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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輔導服務 (長期目標) 

2017-2018開始學校新周期的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分別是「自主學習

求進步、資優教育顯潛能、憑堅毅顯決心」。在輔導服務方面，重點是培養學

生的堅毅精神，長期目標如下︰ 

 

1. 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的精神及正確的價值觀，積極面對成長上各種挑戰。 

2. 提升學生及家長有關學習技巧及心理情緒支援，尤其是升中學生及有特殊

學習需要之學生。 

 

二. 本年度目標 (短期目標) 

1. 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增強抗逆能力。 

2. 提升家長的正向管教，協助子女處理學習的能力。 

3. 提升教師對支援有學習困難學生的信心及技巧。 

 

三. 評估方法及達標準則  

(一) 評估方法  

1.  以問卷形式或參加者回饋進行評估。 

2.  定期舉行小組會議，交待進展及跟進情況以及作出檢討。 

3.  透過不同途徑如面談、精要小組討論及檢討有關活動。 

4.  透過老師及學生輔導人員的觀察。 

5.  鼓勵及歡迎任何人士提供意見。 

 

(二) 預期效果 

1. 80%學生從輔導活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成長學習果效  

2. 80%家長認同家長活動的果效  

3. 80%教師認同教師活動的果效  

 

評估報告內容 

本年度校方聘請學生輔導人員(註冊社工)負責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逢星期

一至五駐校支援學生，每星期駐校 45 小時或以上，在部份星期六及假日以活動

支援。學生輔導人員與訓輔組、照顧個別差異組、升中組、課外活動組、公民及

常識科組合作，提供個案輔導、小組教育及活動支援，讓學生及家長獲得最大的

得益。學生輔導人員定期將服務資料及統計數字上載到教育局訓輔網絡資訊系統

(GDWIS)，詳情請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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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與組織 

    在學校行政架構上，學生輔導人員為輔導組的當然組員，亦是照顧差異組

的副組長，並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上發揮重要的角色。除了協助制訂學

校的學生輔導政策及周年「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外，亦須協助學校推行

個人成長教育、家長及教師支援，以及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助服務。這些補

救性、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工作包括：個案工作服務、小組及活動、諮詢服

務和協調社會資源等。在個案方面，學生輔導人員會向富有輔導經驗的副校長

諮詢，重要事件及個別進度會向校長匯報。學生輔導人員與校方聯繫緊密，與

各組合作順利。校方如需增設活動，學生輔導人員亦可配合校方的安排。 

 

    在計劃及檢討服務方面，學生輔導人員在學年初制訂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

全年計劃，明確列明輔導服務的目標及內容。活動會透過問卷、諮詢家長及教師

的意見，以及觀察學生的行為表現等方式，評估個別活動的成效。學期終時，訓

輔組會以問卷收集各教師對輔導活動的意見，並召開年終檢討會。學生輔導人員

提交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評估報告予校方，以檢討全年輔導服務的成效及來年的

方向。 

 

    在處理學生問題方面，教師、家長及學生輔導人員懂得運用校內及校外轉介

機制，讓學生能有系統地接受適切的輔導服務。學生輔導人員成功轉介有需要的

家庭及學生得到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特殊教育服

務、兒童精神科、教育心理服務及各類經濟援助，讓學生及家長及時得到更廣泛

的社區支援。學生輔導人員及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召開學生會議，與教師及家長配

合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在逢星期五的教研會議上，校方會就個別學生的情況與教

職員作一致的支援配合。學生輔導人員亦能從成績分析會議及香港小學生情意及

社交範疇表現指標(APASO)上，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水平，分析他們的成長需

要，以便有適切的跟進。 

 

(二) 個案工作 

    個案目標是為在個人、社交及家庭上有問題的學生提供適切的輔導，以改善

問題情況。透過校內轉介機制，教師可為有輔導需要的學生及家庭提供轉介服務。

學生輔導人員面見有關學生及家長，進行個案輔導。而家長亦可直接約見學生輔

導人員，接受適切輔導。 

 

預設表現指標：全學校處理個案不少於全校學生人數 3 %，即 11 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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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程度：全學年共處理 11 宗個案，數目超過 2017-2018 年度全校人數之

3%。當中有 3 宗個案目標達成結束，2 宗轉校結束個案，故累積至下一學年的個

案共有 6 宗。校方滿意以個案形式跟進有需要之學生，配以小組作為輔助，介入

全面。 

 

