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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終期檢討 

類別一：學生支援方面 

1.1個案輔導服務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7月) 

目標：幫助學生面對及解決因個人成長或適應所帶來的問題及困難； 

協助改善學生行為和情緒問題； 

提供預防性、補救性及發展性的學生輔導服務； 

在危機事件出現後，作出即時介入及跟進。 

 

實施策略：按學生需要安排個別輔導或約見家人會面，進行輔導。按個案需要，轉介學生或家人予專業機構，提供適切的服務。 

 

個案數量： 

類型 數目 

輔導個案 12 

虐兒個案 1 

特殊學習需要(非個案) 10 

缺課個案 4 

諮詢服務 263(人次) 

 

個案分佈(學生名單詳見附頁)：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數量(男) 2 2 / 1 1 / 

數量(女) 1 / 2 / 3 / 

                               總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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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性質： 

問題性質 分類 個案數目 

學習問題 學習動機低 1 

懷疑有學習困難 1 

未能適應香港教育制度 1 

行為問題 沉迷於互聯網 1 

家庭/環境問題 缺乏父母恰當的教導和監管 1 

情緒/心理問題 焦慮問題 1 

未能適當地調節情緒 2 

情緒鬱悶 3 

健康/生理問題 / / 

社交/發展問題 社交技巧不足 1 

 

個案活動統計： 

性質 次數 

輔導個案  

面談 104 

家訪 1 

電話 34 

會議 0 

本學年結束個案 10 

個案轉結新學年 2 

特殊學習需要(非個案)  

面談 59 

家訪 0 

電話 47 

會議 7 

個別學習計劃會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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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生輔導個案的數目為 12個，其中 10 個個案已經結束，2個個案會轉到下學年繼續跟進。個案的轉介來源主要來自班主任，其次是學生家

長主動求助，亦有個案是轉介自元朗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懷疑虐兒個案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發現，該個案已於 2019 年 1 月 2 日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虐兒指控未有成立。個案學生在 2 月與母親回鄉過

年，學生返回老家後，已沒有再出現行為和情緒問題，母親於 2月 19日來校辦理退學手續，學生現時在江西就讀小學二年級。 

 

在特殊學習需要(非個案)工作方面，相關學生會轉介予學生支援組，由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估及跟進，從而提供學習方面的支援。工作員則會處理

學生社交、情緒和心理成長需要的特殊學習需要的個案。本年度，工作員曾接觸兩名已評估為智障和有限智能的學生，建議家長把學生轉到特殊學校

就讀，並帶同家長到就近的特殊學校參觀，最後家長同意轉校，教育局現正處理他們的申請當中。此外，工作員會為已評估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和讀

寫障礙的學生家長，提供社區資源，鼓勵他們報讀有關的小組，讓他們得到適切的跟進。同時，部分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缺乏相關的知識和

管教技巧，工作員會面見或電話聯絡家長，教導家長合適的管教技巧及提供支援服務，從而舒緩他們的管教壓力。 

 

缺課個案方面，有 4 個曾經交缺課報告給教育局的缺課組，個案已經結束。另外，有兩名小一學生的缺課問題嚴重，缺課組未有為他們開檔案，

兩名學生都經常斷續上課，一星期只上課一至兩天，未能跟隨學習進度。其中一名學生家長的管教能力出現問題，經常以不同藉口帶不到孩子上課，

且難以電話聯絡家長。另一名小一學生則因學習能力不逮，經常被老師責罵及追交功課，漸漸地他經常生病發燒，懼怕上學。工作員曾經聯絡家長及

提供支援，建議下學年繼續留意這兩名學生的上課情況。 

 

諮詢服務有一半來自老師，另外一半來自家長。大部分老師的諮詢是學生在上課期間出現情緒或行為問題，需要工作員協助平復學生的情緒，解

決學生之間的衝突，亦有部分是班主任懷疑學生有學習困難，工作員會幫忙把相關學生轉介予學生支援組，有少數諮詢是班上出現欺凌情況，工作員

會找欺負者和受害者個別面談，以及教導學生如何應對欺凌的事情。而家長的諮詢大部分是管教子女問題或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工作員會了解及評

估學生的情況，然後給予家長意見，本校主動求助的家長都願意聆聽專業意見，嘗試改善自己的問題。另外，有諮詢個案涉及經濟援助，工作員會協

助家長申請書簿和交通津貼，或者提供申請綜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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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輔導服務檢討及改善建議： 

