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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20–2021 年度學生輔導服務檢討報告 

 

主題︰身心健康滿校園、正向思維助成長 

 

1 主旨 

本學年輔導服務的目的是透過一系列的體驗活動及服務，讓學生了解如何與 

人相處、明白自己的需要及了解社會上的問題，從而得以成長。「全人發展」 

是希望每位學生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發展，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潛能。愛的教 

育是本校的宗旨，除了老師對學生的關愛外，學生在學習生活中實踐關愛亦 

是本年度輔導主題之一。因此，輔導組希望透過義工、祝福校園、關愛大使 

等活動讓學生體驗及學習關愛他人。 

 

2  學校現況 

2.1 強項 

2.1.1 週會及成長課編入常規課內，涵蓋德育及公民教育、生命教育

及服務學習等元素，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培養學生  

自律守規、誠信可靠、孝順、堅毅、國民身份認同的精神。 

2.1.2 訓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輔導組合作關係良好，互相補

足，有利學校整體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發展。 

2.1.3 教師、家長及學生對輔導服務內容、範疇及程序熟識，能主動

尋求輔導人員的協助。 

2.1.4 已建立諮詢及轉介程序，能鼓勵教師尋求支援及轉介有輔導需

要的學生。 

2.1.5 本校已推行班級經營，建立各班特色，有助加強學生對班及學

校之歸屬感、責任感及成就感。 

2.1.6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學校積極與家長溝通，已建立互信及關顧

文化，有助更了解學生的需要，從而協助學生成長。  

 

2.2 弱項 

2.2.1 部份家長過度保護及溺愛子女，讓他們失去自由成長的空間，妨礙

子女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且難以面對壓力和挫敗。 

2.2.2 部份家長為雙職父母，故較少時間與子女見面、相處及溝通，較難

關注子女成長的需要，學生的價值觀及情緒行為容易出現偏

差。 

2.2.3 部份學生的家庭結構及家庭成員關係出現問題，如父母離異、父母

關係緊張或親子溝通出現問題等，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及

心理成長發展。 

2.2.4 部份學生慣於倚賴父母及師長，獨立解決問題能力薄弱，導致在面

對學習及成長的壓力時，出現負面的適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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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機會 

2.3.1 本年度繼續聘請合資格的註冊社工推行全方位輔導計劃、輔導活

動、成長講座、工作坊及成長的天空計劃，引入多元化的社區資

源，有效地照顧學生不同需要。 

2.3.2 逐漸推行小班教學，減低師生比例，學生能獲得更多的照顧。 

 

    2.4 危機 

2.4.1 現今科技日新月異，資訊科技發達，學生使用手機情況普及，同 

時帶來沉溺網絡的危機，對學生身心、學業及社交有不同程度的 

負面影響。 

2.4.2  近年社會氣氛緊張，自殺數字不斷上升並見年輕化，這股歪風對

學生及其家庭構成嚴重威脅，嚴重影響學生的身心靈健康。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全港中小學多次暫停面對面授課。學

生在停課期間長時間留在家中，缺乏社交互動，以及生活作息

欠缺規律，因而出現各種情緒問題。



3 

關注事項︰推行校內輔導政策及轉介機制。 

1. 政策及組織 發展策略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統籌輔導組 

 編訂及提交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及報告書 

老師問卷 
100%老師滿意全年度的校本

輔導服務。 

在學年初，在會議上向全體老

師分享「處理懷疑虐兒個案指

引」及「處理缺課個案指引」，

讓老師更清晰了解有關流程

及指引。 

 制訂校內轉介機制 

 制訂「處理懷疑虐兒個案指引」及「處理缺課個案指引」 

 定期匯報及檢討輔導服務進展 

 輔導資源的管理及紀錄 

     

關注事項︰成長課編入常規課內，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2. 個人成長教育 發展策略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生活教育課(成長課) 

 

全年籌備八節生活教育課，內容根據教育局成長課指引的四

大範疇及十二個重點而編寫。 

在生活教育課時中，透過不同的課節及講座，以提升學生個

人成長及公民責任心。 

老師問卷 

93.3%老師認為成長課能提

升學生個人成長和公民責任

心。 

班主任表示簡報內容過於豐

富，未能教授所有內容，建議

下年度可再簡化簡報內容。 

     

關注事項︰增加老師及家長認識兒童成長需要，從而提升老師及家長處理學生問題的技巧，加強家校合作。 

3. 支援服務 發展策略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3.1 家長支援 
透過外間機構或其他專業支援，為本校家長提供不同專題講