1. 輔導個案 (截至 31/7/2018) 

 

個案工作 

累積個案 (16-17 年度) 7 宗 

新增個案 (17-18 年度) 4 宗 

結束個案 (17-18 年度) 5 宗  

(3 宗目標達成結束、2 宗轉校結束個

案) 

現時個案 (累積至 18-19 年度) 6 宗 

 

   個案分布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數量(男) 2 1 1 / 2 / 

數量(女) 1 1 1 2 / / 

 

   問題性質 

類別 代號 問題 個案數目 

學習問題 LL5 未能適應本地教育制度 1 

行為問題 CC6 騷擾他人行為 2 

情緒/心理問題 EE2 焦慮問題，例如：過份焦慮/ 恐懼/ 

憂慮或畏懼上學 

1 

EE6 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的發展障礙，如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 

4  

EE7 懷疑有發展障礙 (如上列) 1  

家庭/環境問題 FF1 缺乏父母恰當的教導和監管 2  

總數 11 

 

個案活動統計 

性質 數目 

面談次數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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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聯絡次數 190 

家訪 5 

個案會議 3 

小組節數 55 (未包括教育心理學家及職業治療師為個

案學生所提供的在校小組支援服務) 

個案轉介 4 (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特殊教育服

務) 

     

    在個案服務方面，學生成長的問題主要是「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的發展障礙，

如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學生輔導人員提供至少每星期一次的密集

式個別訓練及情緒社交小組，並運用教育局《DOES執行技巧訓練教材》、《提升

執行技巧 課堂支援模式》、外間機構的《我的心情日記》、《聯情繫意心智解讀訓

練遊戲》教材套等，提升自閉症學生對情緒的認識及合宜的表達，和提升注意力

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學生的專注及遵循規範的能力。學生輔導人員運用能力相對較

佳的同學，賦予角色，作出良好的示範，協助能力較弱的同學守規及學習表達，

效果不俗。學生輔導人員亦提供所用的視覺提示卡給予家庭及課室使用，以便有

一致的介入模式。學生輔導人員會在新學年開學前，相約有需要的學生面見新學

年任教的老師，以有較好的適應及銜接。 

 

2. 諮詢個案 (截至 31/7/2018) 

 

    共有 95 個諮詢個案，學生輔導人員與學生、教師及家長保持聯絡及協調。

所有個案類別項目已根據教育局於 2017 年 10 月更新的「個案類別索引」(修訂

版)所示。詳情請參閱保密文件諮詢個案服務名單 2017-2018。 

 

諮詢問題性質 

類別 代號 問題 數目 

學習問題 LL1 經診斷為有學習困難，例如：有限智能、

特殊學習困難 (包括讀寫障礙等) 

4 

LL2 懷疑學習有困難 1 

LL3 學習興趣/動機低弱 2 

LL4 學習技巧不足 1 

LL5  未能適應本地教育制度 1 

LL6 其他 (如學習支援、升中支援) 6 

行為問題 CC5 經常逃學/缺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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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6 校內騷擾他人行為，例如：擾亂學校秩

序、對師長無禮等 

1 

CC20 偷竊或店鋪盜竊 1 

CC22 其他行為問題 (如不肯上學等) 4 

情緒/心理

問題 

EE2 焦慮問題，例如：過份焦慮/ 恐懼/ 憂慮

或畏懼上學 

5 

EE3 情緒問題，例如：未能適當地調節情緒 1 

EE6 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的發展障礙，例如︰專

注力不足/過度活躍/自閉症 

6 

EE7 懷疑有發展障礙，如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 

1 

EE9 懷疑有精神病 (例如：焦慮症、抑鬱症) 1 

家庭/環境

問題 

FF1 缺乏父母恰當的教導和監管 4 

FF2 已經證實的虐兒個案 2 

FF3 家庭關係的問題 7 

FF4 未能適應突如其來的家庭危機/突變，例

如：家庭成員的健康、父母婚姻不和 

3 

FF6 其他 - 管教方法、家庭經濟支援 13 

健康/生理

問題 

HH1 健康欠佳或經常患病 1 

HH2 身體障礙 (例如：聽障) 1 

社交/發展

問題 

SS1 缺乏社交技巧 13 

SS3 其他 - 朋輩相處 9 

其他 (如校務協助等) 4 

總數 95 

     

