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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青苗計劃 

2017-2018 年度 

終期評估報告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學校社工姓名：  葉杼靈 

服務評估時段：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終期評估報告摘要 

 

1. 為了繼續提升學生、家長及教師的身心靈健康，本校第二年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

作，參與《新生‧身心靈》校園身心靈健康計劃，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包括《靜

觀 x 藝術》330 工作坊、「靜觀教師工作坊」、「孩子與我的精神健康」家長工作

坊等，透過靜觀方法，讓學生、家長及教師覺察內在情緒及身體狀況，學習照顧

自己的情緒及身心靈。同時在每日午膳後透過「三分鐘靜觀呼吸練習」，讓全校

學生透過簡單的靜觀方式，紓緩情緒，平靜身心。 

 

2. 本學年共處理了 16宗個案及 1321項諮詢，學校有完整的個案轉介機制，學生、

家長和教師遇上需要學校社工支援的情況時，大多會主動向學校社工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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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政策及組織 

 

本學年，學校社工主要繼續參與及協助發展校內「學生支援組」中的「訓輔組」

及「學習支援組」的工作，同時，繼續參與「危機及安全處理組」的工作。 

 

1.1 訓輔組 

學校社工與訓輔組各成員合作統籌學校整體的訓輔計劃及服務，並提供個案

及小組輔導、家長支援、教師培訓及危機處理等服務，從而建構全方位的學生輔

導系統。 

訓輔組負責統籌校內之訓育及輔導工作，由轄下之「校本輔導組」、「個案跟

進組」及「成長支援組」三個小組分工處理不同的訓輔工作，訓輔主任及學校社

工為每小組的當然成員。 

「校本輔導組」負責統籌全校性的輔導活動，並配合學校發展主題「愛社區，

愛地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個案跟進組」負責協調校內的個案轉介機制，

跟進個案處理及轉介；「成長支援組」則支援有特殊成長需要的學生，如按學生

的各個發展階段籌辦不同的輔導活動；並為有行為、情緒問題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個人成長支援；以及協助統籌「成長的天空」計劃等。學校社工負責擔任「成長

支援組」組長， 

 

1.2 學習支援組 

學校社工是學習支援組的成員，學習支援組為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策

劃一系列的輔導支援計劃，透過個別及不同形式的小組輔導服務，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習慣，以加強自我管理能力、學習技巧及態度，從而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

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學校社工按照不同學生的需要，在個別學習計劃內支援學生

的情緒和社交發展，並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個案輔導。 

學校社工亦負責統籌及協調小一及早適別機制，讓學習差異的學生盡早得到

適切的照顧。同時，學校社工與教育心理學家、學生支援組各成員及家長共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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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支援策略，照顧具個別差異的學生。 

 

1.3 學生支援組 

學生支援組負責製定學生支援策略，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訂立學

校關注事項，從而按有關項目訂定各科組之活動，透過訓輔組、學習支援組、

活動組及宗教培育組的協作，完善學生整體支援策略。學校社工為學生支援組

成員，共同計劃學生在身心健康發展之方向。 

 

1.4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負責預防及處理學校危機事件，制訂學校危機處理的方

針，減低危機的影響，為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支援，讓學校能盡快恢復正常

運作。學校社工為危機及安全處理組的成員，負責協調及運用校內外的資源，

減低危機事件對學校及學生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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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行概況 

透過生命教育課，提升學生在個人成長、群性發展、學業和事業等方面的發

展，讓學生正面和健康地成長。 

施教範疇 施教人 數目 

個人範疇 班主任 93 

群性範疇 學校社工或班主任 279 

 總數 372 

 

2.2 學校社工角色 

生命教育是學校發展的重心，學校發展及推行生命教育課程至今，已設計出

一套六級、十二個系列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但每年生命教育組成員仍需不斷檢

視現況，為課程作出修訂，以切合各級各班的不同需要，並以生命教育來貫通各

科目。學校社工為生命教育組的成員，共同統籌、修訂生命教育課的內容及推行

指引，並由各級之課程助理、活動助理及班主任負責執行，學校社工每年主要負

責擔任一個級別之活動助理，於課節執行期間協助預備教材及教具，並主持該級

的共同課節；亦按需要為個別級別主持或協助共同課節。另外，學校社工會與生

命教育組共同策劃、籌備及協助不同主題的延伸活動，進一步鞏固學生的價值觀。 

 