座，提升家長的管教技巧及認識子女成長需要。 

出席人數 

家長問卷 

因停課關係，今年度計劃舉行

的家長講座全部取消，故此未

能收集家長意見。 

另外，在老師的問卷調查中，

98.2%老師同意社工能為家

長提供專業的建議及支援。 

因上下學期因不同原因停

課，故此原定的家長講座未能

如期進行。下學年需因應家長

親職教育的需要舉行有關主

題活動，提升家長管教能力及

增進親子關係。 

3.2 老師支援 
為老師提供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諮詢及支援，減少老師

在處理上的壓力。 
老師問卷 

98.2%老師認為能有效提供

支援，有助處理學生問題。 

社工處理學生個案時不時與

老師諮詢，分享處理學生情緒

行為的方法及建議。另外，有

需要時更會在課堂上提供支

援。 

     

關注事項︰發揮學生潛能， 全人發展，樂觀成長，照顧不同學生之需要。 

4. 輔助服務 發展策略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4.1 個案輔導 
社工透過面談、家訪及轉介為情緒行為及家庭問題之學生提

供輔導。 

家長諮詢 

老師意見 

定期進行檢討，家長、學生及

老師表示學生情況有改善。 

本年度處理較多情緒問題及

缺課問題的個案，透過個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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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觀察 談、聯絡家長及老師諮詢等，

個案的情況有改善。如遇到有

需要的學生或家庭時，社工亦

轉介其他社區資源或服務，讓

個案有更全面的支援。 

4.2 小組輔導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自理小組、情緒小組、社交小組及適應

小組。 
老師問卷 

95.5%老師認為小組輔導能

配合學生成長需要。 

因疫情關係，今年度未能進行

面授的小組活動。 

4.3 領袖訓練 

    4.3.1 「大哥哥大姐姐」

朋輩計劃 

    4.3.2  學生義工服務計

劃 

招募有領導才能的學生參加領袖訓練，繼而在校內擔任不同

的崗位為學校服務，從而培育學生成為自律獨立的品格。 

檢視公民小冊子 

學生問卷 
約一半學生能完成公民小組

工作紙。 

因疫情關係，今年度未能外出

進行學生義工活動。 

4.4 校本、級本及班本活動 

   4.4.1 正向教育輔導計劃 

   4.4.2 敬師日 

   4.4.3 母親節及父親節活

動 

4.4.4 Care Cafe  

4.4.5 輔導組總結性活動 

校本輔導活動計劃跨科組合作，在不同的學生活動中增加班

制元素，從而提升師生關係及班內的凝聚力。 

 

與家教會合作舉行母親節及父親節活動，嘗試多元化的慶祝

活動。 

老師問卷 
97.7%老師認為活動能提升

同學及師生關係。 

本年度順利推行「正向樂童

行」活動。下年度將以正向教

育的「生命意義」作為重點推

行。 

4.5 成長的天空計劃 
為小四至小六被甄選的成員提供不同訓練活動，透過計劃提

升有需要學生的提升抗逆力。 
學生問卷 

84%小六成員、100%小五及

95%小四成員表示計劃對他

們有幫助。 

因停課關係，小四至小六的輔

助小組以 ZOOM 及面授形式

進行。其餘的戶外活動則轉為

校內活動日。 

     

關注事項︰運用社區資源，支援校內輔導服務，豐富學生經驗。 

5. 其他輔導服務 發展策略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5.1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全人發展，

嘉許有卓越表現的學

生，特設卓越學生獎勵

計劃。 

每名學生會獲發卓越學生手冊，透過手冊中的「我的承諾

書」，訂定自己在不同範疇的個人目標，以突破自我，而教師

亦會透過蓋印形式，嘉許學生各方面的成就。 

 

老師問卷 

檢視卓越學生

手冊 

97.7%教師認為活動能有正

面的鼓勵。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已推行多

年，運作暢順。下年度將配合

學 校 新 政 策 「 DREAM 

WORLD」為學生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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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來港學童支援 

呈報本校新來港學童資料及透過適應課程，以助新來港學童

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模式和提升其學習能力，尤其在英語學

習方面。 

出席紀錄、 

觀察學生 

的表現 

本年度有五名新來港學生，與

本校香港教育中心合辦「新來

港中文適應課程」，觀察學生

參與活動時的表現，活動有助

提升學生的繁體字認讀和融

入學校生活。 

新來港學童班本年度合資格
獲批新來港學童津貼的學生
有 5 名，本校為學生提供小組
服務，因疫情緣故以 ZOOM
形式舉行「新來港中文適應課
程」，為新來港學生提供繁體
字 書寫、閱讀及廣東話正音
訓練，讓學生能盡快適應校園
生活，由 3 月 19 日至 5 月 28
日透過網上視訊進行課後小
組。 