1. 與教育心理學家緊密聯繫有助個案發展 

工作員與校內學生支援組緊密合作，並經常與教育心理學家反映校內學生情況，教育心理學家在本學年已多次訪校，並為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作出評估，及早識別，使學生得到支援。教育心理學家亦與工作員及相關老師分享專業意見，交流實務工作經驗，有助個案發展。 

2. 建議加強特殊教育需要的社交訓練 

工作員接獲諮詢個案多與社交和情緒問題相關，大部份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很容易與同儕發生衝突，有時甚至會出言傷人或作出挑釁性的行為。因

此，建議多些舉行自我控制及社交能力的小組，以減少他們衝突的發生。 

3. 加強家長親職管教意識，有助改善學生情況 

工作員觀察到中港兩地對於管教子女出現極大的文化差異，內地家長普遍較不重視學生的行為和情緒問題，亦缺乏適當的親職管教技巧，多採取

打罵的管教方式。因此，工作員在本年度安排了不同親職管教講座、工作坊及小組，讓內地家長提高親職管教的意識和技巧，達致有效的協助學

生改善其行為和情緒問題。參加家長均滿意工作員安排不同主題元素的親職管教訓練和活動，有助他們了解子女的需要，以及拉近了彼此的親子

關係。 

4. 建議加強正確的性觀念灌輸 

從工作員的接觸和老師的轉介中，高年級學生對兩性相處、身體變化等感好奇和興趣，開始對異性作出不同程度的性騷擾，例如：取笑對方的性

器官、說色情說話、同學之間互傳成人影片等，有見及此，工作員在本學年舉行了小五性教育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兩性相處的態度和何謂性騷擾，

但仍然不足，建議新學年多舉辦性教育活動，灌輸學生對性的正確態度和觀念。 

5. 及早介入缺課個案 

工作員建議老師可及早識別低學習動機的學生，告知工作員學生的情況，讓工作員跟進和了解他們的成長需要，作出相應的支援。同時，工作員

需教育家長，重視子女學習的機會，以免他們經常讓子女請假或缺課，從而減低缺課的機會，讓子女可以適應和跟上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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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育及成長教育課 

目標：透過成長教育課，讓學生提升處理社交、情緒及學習方面的能力，從而促進其個人潛能發展和健康的自我概念，積極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及有效

地解決問題。 

 

實施策略：根據教育局建議的成長教育課之學習範疇及學習重點，統籌及編寫成長教育課。每月第一個星期五之公民課進行課堂，

每課約 45分鐘。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6月各級進度表： 

級別 

     範疇 

個人發展 群性發展 學業 事業 已完成節數 

一年級 3 2 2 1 8 

二年級 3 2 2 1 8 

三年級 2 2 1 2 7 

四年級 3 1 1 2 7 

五年級 3 3 0 2 8 

六年級 3 2 1 2 8 

 

德育及成長教育課檢討及改善建議： 

1. 建議加強德育及成長教育課 

工作員在本學年初，預計全年舉辦 10 節成長課，但最後因學校的活動安排，每級有 2 至 3 節課堂取消。工作員與學生輔導的過程中，發現部分學

生的品德及價值觀有所偏差，例如：言語欺凌、向曾得罪自己的同學報仇、難以從他人的角度思考等，因此，建議加強德育及成長教育課，或德育

相關的活動，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良好品德。 

2. 加強與班主任交流意見 

據工作員觀察，部分老師不擅長帶領互動活動，令課堂變得較為單向和說教式。此外，工作員不知道設計的成長課課程內容、活動形式等是否符

合學生的需要，建議可加強與班主任交流意見，提供平台予他們反映意見。 

  



9 

1.3 學生講座 / 活動 

日期 名稱 內容 負責人 參與人數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5/10/2018 跨境安全你要

知 

透過講解、影片及問答

遊戲，讓學生認識跨境

安全，加強防範意識。 

香港國際社會服

務社跨境及國際

社會服務社工 

小五及小

六學生 

(約 130人) 

• 絕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都是跨境學生，他們對跨境安

全已有基本認識，能夠回答違禁品相關的問題，但學

生對新修訂的法例不太清楚。 

 

