要轉告情況後，可按情況
離開醫院

活動主任跟進並向校長匯報

輔導主任跟進輔導受傷學生及家人的情緒

活動主任填寫事件報告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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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特殊情況處理程序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一. 遺失學生

有關老師

1. 點算人數及核對參加者名單， 確實
遺失學生之身份。
2. 通知活動負責老師。

1. 即時處理

活動負責老師 1. 安排教師在安全地方或旅遊車上照
顧其他學生， 另兩位教師往旅遊點
附近找尋。
2. 如能尋獲， 須安慰該學生之情緒，
同時安撫其他學生。
3. 如找遍旅遊點仍不能尋獲該學生，
即取消行程並安排教職員將其餘學
生帶返學校。
4. 如當場是親子活動， 有家長/監護
人在場，請家長/監護人先領學生回
家。
5. 留下教師繼續找尋， 並致電與校長
及失蹤者家人/監護人商討報警處
理。

2. 事後跟進

活動負責老師 1. 負責教職員須填寫報告及存檔。
2. 將發生之事故向校長匯報。
3. 檢討事故發生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二. 發生意外
有關老師
(如絆倒、滑倒、受傷)
1. 即時處理

上前慰問傷者， 並了解情況。
通知活動負責老師。

活動負責老師 1. 如傷者是教師，安排一位同工接替
其職務。
2. 如有人受傷， 請有急救經驗的老師
立即替傷者止血。
3. 如有骨折， 請不要移動傷者。
4. 致電與校長商討處理事項。
5. 如有需要， 報警求助， 將傷者送
往醫院，並安排人手陪同前往。

2. 事後跟進

活動負責老
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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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意外
教職員、學生、
家長/監護人受傷

有關老師

上前慰問傷者， 並了解情況。
通知活動負責老師。

1. 即時處理

活動負責老師 如傷者是教師，安排一位同工接替其職
務。
2. 如有人受傷， 請有急救經驗的老師
立即替傷者止血。
3. 如有骨折， 請不要移動傷者。
4. 致電與校長商討處理事項。
5. 如有需要， 報警求助， 將傷者送往
醫院，並安排人手陪同前往。

2. 事後跟進

活動負責老師 1. 負責教職員須填寫報告及存檔。
2. 將發生之事故向校長匯報。
3. 檢討事故發生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4. 致電、家訪或前往醫院慰問。

四. 旅遊車壞車或
輕微撞車

車上老師

1. 查詢車內人士有否受傷。
2. 教職員須安撫學生情緒。

1. 即時處理

活動負責老師 1. 如沒有人受傷， 在安全環境下， 所
有人須留在車上等候維修師傅或其
他的安排。
2. 按情況決定行程是否需要改變。
3. 致電與校長報告情況。
4. 如有人受傷， 請有急救經驗的老師
立即替傷者止血。
5. 如有骨折， 請不要移動傷者。
6. 如傷者是教師， 須安排另一同工接
替其職務。
7. 如有需要， 報警求助， 將傷者送往
醫院，並安排人手陪同前往。

2. 事後跟進

活動負責老師 1. 負責教職員須填寫「意外事件報告
表」並存檔。
2. 將發生之事故向校長匯報。
3. 檢討事故發生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4. 致電、家訪或前往醫院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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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染上傳染病的處理程序

老師發現學生染上傳染病

依次通知校長 / 副校長 / 訓導主任**

把學生放置安全而隔離的環境(如醫療室或會客室)

安排工友照顧病童

如現場遺下嘔吐物，立刻封鎖現場，老師帶其他同學生離開現場，
通知工友清潔現場

聯絡家長接回病童
(如需要召救傷車，須安排工友陪同緊急送院)

班主任跟進學生病情

危機應變小組填寫事件報告並存檔

根據教育局、醫務衛生署傳染病控制中心指引而向有關方面通報
http://www.chp.gov.hk/tc/guideline/1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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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控制傳染病指引
1. 派發/張貼常見傳染病之資料給家長/監護人，以增加其認識。
2. 若學生患上傳染病，須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痊癒。教職員須要求家長/監護人呈交註
冊醫生之證明文件，確保學生患疾病不會傳染病他人，方可回校。
3. 患上傳染病之學生倘未能即回家，須與其他學生分隔，以免病蔓延，並安排工友把
患上傳染病之學生用過的物品進行徹底清潔消毒。
4. 若傳染病曾開始蔓延，這需特別處理，並將搜集的有關資料向所有教職員講解及制
訂處理措施；此外，應將有關資料張貼於佈告板上，讓家長/監護人了解及注意。
5. 如患病之學生家人與校內學生曾有接觸而沒有受到感染，可以毋須隔離，並照常上
課。但如校內學生曾與患有霍亂、白喉、腦膜感染、小兒痲痺症、腥紅熱及百日咳
的患病學生接觸，則可諮詢顧問醫生有關處理方法。
6. 在任何情況下學生如明顯地有出現病症，或懷疑已患上傳染病，校方應盡可能先通
知學生之家長/監護人，勸諭其帶同患病學生盡快前往診治。