   諮詢服務統計 

性質 數目 

面談次數 575 

電話聯絡次數 270 

家訪 8 

小組 96 

會議 4 (如多專業個案會議等) 

 

    對比往年的諮詢服務統計，本年度學生「經診斷為有學習困難」、「未能適

應本地教育制度」的數字較去年減少。而「缺乏父母恰當的教導和監管」、「家庭

關係的問題」、「焦慮問題」的數字增幅較高，這與現今多元的家庭結構及社會關

注的精神健康不謀而合。家長願意向學生輔導人員主動求助，有助學生正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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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人員熟悉社區資源，轉介有需要家庭尋求更專業的服務，如家事調解、

法律支援、兒晴計劃、維樂天計劃等。 

 

    在低年級學生之中，較多是「缺乏社交技巧」。除了補救性工作外，學生輔

導人員亦會作預防性介入，在每天舉行的午膳/社交小組中，讓學生學習合宜的

溝通及社交技巧。對於個別需要加強訓練的學生，學生輔導人員會以繪本、社交

故事、方法手掌、思考窗等技巧，運用角色扮演及情景題，讓學生多作預演，以

學習較合宜的方法應對，提升社交技巧。 

 

    在高年級學生之中，較多是「懷疑/已經證實的虐兒個案」及「升中支援」。

教師關心學生，對懷疑虐兒保持敏銳度，轉介懷疑虐兒個案予學生輔導人員跟進。

有關高危及證實的虐兒個案亦已安排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課跟進。在「升中支援」

方面，學生輔導人員負責一系列的升中輔導活動，學生向學生輔導人員求助或分

享擔憂，有利跟進。 

 

    鑑於本年度新增一宗「偷竊或店鋪盜竊」，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學生輔

導人員計劃於來年與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合作，較往年提早讓學生在週會上認識

警長，並增設「店鋪盜竊」的主題講座，作為預防性教育。 

 

(三)  輔導活動 

 

    學生輔導人員配合學校需要，新增及修改輔導活動。以下是本年度學生輔

導人員所負責的輔導活動，有關活動日期、內容及參加人數等資料︰ 

 

目標 1︰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增強抗逆能力。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對象 參加人數 

(節數) 

活動簡介 合作組別/

機構 

1/9- 

6/9/2017 

陽光校園計劃 小一及小

五學生  

108人 

(4節) 

在開學週培訓小五學生成

為「大哥哥、大姐姐」，協

助小一新生適應校園生活。 

訓輔組 

1/9/2017- 

12/7/2018 

(全年) 

信箱服務 全校學生 不設上限 讓學生透過書信向社工傾

訴，了解學生心事，作為鼓

勵及分享途徑，以便作及早

識別及輔導。 

/ 

7/9/2017- 

22/6/2018 

(全年) 

午膳/社交小

組 

全校學生 609 人次 

(139 節) 

在每日的午膳時間，輔導不

同需要的學生，如社交需

要、學習困難、專注力提升、

情緒支援等。 

照顧個別

差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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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9/10/2017 

小一適應活動  小一學生 54 人 

(8 節) 

舉行體藝活動，讓小一過渡

小學適應期，邀請家長義工

及高年級服務生協助。 

體育組 

27/9/2017- 

7/2/2018 

「 玩 出 專 注

力 」 小 組 

(ADHD 支援

小組)  

識別學生 4 人 

(8 節) 

提升專注及遵循規範，小組

運用視覺提示卡、情緒紅綠

燈、專注三步曲等。 

照顧個別

差異組 

28/9/2017- 

25/1/2018 

「情緒好管

家」小組 (自

閉症支援小

組) 

識別學生 5 人 

(8 節) 

運用心情溫度計、想法泡

泡、情景題等，提升自閉症

的學生對情緒的認識及合

宜的表達。 

照顧個別

差異組 

26/10/2017- 

9/7/2018 

(全年) 

花式跳繩隊 小三至小

六學生 

25 人 

恆常訓練 

(8 節)、 

加時訓練 

(49 節)、 

表演 (9 次)、 

比賽 (1 次) 