2/11/2018 升中個人檔案

製作工作坊 

透過講解、遊戲及範

例，讓學生掌握製作個

人檔案的技巧，以應付

升中面試。 

本校學生輔導人

員 

小六學生 

(49人) 

• 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投入參與，能夠回答工作員的提問。 

• 工作坊時間若延長至 1 小時，效果更佳，可以讓學生

即場用電腦製作個人檔案，而且工作員可即時解答他

們過程中的疑難。 

4/1/2019 喜動校園-校園

講座 

透過講解、影片、活力

操及問答遊戲，提升學

生對情緒病的認識，以

及教導學生如何面對情

緒低落。 

心晴賽馬會喜動

校園計劃社工 

小五及小

六學生 

(約 130人) 

• 講座前已派發情緒相關的小冊子及遊戲卡給學生。 

• 大部分高年級學生投入講座，學生為取得豐富的禮

物，都積極回答講者的問題。 

• 影片配合課題，讓學生更容易理解情緒病的徵狀。 

• 講座完畢後，導師教導學生活力操，但礙於學校禮堂

空間有限，未能夠讓每位學生跟隨舞動。 

1/2/2019 喜動校園-校園

講座 

透過講解、影片、活力

操及問答遊戲，提升學

生對情緒病的認識，以

及教導學生如何面對情

緒低落。 

心晴賽馬會喜動

校園計劃社工 

小三及小

四學生 

(約 100 人) 

• 講座前已派發情緒相關的小冊子及遊戲卡給學生。 

• 情緒病的課題對部分中年級學生有些困難，他們未能

夠回答講者的提問。 

• 少數學生不投入講座之中，需要老師不斷提醒。 

• 講座完畢後，導師教導學生活力操，是次參與的學生

人數相對少，學生可跟隨導師的指示做活力操。 

3/4/2019 

4/4/2019 

欺凌知多少工

作坊 

透過講解、繪本故事及

互動問答，提升學生對

欺凌的認識，並引導學

生代入受害者的感受。 

本校學生輔導人

員 

小三及小

六學生 

(54人) 

• 工作坊針對個別班級出現的言語攻擊欺凌而舉行。 

• 全部學生都投入當中，部分能代入受害者的心情和感

受，並且明白到旁觀者也會促進欺凌事情的發生。 

• 工作坊能夠緩和班上的欺凌情況，其後學生懂得把事

情告知老師，但仍需持續教導以改善欺凌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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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2019 

2/7/2019 

3/7/2019 

兩性相處工作

坊 

透過講解、影片和討

論，提升學生對性騷擾

的認識，教導學生與異

性相處的應有態度。 

本校學生輔導人

員 

小五學生 

(90人) 

•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當中，部分學生對談論性的課題

感尷尬。 

• 工作坊時間為一小時，長度合適，讓工作員和學生能

夠互動問答。 

• 有些學生反映班上曾發生言語性騷擾，故此建議來年

定期舉辦性教育活動，教導學生正確的性知識和態度。 

10/7/2019 「親親大自然」

遠足活動 

透過遠足活動，讓學生

接觸大自然，鍛鍊身

體，從中建立堅毅不屈

的精神。 

本校學生輔導人

員 

小五及小

六學生 

(11 人) 

• 活動當天的天氣並不理想，中途下起大雨，在涼亭裏

休息了半小時，但學生都能堅持由河背村步行到水

壩，沿途有兩位同學不斷叫喊辛苦，體能較為差。 

• 在休息期間，工作員和學生談到升中的話題，小六學

生都滿意派位結果，有些小五學生反省到今次呈分試

的成績未如理想。 

 

1.4 學生小組 

日期 小組名稱 內容 對象及人次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9/10, 23/10, 

30/10, 6/11, 

27/11, 

4/12/2018 

(共 6節) 

「情緒小管

家」小組 

透過互動遊戲、角色扮演

及問答遊戲，提升學生的

情緒管理技巧。 

8位 

小四及小五學生 

(41人次) 

• 大部份學生出席率穩定，投入小組的活動。 

• 根據檢討問卷，88%參加學生表示小組能增加對情緒的認識，有學生

表示小組活動有趣，期望繼續舉辦此類型小組。 

• 大部分參與學生的專注力相對弱，雖然互動遊戲和短片播放能夠吸

引學生的注意，但當工作員講解時，他們又繼續聊天，所以小組後

期秩序不太理想。  

22/11, 26/11, 

29/11, 3/12, 

6/12, 

10/12/2018 

(共 6節) 