預防/控制傳染病事件處理程序
事項

負責人

發現學生染上傳染病 有關老師
班主任

職責處理方法
通知班主任了解情況。
1. 進行了解是否屬實。
2. 若屬實通知校務處職員聯絡家長。
3. 把學生放置安全而隔離的環境。
4. 通知訓導主任。

校務處職員 1. 聯絡家長接回病童。
2. 安排工友照顧病童。
學生復課

班主任

1. 了解學生已經痊瘉，讓學生復課。
2. 通知訓導主任。

訓導主任

填寫事件報告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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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突發事故處理程序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一. 教師/工友/家長/ 校長/校務處職員 1. 如傷者是教師或工友，應安排人手接替其工
學生意外受傷
作崗位及照顧學生。
(如滑倒、扭傷等)
2. 上前慰問，並了解情況。
1. 即時處理
3. 如有人受傷，請有急救經驗的老師立即替傷
者止血。
4. 如有骨折，請不要移動傷者。
5. 如情況嚴重，召救護車將傷者送往醫院或報
警求助；可安排校內一位教職員陪同前往。
6. 如情況輕微，則先讓傷者休息或通知其家人
到校陪同傷者回家。
7. 通知家長。
2. 事後跟進

校務處職員

1. 了解情況。
2. 填寫事件報告及存檔。
3. 致電、探訪或前往醫院慰問。

二. 有暴力傾向
/精神病者闖入

首先發現者

1. 保持鎮定。
2. 通知校長/危機應變小組成員/校務處。

1. 即時處理

校長/
1. 派人監視及盡量避免闖入者接近學生。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2. 迅速行動將學生帶到安全地方。
/有關老師
3. 校長/教職員在安全情況下，盡量紓緩學生情
緒。
4. 由校務處職員報警求助。

2.事後跟進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1. 填寫事件報告，並向校長匯報。
2. 檢討發生事故原因及處理方法。
3. 檢討校內之「門戶安全指引」。

三. 不明氣體侵襲

首先發現者

1. 即時處理

班主任/隨堂老師 1. 帶領學生撤離至安全地點集合，並注意學生
的健康情況。

2. 事後跟進

1. 保持鎮定。
2. 通知校長/危機小組成員/校務處。

校長/

1. 派人將所有氣體開關掣及總掣關掉，熄滅火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種。
2. 開啟所有窗戶。
3. 如情況嚴重，須報警求助。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1. 填寫事件報告，並向校長匯報。
2. 檢討事故發生原因及跟進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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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不明氣體侵襲之緊急疏散程序

發現炸彈、不明氣體侵襲

火警鐘響

老師帶領全校學生緊急疏散到安全地方

報警

在安全情況下老師才帶領學生回課室

通知家長

校方會見傳媒

輔導由於此事引致情緒不安
的同學及教師

擬發家長信及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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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情緒異常的處理程序

發現學生行為/情緒異常

隨堂老師對學生進行安撫，儘量使學生冷靜下來

安排學生(如班長)通知訓導主任或訓導老師到場協助

引領學生到安全而隔離的環境

宜盡速恢復課堂正常運作

鼓勵肇事學生說出感受

幫助學生明白這些不適當的行為可能傷害到自己

聯絡家長

按需要安排家長接回該學童回家休息/送院觀察

按需要安排肇事學生輔導轉介

安排受事件影响的學生接受輔導

填寫事件報告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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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行為/情緒異常事件處理程序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發現學生行為/情緒異常 有關老師
1. 即時處理