由學生輔導人員教授花式

跳繩，培養學生堅毅精神。

為每班準備一人一繩，以便

進行全校運動課。 

《至「繩」新人類》成果分

享冊將於開學及開放日時

派發全校及公眾，內有跳繩

教學，有助宣傳健康教育。 

學生在訓練、表演及比賽中

學習堅毅精神，增強抗逆能

力。本年度表演有7次︰ 

1. 2017年9月9日開放日表

演 

2. 2017年11月5日家教會社

區表演 

3. 2017年12月22日校慶開

放日表演 

4. 2018年2月9日晶晶表演 

5. 2018年3月12日小舞台外

評及互動 

6. 2018年5月14日寶覺小舞

台 

7. 2018年6月2日才藝晚會 

比賽有1次︰ 

1. 2018年4月29日香島盃比

賽 (有2位跳繩隊學生獲橫

課外活動

組、體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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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速度跳獎項。) 

11/10/2017 小六乘風航 小六學生 54 人 

(1 天全日) 

訓練小六學生堅持不懈的

精神，勇於面對挑戰。 

訓輔組 

1-3/11/2017 小六教育營 小六學生 53 人(1 節營前

訓練)、53 人 

(3 日 2 夜) 

讓小六學生積極面對升中，

計劃未來出路。加強學生的

學習自信，加入一些學習方

法，提升他們的學習技巧。

加入心理學的知識。學生對

自己心態及知識上有較多

掌握，有助面對挑戰。 

訓輔組、 

升中組 

17/11/2017 全校跳繩心理

健康講座 

(主題︰堅毅

精神) 

全校學生 357 人 

(1 節) 

運用跳繩運動員訪問、學生

體驗、以及本校跳繩隊的示

範，讓學生學習正向激勵自

己面對困難，堅持目標。 

/ 

29/11- 

6/12/2017 

書籤獻關懷 

(小六呈分試) 

小六學生 53 位學生、 

12 位教師 

(1 節) 

此乃小六教育營的跟進活

動。社工、班主任及主科教

師撰寫書籤，送贈小六學生

以作支持。鼓勵面對呈分試

及升中的學生，努力學習。 

訓輔組 

27/11- 

28/11/2017 

心意卡工作坊 全校學生 59 人 

(2 節) 

此乃為「書籤獻關懷」的

跟進活動。在考試及溫習

週前，開放活動室，學生

來設計及撰寫心意卡，學

生互勉，鼓勵自己、鼓勵

他人。 

活動場地會貼滿鼓勵字句

及有意思的插畫，引導學

生豐富心意卡的內容。 

訓輔組 

22/11/2017- 

24/1/2018 

升中面試技巧

工作坊 

小六學生 53 人 

(3 節) 

負責升中準備及面試技巧

工作坊，配合小六升中活

動，進行模擬面試及練習。 

升中組、 

公民科組 

17/1- 

1/2/2018 

小五服務學習

(視障長者義

工服務) 

小五學生 54 人 

(9 節) 

舉行「小五常識服務學習」

義工服務，設計義工活動及

訓練等，讓學生更了解視障

長者的需要，發揮義工精

神。服務日到屯門盲人安老

申請青協

「有心學

校」資

助、常識

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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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探訪。當日服務完結

後進行解說分享會。 

17/1- 

26/3/2018 

新加坡學習團

Cup Song 訓練 

小四至小

六參與交

流團學生 

36 人 

(14 節) 

協助學習團進行及有關小

組訓練，訓練學生全情投

入、努力堅持的精神。 

/ 

26/3- 

28/4/2018 

非華語比賽及

訓練 

小五學生 2 人 

(8 節) 

訓練非華語學生Cup Song，

培養堅毅精神。 

中文組 

5/2018 書籤獻關懷  

(小五呈分試) 

小五學生 54 位學生、 

10 位教師 

(1 節) 

邀請任教小五的老師撰寫

書籤，鼓勵及支持學生積極

面對呈分試。 

訓輔組 

11-12/5/2018 小五升中好友

營 

小五學生 54 人 

(3 節) 

協助學生學習堅毅及專注，

應用到學業之上。分享

Circle painting，作為互相鼓

勵及支持。 

升中組 

30/5/2018 小五升中預備

簡介會 

小五學生 54 人 

(1 節) 

教導學生預備個人學習檔

案，為升中作好預備。 

公民科組 

10/7/2018 升中輔導 小六學生 54 人 

(1 節) 

在學生升中派位結果公布

後作出支援活動。 

升中組 

12/7/2018 善用餘暇講座  小三至小

六學生 

255 人 

(1 節) 

學生為自己訂立明確的假

期目標，堅持實行，為新學

期多作準備。運用非華語學

生擔任小司儀，增強自信。 

/ 

 