「社交小達

人」小組 A 

透過合作遊戲、繪本故事

及事後解說，提升學生的

社交合作技巧和情緒管

理能力。 

9位 

小一及小二學生 

(53人次) 

• 學生出席率穩定，全部學生都認真和投入參與小組活動，積極回答

工作員的提問。 

• 根據檢討問卷，88%參加學生表示小組能提升社交合作技巧。 

• 大部分學生都能夠掌握工作員表達的訊息，但他們在與人合作方面

有待改善，不太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只顧自己的部分，結果未能

夠完成任務。因此，工作員建議下半年可舉行群體合作類型的小組

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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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 28/11, 

4/12, 5/12, 

11/12, 

12/12/2018 

(共 6節) 

「社交小達

人」小組Ｂ 

透過合作遊戲、繪本故事

及事後解說，提升學生的

社交合作技巧和情緒管

理能力。 

10位 

小一及小二學生 

(55人次) 

• 學生出席率穩定，大部分學生投入小組的活動，積極回答工作員的

提問。 

• 根據檢討問卷，100%參加學生表示小組能提升社交合作技巧。 

• 小一學生在聆聽和執行工作員的指令有困難，他們有時不明白遊戲

的玩法，故此未能跟隨規則進行遊戲，工作員需要花大量時間解說

和試範玩法，同時在管理秩序方面未如理想。 

21/2, 28/2, 7/3, 

21/3, 28/3, 4/4, 

11/4, 2/5/2019 

(共 8節) 

小二及小三

「做個小專

家」小組 

透過互動遊戲、角色扮演

及事後解說，讓學生學習

執行技巧，例如：持久專

注、時間管理、規劃與優

次排定等。 

9位 

小二及小三學生 

(57人次) 

• 大部分學生出席率穩定，投入小組活動。有幾位學生的專注力較為

弱，有時未能按照工作員的指示進行活動，經常聊天或玩弄手指。 

• 有一位學生不願意參加小組，每次放學後想逃脫回家玩手機遊戲，

故此工作員在小組以獎勵計劃和讚賞來鼓勵他投入參與，最後一節

他不再偷走回家，並能投入部分的體驗活動。 

20/2, 27/2, 6/3, 

20/3, 27/3, 3/4, 

10/4, 8/5/2019 

(共 8節) 

小四及小五

「做個小專

家」小組 

透過互動遊戲、角色扮演

及事後解說，讓學生學習

執行技巧，例如：持久專

注、時間管理、規劃與優

次排定等。 

9位 

小四及小五學生 

(53人次) 

• 部分學生出席率不穩定，因小組日期與童軍、成長的天空相撞，所

以他們只參與到小組一半的節數，影響參加者在小組的成效。 

• 體驗活動對學生印象較為深刻，他們踴躍參與活動後討論，從中領

會工作員帶出的訊息。 

• 小組中期曾出現排斥同學的情況，工作員曾個別和學生面談，改善

他的行為，並在小組和學生談論此事，緩和排斥的狀況。 

 

1.5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對象及人次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20-21/9/2018 

(共 2節) 

大哥哥大姐姐

訓練 

簡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

內容、職責和素質，教導

如何協助小一學生適應校

園生活。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42人次) 

• 參加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大多是非精英班的學生，透過服務小一學

生，協助高年級學生建立自信，培養他們負責任和樂於助人。 

• 大部分參加的高年級學生準時當值，願意與小一學生接觸，教導小

一學生做功課和寫手冊。有一半的大哥哥大姐姐熱心服務，負責任

感，積極與小一學生建立關係。 

• 數位高年級學生欠缺責任感，需要工作員經常提醒，才準時當值。 

• 獎勵計劃有效鼓勵參加的學生積極服務，以及明確的目標有效協助

學生認清自己服務之目的。本年度共有 6 位學生獲得義務工作發展

9/2018-1/2019 

(共 52節) 

大哥哥大姐姐

當值服務 

(上學期) 

安排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

姐到小一班房當值，與小

一學生建立關係，以及協

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20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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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26/10, 

2/11, 9/11, 

23/11/2018, 

18/1, 23/1, 25/1,  

30/1/2019 

(共 9節) 

大哥哥大姐姐

午飯分享會 

(上學期) 

大哥哥大姐姐分享當值遇

到的趣事和困難，學習與

小一學生相處的秘訣。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77人次) 