2. 事後跟進

通知班主任/訓導主任/輔導主任/
社工/校長及學生願意接觸的人
士。

班主任/
訓導主任/
輔導主任/社工/
校長/
學生願意接觸的人士

1. 進行安撫，使學生冷靜下來。
2. 引領學生到安全而隔離的環境。
3. 鼓勵學生說出感受。
4. 幫助學生明白這些不適當的行
為可能傷害到自己。

班主任/訓導主任

1. 聯絡家長。
2. 安排家長接回該學生回家休息/
送院觀察。

校長

1. 調動校內人手。
2. 調動上課小息時間。
3. 分配各老師之代課事宜。

班主任

輔導/跟進學生。

輔導主任/社工

1. 安排肇事學生輔導轉介。
2. 安排受事件影响的學生接受輔
導。
3. 填寫事件報告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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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暴事故工作分配及細則
一. 上課期間發出有關信號的措施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一號戒備信號

校務處職員

隨時留意天文台報告，將最新資料向
校長匯報。

三號熱帶氣旋信號

校務處職員

隨時留意天文台報告，將最新資料向
校長匯報。

八號暴風信號或以上 校長
1. 留意天氣變化。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2. 如有家長到校，可接走學生，但必
工友
須知會班主任。
3. 其餘留校的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指
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事後跟進

班主任

1. 返回所擔任班主任的班級照顧學
生。
2. 家長到校接走學生，查核家長身
份，並用人名表請家長簽名作實。
3. 其餘留校的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指
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活動主任

匯報／填寫記錄呈交校長。

二. 在上午六時十五分以後懸掛三號風暴信號，而教育局宣佈停課的措施
事項

負責人

三號風暴信號而教育局 校務處職員
宣佈停課

職責及處理方法
隨時留意天文台報告，將最
新資料向校長匯報。

副校長
住所最近校舍的老師/校
方委派的專人
駐校留宿工友

1. 回校照顧已到校的學生。
2. 留意天氣變化。
3. 聯絡家長到校，接回學生。
4. 若天氣轉壞，而又沒法聯
絡家長或家長未能到校接
回的學生，依教育局及校
方指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
送學生回家。

事後跟進

活動主任

匯報／填寫記錄呈交校長。

備註：一切安排以教育局頒佈的措施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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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雨事故工作分配及細則
一.上課期間發出有關信號的措施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黃色暴雨警告信號發出後 校務處職員

隨時留意天文台報告，將最新資料
向校長匯報。

紅色暴雨警告信號發出後 校長／
1. 留意天氣變化。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2. 在校者繼續上課。
3. 在校方許可下，如有家長到校，
可接走學生，但必須知會班主任。
4. 餘留校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指
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班主任

1. 返回所擔任班主任的班級照顧學
生。
2. 在校方許可下，如家長到校接走
學生，查核家長身份，並用人名
表請家長簽名作實。
3. 其餘留校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指
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黑色暴雨警告信號發出後 校長／
1. 留意天氣變化。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2. 在校者繼續上課。
3. 在校方許可下，如有家長到校，
可接走學生，但必須知會班主任。
4. 其餘留校的學生，依教育局及校
方指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
回家。

事後跟進

班主任

1. 返回所擔任班主任的班級照顧學
生。
2. 家長到校接走學生，查核家長身
份，並用人名表請家長簽名作實。
3. 其餘留校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指
示，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活動主任

匯報／填寫記錄呈交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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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上午六時十五分發出暴雨警告信號，而教育局宣佈停課的措施
事項

負責人

暴雨警告信號而教育局宣 校務處職員
佈停課

職責及處理方法
隨時留意天文台報告，將
最新資料向校長匯報。

惡劣天氣值班老師
駐校留宿工友

1. 回校照顧已到校的學
生。
2. 留意天氣變化。
3. 聯絡家長到校，接回學
生。
4. 若天氣持續惡劣或轉
壞，而沒法聯絡家長或
家長未能到校接回的
學生，依教育局及校方
指示，在安全情況下安
排送學生回家。

事後跟進

活動主任

填寫記錄呈交校長。

備註：
1. 一切安排以教育局頒佈的措施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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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處理程序
目的： 遇有緊急或突發事件發生時，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所有人撤離學校及到達安全地
點，使受傷之人數減至最低。
注意事項：
1. 必須在學校內設置明確的緊急逃生路線指示牌及指定集合地點所在地的圖表。
2. 疏散應於廣播後十分鐘內完成。
3. 每位教職員如遇有緊急及火警事故發生時均有責任協助帶領及照顧每位服務使用者
包括學生、家長/監護人/訪客及公眾人士等到安全地點。
4. 由訓導主任協調疏散工作。
(A) 火警發生時之工作分配
訓導主任：
1. 查明起火原因、位置及火種類別， 可參考「消防設施使用指引」。
2. 若屬小火，可處於安全位置而使用滅火設備救火。（ 但切勿用水撲救因電器故
障引發的火警， 亦切勿將水射向未有截斷電源之電器。）
3. 火種熄滅後， 即向校長報告及記錄在案。
4. 若未能控制火場， 須即時執行緊急疏散程序。
(B) 緊急疏散程序之工作分配
訓導主任： 1. 確定火警發生地點及原因。
2.
3.
4.
5.
6.
7.