2.3 檢討結果 

生命教育是學校其中一個發展的重心，課程設計上除了包括基本的課堂講解

外，更著重學生的體驗學習，讓學生透過經歷不同的體驗活動，更易於理解及掌

握所帶出的訊息。因此，學生在生命教育課中表現積極，十分投入課堂活動及討

論；同時，家長對學校以生命教育作為學校發展重心的認同及支持，亦有助課程

的推展，家長樂於配合課程，積極協助學生投入課程中家庭參與的部分，並踴躍

參加課程內之親子活動及參與家長義工服務。 

第二章：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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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及建議 

 持續檢討及優化生命教育的課程 

由於來年生命教育將會改為每級全年分享在一個系列，共六個系列，讓各

系列主題更鮮明，同時加入宗教元素，以期更進一步鞏固學生的價值觀和

信仰基礎。因此，建議定期檢討及完善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及推行情況，

持續優化各個系列，以配合學生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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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輔助服務 

 

3.1 個案工作及諮詢 

3.1.1 個案工作 

表 3.1.1A 

2017/18年度個案性質分佈

情緒/心理問題

6 (37.5%)

家庭/環境問題

2 (12.5%)

行為問題

8 (50%)

 

 

表 3.1.1B 

2016/17年度個案性質分佈

情緒/心理問題

4 (29%)

家庭/環境問題

2 (14%)

行為問題

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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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圖表顯示，本年度共處理 16 宗個案，佔全校學生人數約 3%，其中 7

宗已結束，包括 5 宗為目的已達， 2 宗因學生退學而結束，累積至下年度個案共 9

宗。 

問題性質以「行為問題」為主，共有 8 宗，佔整體個案的 50%，包括有部分學

生經常缺課，需要社工作出跟進及輔導；亦有部分學生在課堂上有騷擾他人的行為，

未能遵守課室規則紀律；同時，有個別學生有偷竊或店舖盜竊的行為，需要接受輔

導。 

另外，有接近四成的個案為「情緒/心理問題」，他們因家庭環境或先天因素，

在日常的校園生活中，對課堂的要求或社交狀況的適應較弱，因而出現情緒困擾或

不合乎課堂要求的表現，影響課堂的進行及其社交，需要學校社工及老師的輔導及

支援。有關其他個案統計資料，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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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諮詢服務 

 

表 3.1.2A 

2017/18年度諮詢問題分佈

其他 13 (1%)

社交/發展問題
 352 (27%)

健康問題

32 (2%)

情緒/心理問題
 408 (31%)

學習問題

217 (16%)

行為問題

93 (7%)

家庭/環境問題
 206 (16%)

 
 

 

表 3.1.2B 

2016/17年度諮詢問題分佈

學習問題

134 (12%)

社交/發展問題
 341 (31%)

健康問題

17 (2%)

情緒/心理問題
 223 (20%)

家庭/環境問題
 93 (8%)

行為問題

 3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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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圖表【表 3.1.2A】顯示，本年度的諮詢內容，以「情緒/心理問題」較

多，佔整體約三成，諮詢者包括在上學的適應上或因家庭支援不足而容易出現情緒

困擾，遇到不如意事件時，部分同學較易以「鬧情緒」方式面對及處理問題。其次

是「社交/發展問題」，佔整體接近三成，朋輩關係是大部分學生在學校生活裡相當

重視的部分，因此當他們在朋輩相處上遇上困擾時，都會主動向社工求助及分享，

經學校社工提供意見或討論後，都能解決問題，有關諮詢服務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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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組工作 

 

3.2.1 聰慧學堂 1&2 

本學年共舉行了兩組「聰慧學堂」，由學校社工與訓輔組合作，為學生提

供小組訓練活動，透過團體活動，培養同學與他人合作的正確態度，協助同

學解決與他人溝通上的困難，從而建立更良好的社交生活。小組主要邀請情

緒控制和溝通技巧較弱的四年級學生參加，讓同學在活動中體驗和他人合

作，學習正面處理情緒與衝突，強化他們的情緒控制及社交能力，使他們能

積極、主動和投入地參與群體活動。根據觀察，組員表現相當投入，透過體

驗活動，他們都能反思與人溝通合作的適當態度。 

 