局送出的迪士尼門票，以鼓勵和肯定他們的熱心服務。 

• 午飯分享會可讓工作員了解參與學生的性格和喜好更多，以便安排

合適的崗位，發揮他們的潛能。 

• 在下學期，高年級學生在午息時間帶領小一學生玩桌上遊戲，以及

教授小一學生摺紙，氣氛融洽。有些高年級學生擅長講解，能夠在

小一面前清楚地講解玩法，有些則協助遊戲的進行，他們從中需學

習互相分工。 14/12/2018 

(共 1節) 

大哥哥大姐姐

中期檢討會 

回顧及檢討大哥哥大姐姐

之服務，並獎勵表現良好

的大哥哥大姐姐。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23人次) 

2-6/2019 

(共 50節) 

大哥哥大姐姐

當值服務 

(下學期) 

安排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

姐到小一班房當值，與小

一學生建立關係，以及協

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219人次) 

1/2, 22/2, 1/3, 

22/3, 12/4, 26/4,  

10/5, 17/5/2019 

(共 8節) 

大哥哥大姐姐

午飯分享會 

(下學期) 

大哥哥大姐姐分享當值遇

到的趣事和困難，學習與

小一學生相處的秘訣。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136人次) 

14/6/2019 

(共 1節) 

大哥哥大姐姐

總結分享會 

總結及檢討大哥哥大姐姐

之服務，並獎勵表現良好

的大哥哥大姐姐。 

24位小四至小

六學生 

(1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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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二：家長支援方面 

2.1 家長講座 

日期 講座名稱 內容 負責人 參與人數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13/12/2018 「共創更好的

網絡世界」家長

講座 

透過講解、影片及網絡

互動，讓家長認識現時

的網絡文化及親子溝通

的要訣。 

香港家庭福利會

社工 

小三至小

六學生的

家長 

(21 人) 

• 約 50位家長簽署了回條，表示出席講座，工作員在講

座前一天，把出席提示貼在學生手冊，但仍有超過一

半的家長無故缺席講座。 

• 出席講座的家長認真及專心聆聽講座，並向講者發問

問題，可見他們對子女沉迷互聯網的問題感興趣，願

意認識互聯網文化更多。 

• 根據檢討問卷，100%參與的家長滿意是次講座，並表

示講座內容切合主題。部分家長表示控制小孩上網時

間與溝通技巧的環節最有幫助。 

2/5/2019 「如何拆解子

女的問題行

為？」家長講座 

與家長一起探討小學生

常見的問題行為背後之

各種成因，並學習用行

為管理策略來處理子女

的問題行為。 

明愛賽馬會喜伴

同行計劃社工 

本校家長 

(30人) 

• 大部分出席講座的家長專心聆聽，與講員有互動。約

三分之二的家長不是恆常參與義工隊的家長。 

• 講座以廣東話進行，有些內地家長未能完全聽得懂講

員的內容，所以工作員事前印刷了數份講座筆記。 

• 講座能讓家長明白管理子女的行為需要時間，不要期

望問題行為會奇蹟地迅速解決。 

30/5/2019 「如何提升子

女的專注力？」

家長講座 

讓家長學習如何透過環

境設置和提升動機，幫

助子女拓展其專注力。 

明愛賽馬會喜伴

同行計劃社工 

本校家長 

(30人) 

• 此講座同樣由明愛的趙社工擔當講員，講解清楚易

懂，且與出席的家長有互動時間，探討影片中的個案。 

• 出席家長對子女的專注力極其關注，他們在講座開始

前表示想知道提升專注力的方法，然後講員引用不少

實證研究之結果回應家長的提問，並消除他們有關專

注力的誤解。 

• 明愛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的家長講座有基金贊助，收

費便宜，而講座內容引用很多科學實證的研究結果，

以及本港的真實個案，故此工作員建議下學年可繼續

選購此計劃的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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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親子露營活動 

日期 內容 參與人數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21-22/12/2018 透過親子露營活動，增

進家長和孩子的關係，

讓家長認識正向管教的

原則，與孩子有效地溝

通。 

15個家庭 

(18位家長，22位學生) 