目標 2︰提升家長的正向管教，協助子女處理學習的能力。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對象 參加人數 

(節數) 

活動簡介 合作組別/

機構 

21/9/2017 親子溝通處理

工作坊 

全校家長 39 人 

(1 節) 

透過講解、日常個案例子

等協助家長有效溝通方

法，掌握《親子調解五步

曲》方法原則及技巧等，

來處理與孩子因管教日常

壞習慣或行為出現之磨

擦。 

香港青年

協會 親

子衝突調

解中心 

4/12/2017- 

29/1/2018 

成長的天空 

家長工作坊 

參與成長

的天空的

家長 

16 位家長 

(2 節) 

家長學習協助子女積極面

對成長上的困難，提升與子

女的溝通技巧。 

訓輔組 

31/1/2018 「親親孩子

心．有效提升

識別家長 25 人 

(1 節) 

由佛聯會教育心理學家主

持，以便家長能有效應用技

照顧個別

差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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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專注力的

策略」家長講

座 

巧於日常生活之中。 

14/3/2018 「心晴行動」

情緒教育家長

工作坊 

全校家長 30 人 

(1 節) 

與家長共同探討並交流跟

子女相處時所面對的情緒

問題，讓家長協助子女於不

同成長階段建立健康情緒。 

心晴賽馬

會喜動校

園計劃 

16/6/2018 親子賣旗活動 全校家長

及學生 

68 對親子 

(1 節) 

為天水圍婦女會籌款，共同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之人士，

加強學生與家庭關係，鼓勵

正面溝通。 

家教會 

 

目標 3︰提升教師對支援有學習困難學生的信心及技巧。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對象 參加人數 

(節數) 

活動簡介 合作組別/

機構 

9/2017- 

7/2018  

(全年) 

學生評估會議 任教識別

學生之教

師 

沒有上限 協助召開學生評估會議，

有教育心理學家、班主

任、主科教師、家長及學

生輔導人員一同了解個別

學生的能力，有助教師在

學習上更能支援學生的需

要。 

照顧個別

差異組 

15/11/2017 成長的天空計

劃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33 人 

(2 節) 

團結教師團隊、促進合作

精神。 

訓輔組 

19/1/2018 應用『正向行

為支持』處理

學生行為問題

分享及認識及

支援有精神病

患的學生簡

介」教師講座 

全體教師 33 人 

(1 節) 

由佛聯會教育心理學家主

講，提升教師對特殊學習

需要的認識。對支援有學

習困難學生的信心及技

巧。 

照顧個別

差異組 

 

學生輔導人員其他負責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本校由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的義工時數達 5274 小時，獲得金獎，另有 23 位

學生得服務銅獎及 1 位學生得服務銀獎。 

 香港青年協會《有心學校》計劃 

本校由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全年總服務時數為 4715 小時，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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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校》獎狀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推薦兩位小六學生參與社會福利署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一位獲兒童及青年

組季軍，另一位獲嘉許狀。 

 樂齡科技顯愛心 

協助學生參與機電工程署「樂齡科技顯愛心」的比賽，入選全港小學組首 7

名。 

 慈濟基金 

協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申請援助，每月呈交收據及發配資助。 

 學校活動協助 

如全校運動課、家長晚會、開放日、準小一生活動日、課程簡介會、家長日

等。 

 

全方位輔導活動檢討 

目標 1︰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增強抗逆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建議 

提供多元化的體驗 

致力在校內及校外提

供不同的體驗機會，訓

練學生堅持和毅力。透

過義工活動，明白面對

困難的應有的態度，才

能達到自己理想的目

標。 

 

加強升中學生的心理

支援 

透過個別輔導及活動，

運用教師的勵志經歷、

心理學分享、學習技巧

支援、目標訂立、時間

安排、情緒放鬆技巧

等，鼓勵學生積極向

前。 

 根據學生問卷，100%參加者

同意活動能提升堅毅精神，

增強抗逆能力。學生對教育

營、花式跳繩及乘風航的體

驗較為深刻，希望來年繼續

舉辦。 

 

 根據學生問卷，100%義工了

解到視障長者的特質及服務

時要注意的地方，明白義工精

神，願意付出，為社會上不同

社群盡一分力。義工分享時能

說出自己在服務時做得更好

的地方，明白面對困難的應有

態度。 

 