3.2.2 智叻小領袖 

是項活動的對象為四年級學生，由學校社工及訓輔組共同策劃及籌備，

透過團體活動，提升學生對領袖素質的認識，改善他們的溝通能力及情緒控

制，從而建立正確與人相處的態度及發揮領導才能，培養他們團隊合作的精

神，讓他們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肯定自我。根據老師及學校社工的觀察，

學生在小組中表現投入，更表示活動後更有信心擔當領袖角色，為有需要的

群體服務。 

 

3.2.3 《靜觀 x 藝術》330 工作坊 

是項小組活動對象為三年級同學，活動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作，將「靜

觀」融入日常生活中，讓學生用簡單的方法，透過持續的練習，將「靜觀」

培養成為生活習慣和態度，以達至整全身心靈健康。透過藝術活動及遊戲，

讓學生學習仔細觀察四周的環境及五官的感覺，培養覺察力及靜觀的態度，

從而提升專注力及調和情緒。有關小組活動統計，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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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本輔導活動 

3.3.1 全校性輔導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及成效 

小一新生適應 

課程 

是項活動目的為讓小一新生對新校園有初步認識，並讓他們

體驗校園生活及認識新朋友，使他們能盡快適應及融入小學

生活。活動包括參觀校園，讓小一生認識校園的各項設施；

透過集隊訓練，讓同學掌握學校的紀律；透過參與團體遊戲，

使他們彼此有初步的認識，建立團體生活。 

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相當投入活動，能在活動中對學校及

新同學有所認識，活動亦有助一年級新生認識學校社工，有

助日後輔導工作的推展。 

親子同樂日 

活動由學生支援組舉辦，邀請一年級及二年級的學生及家長

一同參加，內容包括親子遊戲、手工藝製作、小食製作、家

長工作坊等。學校社工和老師一同帶領學生及家長進行親子

遊戲、製作手工及小食，並邀請「心靈階梯」的余國健先生

和家長分享「如何與孩子定立界線」，讓家長掌握有效管教

方法。 

家長和學生都表現投入，家長認為活動既能促進親子關係，

工作坊的分享亦讓他們有所得著，更能掌握管教孩子的方法。 

「預防校園欺凌」

工作坊 

是項工作坊由學校社工主持，因應六年級學生的社交需要，

為他們舉辦是項工作坊，提醒他們朋輩相處的適當方式，避

免跌入「欺凌」的陷阱，並教導學生如遇上有關問題時的處

理方法。 

同學表示活動能提醒他們和朋輩相處時，面對衝突亦應用理

性的方式處理，讓他們避免誤以「欺凌」的方式對待同學。 

「向欺凌 SAY NO」

講座 

是項講座由學校社工向五年級同學主持，讓同學更明白校園

欺凌的情況、可能面對的後果及影響，以及面對欺凌時的處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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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講座中表現相當投入，部分同學表示會留意與朋友相

處時如何處理衝突，以免誤墮有關的陷阱，可見活動能加強

學生的反思，提升學生對反欺凌的意識。 

「齊來做個

Friends」社交訓練 

活動內容針對學生較常遇到的社交問題，讓小三學生學習與

人溝通、相處的技巧，期望他們能掌握交朋友的正面態度，

在友愛融洽的環境中成長。 

跟據學校社工的觀察，學生表現投入，活動後，三年級學生

在朋輩間的衝突明顯減少，可見活動對同學的社交有正面作

用。 

「街坊小子木偶劇

場」 

是項活動邀請「街坊小子」到校主持，透過木偶劇，教導學

生認識有特殊學習困難的人，理解他們的難處，從而接納他

們，關懷他們，共同營造關愛的校園。 

同學在活動中表現相當投入，95%的同學表示喜歡活動，87%

同學認為他們能從活動中學習到接納不同需要的同學。 

風紀訓練 

活動由學校社工主持，透過團隊合作活動，讓同學認識風紀

應有的態度，提升風紀的質素；強化風紀同學之間的團隊合

作精神，增強他們對風紀團隊的歸屬感。 

根據問卷調查，100%參加的同學表示學會如何與團隊溝通合

作，100%參加者認為他們對風紀的應有特質的認識增加了，

並有 96%同學認為自己在活動中積極參與。 

六年級禁毒講座 

是項活動由學校社工主持，向六年級學生講解各類毒品及其

禍害，宣揚抗毒的訊息，讓同學學習如何拒絕毒品的引誘。 

透過活動，學生能學習如何拒絕朋輩引誘的技巧，加強學生

對毒品的警覺性及明白吸毒帶來的禍害。 

小三生命成長 

體驗營 

是項活動讓三年級學生在校內進行，以日營的形式，透過團

隊合作遊戲及班際競賽等，提升學生班級內的凝聚力及對校

園的歸屬感。活動完結前更邀請家長一同參與活動回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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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享子女在活動裡的點滴。 