• 根據檢討問卷，100%家長喜歡參加親子露營，部分家長表示活動能增加親子

之間的關係，更加了解子女。100%學生喜歡參加親子露營，部分學生表示活

動增加對家人的了解，而且與家人的感情變好。 

• 大部分家長與子女在營會期間相處融洽，有些親子曾出現爭吵的情況，經工作

員的介入後，親子都能夠再次好好溝通，互相理解和體諒。 

• 有些家長在管教子女方面有待改善，有些過份溫柔，對孩子不應做的行為無可

奈何，不知道如何教導，有些面對孩子情緒爆發時，繼續與孩子對抗，需要工

作員的介入，才能平息事件。 

• 親子露營的日子合適，天氣清涼乾爽，蚊蟲相對少，不過學校足球場晚上頗為

噪吵，部分家長表示晚上在足球場睡不著。 

• 親子露營活動只是一個起點，讓家長開始檢視自己的管教模式，期望他們日後

能夠參加管教相關的講座或小組。 

 

2.3 家長小組 

日期 小組名稱 內容 參與人數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22/1, 29/1, 

19/2, 26/2 5/3, 

19/3, 26/3, 

2/4/2019 

(共 8節) 

「父母加油站」

家長小組 A 

透過角色扮演、小組討

論、遊戲等，提升家長的

管教技巧，以及舒緩管教

子女的壓力。 

9位家長 

(56人次) 

• 工作員派發通告招募家長參與，反應熱烈，故此開辦兩期家長小組。

參與小組 A 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家長的管教壓力相對高，

而參與小組 B 是恆常參與義工隊的家長。 

• 小組 A 的家長出席率穩定，小組凝聚力高，在小組最後一節，家長之

間建立到互助網絡。曾改變管教方法的家長在小組樂於分享，她的失

敗和成功經驗成為組員的借鏡，有助帶動組員檢視自己的管教方法，

比起工作員單向講解更為有效。  

• 根據檢討問卷，100%家長同意小組使他們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

特質和情緒需要，100%家長同意小組使他們掌握怎樣幫助孩子，100%

家長表示小組使她減輕作為父母的壓力。有家長表示小組對自己的情

緒管理有幫助，亦懂得讚美及欣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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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6/4, 30/4, 

8/5, 14/5, 28/5, 

4/6, 11/6/2019 

(共 8節) 

「父母加油站」

家長小組 B 

透過角色扮演、小組討

論、遊戲等，提升家長的

管教技巧，以及舒緩管教

子女的壓力。 

8位家長 

(42人次) 

• 小組 B 的家長出席率並不穩定，所以影響小組的成效和組員之間的凝

聚力。不過，家長之間本身已經認識，她們在分享環節樂於分享，分

享管教子女的經驗和困難。 

• 根據檢討問卷，100%家長同意小組使他們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

特質和情緒需要，100%家長同意小組使他們掌握怎樣幫助孩子，100%

家長表示小組使她減輕作為父母的壓力。有家長表示學習到憤怒達不

到管教的預期效果，要耐心講解，孩子會更能接受。 

 

2.4 家長義工隊 

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參與家長 

人次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31/10/2018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簡介會及

啟動禮 

互相認識活動，家長義

工隊簡介，認識義務工

作的概念和意義。 

39人次 • 本年度參與家長義工的人數有 50 人，參與服務次數達 597 人

次，家長都相當投入於義工團隊中，付出不少時間和心力服務

學校。 

• 家長義工隊是本校的優勢，大部分家長都樂意服務，願意聆聽

專業意見。由於工作員是第一年在本校工作，所以有很多東西

需要請教家長義工，他們都願意與工作員分享。 

• 工作員花了相當時間與家長義工建立關係，聚會前後都會和家

長傾談，藉以了解他們的管教和溝通模式。下學期工作員與家

長義工的關係開始熟稔，部分遇到管教或家庭困難，他們會主

動向工作員求助，願意跟隨專業意見，改變自己的管教模式。 

• 本校超過一半學生是跨境學童，多數家長來自內地，接受都是

內地的教育和文化，故此家庭教育和管教模式與香港十分不

同，從家長口中得知，很多都以打罵的形式管教子女，所以工

作員設計義工隊聚會的主題都是與管教有關，期望能夠慢慢改

變家長的管教模式，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 本年度的家長義工隊新增了約 10 位小一家長，他們都十分投