5.3 非華語學生支援 

呈報本校非華語學生資料及透過不同的支援及適應課程，以

助非華語學生適應香港的生活模式，以及加強其中文學習能

力及動機。亦為非華語學生家長提供支援服務，包括通告翻

譯等，以更有效幫助非華語學生融入本港校園生活。 

觀察學生的表

現、出席紀錄 

本年度有四名非華語學生，本

校與越己堂合辦非華語學生

中文能力提升班，觀察學生參

與活動時的表現，活動有助提

升學生的中文學習能力及動

機。 

非華語學童支援服務本年度
本校已為校內兩名非華語學
生申請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
津貼，並已成功獲批。另已為
四名學生提供「非華語學童中
文能力提升班」，服務包括指
導中文功課及字詞認讀，並額
外為家長提供適切支援，包括
通告翻譯等。 

 

 

 

對學生成長的支

援學生表現 -  - 

校本課後學習及

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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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20 - 2021 輔導組財政預算輔導組財政運用收支表：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2019-2020 盈餘 686,477.08 -- 

額外輔導津貼 259,518.00 -- 

諮詢服務津貼  129,315.00 80,100.00 

學生輔導活動 

1) 校本輔導活動 -- 36,010.49 

2) 輔導小組 -- 11,455.62 

3) 領袖培訓 -- 0 

4) 學生講座 -- 0 

5) 祝福校園計劃 (敬師週、母親節、父親節) -- 13,966.39 

6) 輔導組總結性活動 -- 9,217.57 

家長活動 

1) 家長學堂 -- 0 

2) 家長講座 -- 2,000 

3) 家長義工活動 -- 0 

4) 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7,623 

雜項 

1) 資源閣/遊戲閣 -- 1,418.9 

2)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物資(教具、用具) -- 33,031.32 

總結： 1,075,310.08 194,823.29 

預計盈餘(2020 - 2021) 880,4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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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校本公民課程 

生活教育課及學習活動總覽 

*代表與校外人士/ 機構合作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個人發展 
自我概念 我的名字 我的性格 我的優點及缺點 我的強弱項 我的責任 我的理想 

解決問題 適應新生活 去掉壞習慣 我的心事 我做得到 積極人生 減壓妙法 

群性發展 

尊重及接納他人 讀寫困難 自閉 
專注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症 

視障、聽障及 
言語障礙 智力障礙 認識少數族裔 

溝通及人際關係 秘密天使分享活動 遵規守法 

應變及處理衝突 小事化無 平息紛爭 防止欺凌 和諧之家 面對逆境 網絡衝突 

學業 

學習技巧及態度 溫習技巧 閱讀習慣 我的筆記本 自學習慣 運用資訊科技 生涯規劃 

成就感及 

愉快的學校生活 
我的成績表 我的傑出表現 名人名事 認識科學家 認識畫家 認識音樂家 

事業 認識職業 *認識警察 *認識空中服務人員 *認識律師 *認識建築師 *認識消防員 *認識醫生 

公民教育 

◆ 國民教育 

◆ 價值教育 

◆ 健康教育 

◆ 環境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基本法教育 

◆ 性教育 

➢ 堅毅 

➢ 尊重他人 

➢ 責任感 

➢ 國民身份認同 

➢ 承擔精神 

➢ 關愛 

➢ 誠信 

⚫ 關愛「承諾日」 
⚫ 敬師活動 
⚫ 班長、風紀、教師選舉活動 
⚫ 禮貌活動 
⚫ 健康生活活動 

                   

主題講座(校外資源):  
*衞生講座 
*理財講座 

⚫ 花卉義賣簿籌款活動 
⚫ 服務學習 
⚫ 環保活動 
⚫ 秘密天使分享活動 
⚫ 升旗活動 
 

 
*交通安全講座 
*性教育講座 

⚫ 節日活動(中秋節、聖誕節、新
年、復活節、父親節、母親節) 

 
 
 
 

 
*警方主題講座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訓練(認識篇、個人護理、個人整理、個人技能、個人安全、生活技能營、境外學習) 

欣賞別人 才藝表演 

團隊精神及歸屬感 
⚫ 走廊壁報設計 

⚫ 風紀就職典禮 

 

 

⚫ 家長日前課室佈置設計比賽 

⚫ 節日佈置 

⚫ 啦啦隊訓練 

 

⚫  好學生約章、班規及班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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