學生表現投入，在班級分組活動中，亦表現出對班級的支持

和團結精神，能有助提升學生對班級及學校的歸屬感。 

「紓緩壓力及情緒」

講座 

為讓六年級學生學習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中的困難和挑

戰，本學年邀請「香港撤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心」

到校為學生主持「紓緩壓力及情緒」講座，讓學生學習以正

面的態度，積極地面對壓力及困難。 

根據問卷調查，90%學生表示活動能使他們以積極態度面對困

難；並有 92%學生認為，活動能使他們明白珍惜生命的意義。 

小六教育營 

全體六年級學生參加三日兩夜之宿營活動，於烏溪沙青年新

村進行，透過營地活動、團體合作遊戲及反思，讓同學學習

與人相處之道，建立團隊合作精神，同時為六年的小學生活

作回顧、反思與感恩。 

同學都非常投入參與畢業營內的各項活動，並與相處六年的

同學共同留下開心及難忘的回憶，更在當中表達了對學校、

老師和同學的不捨之情。 

「精叻小掌櫃」學生

理財工作坊 

為了讓五年級同學從小建立正確的理財態度，培養儲蓄習

慣，平行「儲蓄、消費與捐獻」等金錢的運用，學校與「家

庭福利會」合作，安排「精叻小掌櫃」學生理財工作坊，透

過模擬社會遊戲，讓學生體驗消費及理財，促使他們檢視並

反思個人的消費行為及理財態度，明白及早計劃人生的重

要，以及學習如何用正確途徑賺取及運用金錢。 

學生在活動中表現投入，活動讓學生對自己的理財安排有深

入的反思，同時能從中了解學習、工作與金錢的關係，讓他

們能及早準備，為將來的人生而努力。 

「理財從小開始」 

工作坊 

工作坊教導四年級學生如何運用金錢及理財，建立良好的儲

蓄及消費習慣，培養他們對金錢價值的正確觀念，並學習用

正確的途徑獲取金錢，讓他們對賭博的禍害有初步認識。 



 P. 16 

透過社工和老師的觀察，活動能讓學生掌握對待金錢的態

度，明白金錢的作用和價值，並能讓他們學習正確使用金錢

的方法，盡量避免因對物質的慾望而作過多無實際需要的消

費。 

五年級禁毒講座 

由學校社工為五年級學生主持，讓學生認識不同種類的毒品

及其禍害，明白接觸毒品對他們的影響，提醒他們拒絕毒品，

保持健康的身心。 

參加者認為活動能加強他們對毒品的知識及警覺性，提醒他

們對毒品能造成的損害，堅定他們抗拒毒品的決心 

有關校本輔導活動的統計，詳見【附件四】。 

 

 

 

3.3.2 其他支援計劃 

活動名稱 內容及成效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

學) 

與香港青年協會青苗計劃合作，舉辦四年級至六年級的

活動。由學校社工及訓輔組負責統籌整個計劃及聯絡合

作機構，並帶領學生參與是項計劃舉辦的小組、日營、

宿營、義工探訪及戶外活動。根據老師和家長的觀察，

活動有助增強學生的自信心、社交能力及樂觀感。 

 

 

 

3.4 支援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由於部份學生學習能力及家庭背景有差距，以致他們在處理功課及學習能

力表現遜色；因此，學習支援組及學校社工透過「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

的小一學生計劃」及其他評估機制，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並轉介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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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學習困難之學生予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接受評估。同時，學校社工亦與教

育心理學家及學習支援組共同訂定個別學生的支援策略，令有需要的學生得到

適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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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師培訓活動 

4.1.1 執行目標 

學校社工主要支援教師在訓育輔導上的技巧，協助教師認識學生的情緒

和成長需要，並關注教師的身心靈健康。 

 