通知校長。
致電通知消防局，清楚說明地址、人數及火勢。
用手提擴音器或廣播系統指揮疏散工作。
在集合地點核點人數。
消防人員抵達後， 馬上向消防人員報告火場情況。
事後填寫「意外/受傷事故紀錄表」交校長審閱。

其他教職員: 1. 先疏散火場附近之人士， 通知發生火警，並於疏散後關上房門。
2. 在可能情況下，檢查是否所有人已離開火場， 如有被困， 應通知
消防員。
3.
4.
5.
6.

應先協助傷殘/弱智人士疏散。
協助其他有需要幫助人士/逃生人士，並引領疏散方向。
依照訓導主任指示下離開火場。
在集合地點照顧及安撫逃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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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友: 1. 在安全情況，關掉廚房電源和石油氣總掣。
2. 確保有關地方已清場。
3. 協助學生及其他人士疏散。
4. 在訓導主任指示下離開火場。
集合地點: 學校操瑒

災難發生之疏散程序指引
1. 保持鎮定， 遵照主任或老師的指示。
2. 除照明燈外， 關掉所有電器用具， 離開時， 攜帶學生點名簿， 並關上所有門窗，
切勿將門鎖上。
3. 訓導主任須視察所有課室、儲物室、洗手間、廚房及天台，確保所有學生及教職員
均已撤離學校； 這些資料可能有助消防人員執行工作。如有任何訪客或教職員不知
4.
5.
6.
7.
8.
9.

去向， 或已知仍留在現場，火警安全主任須立即向消防處人員報告。
撤離時應勸諭各人步行，不應奔走。
員工應照顧他人的需要，尤其對學生、年邁及妊娠婦女，更應加以照顧，以免他們
驚惶失措。
沿樓梯/通道撤離，並將所有防煙門關掉。
應盡量避免行經火警現場。
切勿攜帶大件物品或重物。
如有濃煙，應用濕布掩蓋口鼻。

10. 除非另有指示，否則應離開學校往指定的地方集合點名。
11. 除非消防人員或訓導主任表示已經安全，否則不應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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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疏散事故工作分配及細則
事項

負責人

職責及處理方法

報告火警位置

發現火警者

盡快通知校長/校務處。

敲響警鐘

校務處主管

盡快發出火警訊號。

疏散

班主任/隨堂老師

帶領學生撤離至安全地點集
合。

集合於安全地點

訓導主任/
充當總指揮，命各班點齊人數
由校長指派之空堂老師 及報告人數，並由空堂老師協
助紀錄各班到達的學生人數。

協助滅火

工友

在可能情況下即時用滅火工
具撲滅火種。

報警

校長/校務處職員

如火勢未能控制，應盡快致電
通知消防局。

視察環境

工友

在安全情況下巡查各處，如發
現仍有人士停留在課室或火
場，即時帶離。

照顧傷者

危機應變小組成員/
持有急救證書之老師

如有受傷或因事故引起情緒
不安者，應盡量照顧、進行急
救及安撫。

跟進事項

訓導主任/負責者

滙報/填寫記錄呈交校長。

匯報

校長

向教育局分區教育主任、保良
局主席、行政總監及教育總主
任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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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火警流程圖

發生火警

致電通知消防局

知會學生/家長及其他職員撤離

協助行動不便者疏散

帶領學生/家長疏散

會否嘗
試救火?
否

會

嘗試救火

在安全之集合地點點算人數及作匯
報
在安全之集合地點照顧及護理學生/家長
向消防人員
報告火場情況

知會校長有關情況
是
是否需要通
知家長?
否

作出通知

填寫有關紀錄
（意外事件報告表）

呈交校長

完成走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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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理 / 支援機構電話一覽表
(2018 – 2019 年度適用)
機構

電話號碼

備註

教育局

2639 4181

分區學校發展主任

保良局

2277 8221

教育事務部高級教育主任

學校社工

2606 7644(O)

謝黛霞

心理學家

2679 7125(O)

戚盈盈小姐 (戚姑娘)

救護車服務

2639 2555
2735 3355

田心救護站

警署

2694 3313

田心警署

社會福利署

2434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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