入參與學校的服務，亦很關心子女的學習情況。有些小一家長

21/11/2018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訓練： 

團隊合作篇 

建立義工隊團體精神，

了解溝通和合作的重要

性 

25人次 

19/12/2018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訓練： 

帶領活動技巧篇 

帶領活動的技巧，實習

帶領活動 

13人次 

5/10, 5/11, 

7/12/2018 

(共 3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疫苗注射 

 

 

 

家長義工協助學校各類

型的工作 

 

 

 

 

6人次 

21/11/2018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打理校園園圃 

10人次 

30/11/2018, 8/1, 9/1, 

8/3, 26/4, 5/7/2019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學習活動日 

35人次 

10/12/2018, 

3/1/2019 

家長義工隊服務： 

校園聖誕佈置 

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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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19/12, 

20/12/2018, 11/1, 

18/1, 19/1, 

13/4/2019 

(共 7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學校大型活動 

 

 

 

 

 

 

 

 

家長義工協助學校各類

型的工作 

107人次 

 

義工欠缺信心，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工作員會多鼓勵和讚賞

他們的付出和成果，從而漸漸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 家長義工隊能夠建立和凝聚家長之網絡，有些高年級學生的家

長已參與義工隊數年，他們已建立相當的友誼，能夠互相支援

和幫助，有助減輕他們面對的壓力。 

• 現時家長義工主要是執行的角色，但工作員認為可多發揮他們

的才能，讓他們籌劃活動，有更多與學生互相交流的服務機

會。今年參與伴讀服務的家長，十分享受服務的過程，他們定

期與一至兩位學生伴讀繪本故事，能和學生建立關係，亦建立

他們的成功感。 

• 根據檢討問卷，100%家長義工滿意本年度的義工服務，100%

家長義工表示會繼續參與新一年的服務。有些義工期望新一年

學校提供親子講座，學習與孩子相處的技巧，亦有些建議舉辦

有關孩子情緒的工作坊或講座。 

18-22/2, 25-28/2, 

1/3, 4-8/3, 11-15/3, 

18-22/3, 25-29/3, 

1-4/4/2019 

(共 34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量度學生的體溫 

45人次 

20/3, 26-28/3, 8-9/4, 

7-8/5, 10/5/2019 

(共 9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牙科保健檢查 

20人次 

25/3, 16/4, 6/7/2019 

(共 3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學生出賽或表演 

30人次 

9/5, 16-17/5, 20/5, 

21/5 

(共 5節) 

家長義工隊服務： 

協助校慶準備工作 

59人次 

6/12/2018 

(共 1節) 

家長義工伴讀訓練 認識與學生伴讀的技巧

和要訣 

25人次 

30-31/1, 20-21/2, 

27-28/2, 6-7/3, 

20-21/3, 27-28/3, 

3-4/4, 10-11/4, 

8-9/5, 15-16/5, 23/5, 

29-30/5, 5-6/6, 

12-13/6/2019 

(共 27節) 

家長義工伴讀服務 在早讀時間，與學生伴

讀繪本故事 

126人次家長

&132 人次學

生 

30/1/2019 家長義工隊聚會 管教子女分享：為什麼 20人次 



17 

(共 1節) (1月份) 孩子有不良行為？ 

暨新春團拜 

27/2/2019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聚會 

(2月份) 

管教子女分享：如何建

立孩子的信心和價

值？  

8人次 

20/3/2019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聚會 

(3月份) 

禪繞畫減壓工作坊 15人次 

10/4/2019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聚會 

(4月份) 

管教子女分享：責任感

養成訓練 

10人次 

25/6/2019 

(共 1節) 

家長義工隊 

總結分享會 

回顧及分享本年度參

與義工隊的感受和學

習 

22人次 

 

類別三：教師支援方面 

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參與人數 活動後檢討及跟進 

15/2/2019 

(共 1節) 

正向教育工作

坊 

提升老師對正向教育的

認識，以及與學生溝通的

正向技巧。 

30位老師 • 當天邀請了機構服務主任楊生擔任講者，工作坊以熱身活動「打斷筷

子」引入主題，參與老師都投入活動，讚賞和鼓勵同事。其後，講座

環節先介紹正向心理學的內容，然後提及如何調整心理焦點（例如：

由結果轉移到過程），最後講到如何把正向教育實踐於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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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四：支援學校服務 