4.1.2 工作概況 

本年度香港青年協會青苗計劃為寶血女修會屬校小學教師發展日舉辦了

「製作讓學生難以忘懷的課堂」教育工作坊，邀得葉祖賢校長主講，本校全

體教職員均一同參加。另外，亦為全校教師舉辦了「大澳漁港體驗之旅」教

師發展日活動，讓老師在繁忙的工作間，紓緩壓力，促進身心靈健康。本年

度亦舉辦了「靜觀教師工作坊」，由新生精神康復會的導師帶領教師透過靜觀

覺察身體，讓老師透過「靜觀」方法，平衡身心的需要。 

 

4.1.3 評估方法 

主要透過觀察及檢討問卷了解參加者對活動的意見。 

 

4.1.4 分析及建議 

 繼續關注教師的身心靈健康 

本校教師關愛學生，對教學充滿熱誠，日常的教學工作亦相當繁重，

因此建議繼續關注老師的身心靈健康，推展有助教師紓解壓力，平衡身心

的活動，讓教師在良好的自我照顧之下，有更佳狀態繼續關顧及培育學生。 

第四章：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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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長教育活動 

4.2.1 執行目標 

學校社工協助推展家長教育工作，為家長提供建議及管教上的支援。 

 

4.2.2 工作概況 

學校社工主要透過個案輔導、諮詢及家長日等支援服務協助有需要的家

長，提升他們的親職管教技巧，並按家長的需要，舉辦不同的家長講座或工

作坊。 

本年度透過「激發孩子學習動機」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掌握如何提升子

女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同時透過「孩子與我的精神健康」家長工作坊，讓家

長認識情緒困擾的成因及表現，並以「靜觀」的方式，讓家長認識如何處理

情緒。另外，以「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及專注力」家長工作坊及「如何

提升孩子的專注力(進階篇)」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掌握提升孩子專注力的方

式，以及孩子鬧情緒的應對技巧，從而促進子女的學習能力，建立健康的親

子關係。 

學校社工亦撰寫家長教師會通訊，主題為《向體罰 SAY NO》，讓家長明

白如何在保持冷靜情緒下管教孩子的重要性，以及體罰帶來的負面影響。有

關家長教育活動統計，詳見【附件六】。 

 

4.2.3 評估方法 

學校社工主要透過觀察及檢討問卷了解參加者對活動的意見。 

 

4.2.4 分析及建議 

 舉辦與提升孩子學習有關的家長教育 

本校家長普遍較著重子女的學業成績，低未必掌握有效方式協助督促

孩子學習，同時在處理孩子的學習問題時往往容易起衝突，不但影響親子

關係，更容易令家長及學生均感受壓，影響情緒健康。因此，建議舉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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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升子女學習動機或能力的家長教育，讓家長以有效的方法引發子女的

學習興趣，亦有助穩固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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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香港青年協會為學校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詳列如下： 

 

項目 對象 / 參加人數 

5.1 「製作讓學生難以忘懷的課堂」寶

血女修會屬校小學教師發展日 
教師：38 人 

5.2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學生：39 人 

5.3 「我係義工‧送米助人」計劃 家庭：10 個 

 

第五章：青協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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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財務報告 

 

項目說明  經費  

全方位輔導服務  

收入項目   

本年度撥款津貼 $ 593,345.00           

2016/17 年度盈餘 $ 102,133.93 

2017/18 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 17,402.00 

總結 :  $ 712,880 .93                       

支出項目   

支付「青苗計劃」服務全年經費（由 17 年 9 月 1 日至 18 年 8 月 31 日） 

駐校社工及支援隊伍 

(包括臨床心理學家及程序幹事)的薪金及強積金 

推行校本輔導計劃、小組輔導及生命教育課 

推行家長教育活動 

推行老師培訓工作坊 $ 600,000.00 

小結: $ 600,000.00 

學校支付輔導相關活動之雜項 

  成長的天空活動學生午膳 $551.00 

  學生禮物 $2,553.40 

  活動物資等 $3,652.70 

  「紓解壓力及情緒」講座 $900.00 

  生涯規劃講座 $12,000.00 

  大澳漁村體驗之旅 $12,796.00 

  正能量少年領袖培育計劃 $15,000.00 

小結:  $47,453.10 

總結： $647,453.10  

本年度結餘： $65,4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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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總結及建議 

 

