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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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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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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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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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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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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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適，切合學生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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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舉行 4個家長講座

及 4節家長工作坊，參加

家長回應正面。 

另外，在老師的問卷調查

中，96.9%老師同意社工能

為家長提供專業的建議及

支援。 

今年度家長工作的主題貼

近家長需要，來年可按不

同年級的需要而安排相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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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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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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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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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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老師認為小組輔導

能配合學生成長需要。 

今年度能安排實體的小組

活動，讓學生更有效學習。 

4.3 領袖訓練 

4.3.1 朋輩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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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參加學生表示活動中

能提升自己的領導才能。 

學生能發揮所長，學習與

人合作，從而提升自信

心，在服務的過程中欣賞

別人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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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校園計劃

(敬師日、母親

節及父親節活

動) 

4.4.3 運動輔導共融

計劃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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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老師認為活動能在

校內營造正面積極的氣

氛，提升師生關係。 

本年度順利推行「正向教

育—生命的義意」活動。

下年度將以繼續深化有關

主題活動。 

 

因疫情影響，未能安排運

動輔導共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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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小六成員、100%小五

及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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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各級已

安排至少一次的活動日，

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及解

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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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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電子獎勵計劃 
每名學生獲個人電子帳戶，老師定期觀察學生校內表現，

給予積點進行嘉許及肯定。 
老師問卷 

96.9%教師認為活動能有

正面的鼓勵。 

今年度將配合學校新政策

「DREAM WORLD」為學生給

予獎勵，效果顯著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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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與精伶教室合辦

「新來港學童暑期學習

班」，學生表現積極。 

於停止面授課期間，為學
生提供 ZOOM小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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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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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的

表現、出席

紀錄 

本年度有五名非華語學

生，而其中兩名為插班

生，並已在下學期退學。 

 

與香港教育服務中心合辦 

「非華語學童基礎中文學

習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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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向家長、學生及老師

了解學生適應情況，整體

上有改善。 

非華語學童支援服務本年
度本校已為校內三名非華
語學生申請非華語學童中
文學習津貼，並已成功獲
批。 
 
另已為五名學生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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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ZOOM 形式進行的功課
輔導班期望在下學年轉為
實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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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兒童發展基金 
招募小四至小六基層學生參加為期三年的成長計劃，透過

目標儲蓄、友師配對及規劃未來助學生認清發展目標。 

導師觀察 

出席記錄 

本年度成功招募 58 名學

員，25 名師友共同參與本

計劃，並提供更加多個人

發展機會。透過師友與校

方協助訂立和實踐個人規

劃，鼓勵學員養成建立資

產﹑累積儲蓄與無形資產

的習慣。這些特質都會有

助他們未來的發展。 

學員及師友的關係對於本
計劃尢其重要，師友的角
色定位於學員的嚮導，啟
發和鼓勵同學持續學習，
同時應與學員保持緊密聯
繫等。 
 
師友可嘗試與學員分享研
習心得和學習方法，聆聽
他們的心聲，並保持開放
的態度。 

 5.5 生涯規劃 
透過職業探究及資料搜尋，讓學生認清自己的強項及發展

方向，從而從小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及規劃未來。 

觀察學生的

表現 

為鼓勵學生從小規劃人

生，培育正面態度、抗逆

能力及社交網絡，本年度

將與課外活動組（OLE）建

構生涯規劃課程，於星期

一第九節時段進行。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

現，活動有助提升學生對

自我認識及發展之動機，

對自己的能力/性格/ 興

趣和期望有進一步的認

識。 

可安排舊生回校分享中學

生活及職業規劃； 

安排專責團隊負責審視有

關生涯規劃課內容，並進

行適當調適，以支援不同

學生的需要； 

籌劃教師培訓，加強專業

培訓，增強教師對推行生

涯規劃的認識及能力； 

於恆常家長教育中加強家

長培訓，讓家長從了解小

朋友成長階段的不同需

要，而了解生涯規劃的重

要性。同時，鼓勵家長從

管教及家庭教育過程中，

協助子女為個人發展方向

作出規劃； 

尋求外間資源，如體驗活

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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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輔導組財政運用收支表：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2020-2021 盈餘 129,315.00 -- 

額外輔導津貼 261,338.00 -- 

諮詢服務津貼  129,315.00 155,040.12 

學生輔導活動 

1) 校本輔導活動 -- 175,392.88 

2) 輔導小組 -- 4,800 

3) 領袖培訓 -- 4,500 

4) 學生講座 -- 0 

5) 祝福校園計劃 (敬師週、母親節、父親節) -- 10,400.86 

6) 運動輔導共融計劃  0 

7) 輔導組總結性活動 -- 0 

家長活動 

1) 家長學堂 -- 0 

2) 家長講座 -- 5,099 

3) 家長義工活動 -- 0 

4) 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0 

雜項 

1) 資源閣/遊戲閣 -- 0 

2)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物資(教具、用具) -- 5955.48 

總結： 519,968 361,188.34 

盈餘(2021 - 2022) 158,7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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