日期 活動內容 對象 

12/9/2018 協助小五及小六家長會 小五及小六家長 

22/9/2018 協助校慶中秋晚會 全校學生及家長 

5/10/2018 協助跨境安全的攤位 全校學生 

15/10/2018 旅行日：協助照顧學生 小一及小二學生 

16/10/2018 家訪日：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 小三學生及家長 

15-16/11, 

19-20/11/2018, 

12-15/3, 18-20/6/2019 

監考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 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 

30/11/2018 協助小一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小一學生 

15/12/2018, 

13/4/2019 

家長日：協調家長義工及與家長會面 家長 

17-19/12/2018 協助小六教育營 小六學生 

21/12/2018 協助家長義工之聖誕派對 家長 

24/1/2019 參與「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之會議 

小一學生及老師 

22/3/2019 參與家長教師會晚宴 家長教師會委員 

11/5/2019 校慶運動會：協調家長義工的工作 全校學生及家長 

20-21/5/2019 校慶學習活動日：協調家長義工的工作 全校學生及家長 

15/6/2019 協助準小一家長講座 準小一家長 

22/6/2019 協助家長教師會旅行 全校學生及家長 

6/7/2019 協助小六畢業禮 全校學生及家長 

9/7/2019 支援升中放榜 小六學生及家長 

 

全方位輔導活動 整體檢討及改善建議： 

1. 學生層面：加強預防及發展性的工作 

• 本校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為數不少，部份有行為及情緒問題，大大影響課堂表現和朋輩關係。

因此，工作員在本學年舉辦了情緒管理小組、社交小組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小組，成效不

錯，建議下學年繼續舉辦，甚至可以外購機構入校服務，擴大參與學生的人數。 

• 本校的個人成長教育與生活教育需要加強，協助學生掌握生活技能和培育正確的價值觀，每月一

次的成長課盡量按時間表執行，且可善用試後活動的時間，編排品德教育的活動。同時，工作員

或老師可配合成長課的主題，作早會分享，讓學生耳濡目染，加深對課題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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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高年級學生的年紀較大，思想和行為較為早熟，開始出現青年人常見的行為問題，如:割手、

在公眾地方親熱等，工作員需要以青年人的介入手法，與他們建立關係，才能夠減低他們對工作

員的防衛，願意傾訴內心掙扎和感受。故此，工作員建議下學年可多舉辦高年級戶外活動，或在

小息進行康樂活動，增進與學生的關係，以及早識別及介入學生的行為問題。  

 

2. 家長層面：親職教育有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減低學生的行為和情緒問題 

• 本學年工作員花了相當時間於支援家長工作方面，例如：舉辦家長講座、家長管教小組等，讓家

長掌握管教技巧和與子女相處的方法，從而預防學生的行為和情緒問題。部分經常參加學校活動

的家長，他們子女的情緒相對穩定，在學校甚少出現行為問題。因此，建議下學年繼續舉辦支援

家長的活動。 

• 工作員承接上學年的建議，在 2018年 12月舉行了親子露營活動，成效良好，能夠在營會活動中

觀察到家長與子女相處的方式，給予提醒，亦促進了親子的關係。還有，此類親子活動能夠吸引

平常不參與學校活動的家長，讓工作員接觸他們，以便日後易於介入學生的問題。 

• 發展家長義工隊有助家校合作，促進學校和家長的溝通，讓家長更加了解學校的運作，亦可以向

老師提出建議，以提升學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學質素。家長義工各有所長，工作員可發掘他們的長

處，應用到學校的事務方面，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對學校更有歸屬感。 

 

新學年工作計劃 (2019-2020年度) 

一. 輔導服務／諮詢服務 

• 按學生需要決定開案和處理諮商個案工作。 

• 繼續各項支援工作。 

二. 學生支援 

➢ 與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支援主任保持緊密合作關係，以協助跟進和轉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工作。 

➢ 因應學生及家長之需要，轉介合適之社區資源。 

➢ 提供不同類型的發展性小組予特殊教育學習需要及成長需要的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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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方位輔導活動 

1. 朋輩輔導服務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2. 全校性訓輔活動 (個人成長課、德育及公民教育) 

3. 學生輔導支援計劃 (不同主題小組活動) 

4. 親子露營活動  

5. 家長親職教育活動 

6. 家長義工活動及服務 

7. 其他工作 

• 與各機構商議及監察服務/活動的推行及成效 

• 文件處理 

• 呈交教育局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工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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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主任 

劉秉熹先生 

循道衛理中心 

學校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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