學校的辨學宗旨以「人」為中心，著重全人教育，希望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

學校以「生命教育」貫穿各科組，並以「重管教多於重懲處」的方式教育學生，此

精神亦推展至訓育及輔導工作，著重學生在德育方面的培養，使學生在品德與學業

上得到均衡發展。而本校部分學生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家庭結構亦較為複雜，

以致家庭支援較薄弱，因此，現提出以下建議，期望能更深入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 

 

7.1 繼續鞏固學生的正向思維 

學校一向著重發展學生的正面價值，關注學生的身心發展，並透過生命教

育積極培養學生「愛惜、關懷及分享」生命，建議繼續推展相關的教育，透過

不同活動，提升學生積極面對困難與挑戰的抗逆能力，進一步鞏固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 

 

7.2 強化對家庭照顧較弱之學生的支援 

本校有不少家庭支援較弱的學生，學校亦為他們提供不少的支援，如

課後學習支援、安排有較大需要的學生參與各活動等。建議繼續維持既有

活動，同時建議學校配合發展方向及實際需要，為學習能力較弱而又缺乏家庭

支援的學生提供協助，透過服務，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指導學生完成功課

及溫習，既可鞏固學生的學業成績，提升學生的自信，同時有助加強學生對學

校之歸屬感 

 

 

撰寫 

 

 

                           

葉杼靈 

青年工作幹事 

 

批閱 

 

 

                           

梁慧敏 

青苗計劃 單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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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 

 

 

 

 

 

 

 

            

   

           學校蓋印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陳靄媚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學校地址： 粉嶺安樂村安樂門街13號         

學校電話：        2675 6617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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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個案統計資料 

個案數量 

個案 數目 

上年度累積個案 11 

新開個案 5 

重開個案 0 

結束個案 7 

累積至下年度個案 9 

 

 

個案分佈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數量（男） 0 3 1 2 2 2 

數量（女） 0 0 2 1 1 2 

 

 

問題性質（主要問題） 

問題性質 
問題 

編號 
分類 

個案 

數目 

行為問題 

CC5 經常逃學 2 

CC6 
校內騷擾他人行為，例如：擾亂學校秩序、對師

長無禮、反叛行為或經常污言穢語 
3 

CC20 
偷竊或店鋪盜竊，包括透過電子工具或平台作出

的盜竊行為 
3 

小計 8 

 EE1 畏縮 / 退避的行為 1 

情緒/心理 

問題 

EE3 
情緒問題，例如：未能適當地調適情緒、情緒低

落、覺得自己沒有用 
4 

EE6 
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的發展障礙，例如: 注意力不

足/ 過度活躍症、自閉症 
1 

小計 6 

家庭/環境 

問題 

FF2 已經證實的虐兒個案 2 

小計 2 

總數 16 

 

 

個案活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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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數目 

面談次數 158 

與校內有關人仕聯絡次數 105 

電話聯絡次數 56 

個案會議次數 4 

與其他服務單位聯絡次數 38 

信件/轉介/報告數目 3 

治療小組節數 0 

總數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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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諮詢者之分佈及處理統計 

諮詢者之分佈 

內容 數目 

學生 

男 

一年級 22 

二年級 27 

三年級 27 

四年級 41 

五年級 17 

六年級 112 

女 

一年級 121 

二年級 171 

三年級 90 

四年級 170 

五年級 64 

六年級 19 

小計 881 

家庭成員 178 

教職員 178 

其他 1 

總數 1238 

 

 

諮詢內容分佈  

內容 數目 

學習問題 217 

行為問題 93 

家庭環境問題 206 

情緒/心理問題 408 

健康/生理問題 32 

社交/發展問題 352 

其他 13 

總數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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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處理形式 

內容 數目 

提供資料/建議 202 

分享/討論 434 

輔導 646 

總計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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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小組活動統計 

活動名稱 日期 對象 節數 參與人次 

聰慧學堂 1 

12/10/2017 – 

14/12/2017 
學生 3 42 

30/11/2017 學生 1 14 

7/12/2017 – 

14/12/2017 
學生 2 28 

聰慧學堂 2 

04/01/2018 – 

18/01/2018 
學生 3 36 

01/02/2018 學生 1 12 

15/03/2018 – 

22/03/2018 
學生 2 24 

智叻小領袖 

12/04/2018 – 

19/04/2018 
學生 2 20 

03/05/2018 – 

24/05/2018 
學生 3 30 

06/04/2017 學生 1 5 

《靜觀 x 藝術》330 工作坊 

08/01/2018 – 

22/01/2018 
學生 3 60 

05/02/2018 學生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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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校本輔導活動統計 