 本年度舉辦較多升中活動，

特別是對小五學生的升中準

備。從學生回饋得知，學生同

意活動能幫助及鼓勵他們。

學生很喜歡收到教師的鼓勵

多運用週會及教育

營，配合學校發展計

劃，鼓勵教師多分享

自身經歷，鼓勵學生

憑堅毅顯決心。 

 

鑑於來年未能申請乘

風航，故來年可舉辦

學生互動劇場， 讓學

生能保持情緒及精神

健康，培養堅毅精神。

花式跳繩來年與課外

活動組合作，能服務

更多學生，訓練堅毅

精神。 

 

繼續保留書籤獻關

懷、教育營、升中面試

技巧工作坊、小五升

中預備簡介會、升中

輔導活動，加強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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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部份小五學生成績有明

顯進步，有助鼓勵學生面對

挑戰。 

中學生的心理支援。

在情緒教育方面亦可

加強，以保持正向心

理。 

 

目標 2︰提升家長的正向管教，協助子女處理學習的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建議 

加強支援家長的服務 

舉行有關專注力、讀

寫能力、與子女正向

溝通等家長講座，並

可邀請教育心理學家

主持講座。 

 根據家長問卷題示，87%以上

的家長同意明白如何做到恰

當及有效的溝通方法及原則

的管教，以協助子女處理學

習的能力。 

 96%家長同意對講座的程序

及內容感到滿意。 

 家長反映「可以學到如何對

子女管教備免衝突」、「明白

家長要講信用，堅持原則」、

「知道聆聽及互相尊重的重

要性」。 

 因家長對正向管教書籍甚有

興趣，故學生輔導人員安排

家長購買管教書籍。另外亦

有將講座資料向未能參與的

家長分享。 

家長傾向願意主動求

助，部份亦有轉介至

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跟

進。 

期望來年可運用家長

小組，讓有需要及有

興趣的家長可深化技

巧，作為講座的延伸。 

 

目標 3︰提升教師對支援有學習困難學生的信心及技巧。 

策略/工作 成效 建議 

教師工作坊、教材分享 

教師對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特徵及介入

方法有基本認識，宜協

助教師加強對支援有

學習困難學生的信心

及技巧。 

 教師認同以學生會議及個別

諮詢的形式支援教師。 

 90%教師認為透過專業交流

（如講座/工作坊），能提升教

職員的教學技巧。 

 有教師在問卷反映，教師在課

室難以兼顧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的學習需要，希望能透過學

學生輔導人員會繼續

與照顧差異組合作，

以學生會議及個別諮

詢的形式支援教師。

期望多引入外間資源

舉辦多實例及具質素

的教師工作坊或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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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排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技

巧。 

 

建議來年輔導服務重點 

 

    本校在 2018-19 新學年繼續推行三年發展計劃「自主學習求進步、資優教育

顯潛能、憑堅毅顯決心」，在輔導服務主要是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教育局來年

提供社工專業諮詢服務，以優化全方位輔導服務。來年輔導服務重點如下︰ 

 

(一) 提升學生精神健康，培養堅毅不屈的精神 

 

 善用週會及教育營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運用教師的勵志經歷、心理學分享、學習技巧支援、

目標訂立、情緒放鬆技巧等，鼓勵學生積極向前。 

 引入不同社區資源 

運用外間資源，讓學生有不一樣的經歷，如情緒教育互動劇場等方式，

學習堅毅不屈的精神及正確的價值觀，積極面對成長上各種挑戰。 

 加強升中及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的學習及心理支援 

學生輔導人員受訓於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課程，可更有效協助升中

及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的學習支援。透過個別輔導及師友計劃，加強

對學生的心理支援。 

 

(二)  加強家長的預防性教育，提倡正向精神健康 

 

 加強支援家長的服務 

家長面對子女成長挑戰，宜加強預防性教育。家長工作坊及講座主題可

選擇減壓秘方等，提升家長的心理情緒支援，避免懷疑虐兒的個案發生。

期望來年可運用家長小組，讓有需要及有興趣的家長可深化技巧，作為

講座的延伸。 

 

(三)  提升教師兼顧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學習需要的技巧 

 

 善用學生會議、個別諮詢 

利用學生會議及個別諮詢的形式，期望舉辦多實例應用的教師工作坊或

講座，提升教師兼顧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學習需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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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員姓名: 羅穎裕 

學生輔導員簽署:  

日期: 7/8/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