活動名稱 日期 對象 節數 參與人次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 28-29/08/2017 學生 2 170 

親子同樂日 07/10/2017 學生及家長 1 120 

「預防校園欺凌」工作坊 07/11/2017 學生 1 75 

「向欺凌 SAY NO」講座 28/11/2018 學生 1 94 

「齊來做個 Friends」社交訓練 06/12/2018 學生 1 75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12/12/2018 學生 2 323 

風紀訓練 03/02/2018 學生 1 50 

六年級禁毒講座 20/03/2018 學生 1 73 

小三生命成長體驗營 28/03/2018 學生 1 75 

「紓緩壓力及情緒」講座 10/04/2018 學生 1 73 

小六教育營 
14/05/2018 – 

16/05/2018 
學生 7 511 

「精叻小掌櫃」學生理財工作坊 25/06/2018 學生 1 95 

「理財從小開始」工作坊 28/06/2018 學生 1 85 

五年級禁毒講座 06/07/2018 學生 1 95 

 

風紀訓練問卷分析(節錄) 

檢討項目 1 分最低，5 分最高 

 1 2 3 4 5 

1. 我學會如何與團隊溝通合作    32% 68% 

2. 我對風紀的應有特質的認識增加了    28% 72% 

3. 我在活動中積極參與的程度   4% 30% 66% 

4. 工作員在活動中的表現    22% 78% 

5. 我滿意整體的活動   2% 1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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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教師培訓活動統計 

日期 活動名稱 節數 參與人次 

26/02/2018 「大澳漁港體驗之旅」教師發展日活動 1 42 

07/03/2018 靜觀教師工作坊 1 38 

28/03/2018 
「製作讓學生難以忘懷的課堂」寶血女修會屬校小

學教師發展日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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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家長教育活動統計 

日期 活動名稱 節數 參與人次 

25/11/2017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激發孩子學習動

機」家長工作坊 
1 40 

11/05/2018 「孩子與我的精神健康」家長工作坊 1 45 

30/05/2018 
「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及專注力」家長

工作坊 
1 60 

30/06/2018 
「如何提升孩子的專注力(進階篇)」家長工

作坊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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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校內會議 

日期/期間 項目 

22/08/2017 校務會議 

23/08/2017 學生支援組會議 

24/08/2017 生命教育組會議 

25/08/2017 訓輔組會議 

26/08/2017 學生支援組會議 

28/08/2017 學習支援組會議 

29/08/2017 教師常會 

30/08/2017 生命教育備課會 

21/09/2017 教師常會 

22/09/2017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會議 

04/10/2017 學習支援會議 

18/10/2017 個別學習計劃會議 

19/10/2017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會議 

26/10/2017 教師常會 

01/11/2017 學習支援會議 

02/11/2017 生命教育組會議 

02/11/2017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會議 

07/11/2017 學習支援會議 

10/11/2017 教師常會 

15/11/2017 教師常會 

15/11/2017 學習支援會議 

07/12/2017 教師常會 

13/12/2017 學習支援會議 

09/01/2018 生命教育備課會 

18/01/2018 教師常會 

19/01/2018 學生支援組會議 

24/01/2018 訓輔組會議 

25/01/2018 教師常會 

31/01/2018 學習支援會議 

31/01/2018 小一及早適別會議 

05/02/2018 學習支援組會議 

08/02/2018 危機及安全處理組會議 

27/02/2018 「小三生命成長體驗營」會議 

27/02/2018 學習支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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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期間 項目 

15/03/2018 教育營會議 

21/02/2018 個別學習計劃會議 

11/04/2018 學習支援會議 

19/04/2018 教師常會 

26/04/2018 生命教育組會議 

10/05/2018 教師常會 

24/05/2018 生命教育組會議 

13/06/2018 個別學習計劃會議 

14/06/2018 教師常會 

19/06/2018 學習支援會議 

26/06/2018 訓輔組會議 

28/06/2018 學生支援組會議 

09/07/2018 學習支援組會議 

10/07/2018 學生支援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