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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錦泰小學 

2020 至 2021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畫 
 

I. 目的 

學生輔導服務是教育的一部份，透過與校內不同系統(管理與組織、學與教、學生支援等)的緊密合作，互相配合，推行全面而廣泛的輔導服務，協助

學生健康地成長，達至全人發展 

 

II.  本年度學校發展工作計畫 

2.1  學校發展――優化及改善校園設施 

2.2  學校發展――強化教師專業成長 

2.3  學校發展――重整各科課程比重、課時及評估安排 

2.4  課程發展――持續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 

2.5  課程發展――進一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2.6  課程發展――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 

2.7  學生發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2.8  學生發展――提升學生抗逆力 

 

III.  本學年目標： 

3.1 促進學生不同之學習經歷，讓學生有多方面之成長(2.7) 

3.2 按學生不同的成長階段，透過各類輔導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2.7)(2.8) 

3.3 加強家長的親子關係及對學生成長的支援(2.7)(2.8) 

 

※(   )內的代碼對應學校發展工作計畫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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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施行計畫 

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施行級別 推行時間 負責老師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資料來源 

1 促進學生不同之

學習經歷，讓學

生有多方面之成

長(2.7) 

1.1 愛心先鋒隊 一、四及

五年級 

全學年 社工、學生輔

導人員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2. 70%學生認同活動有

助他們增加信心，並

能實踐助人自助的精

神 

1. 觀察活動中學生的表

現或 

2. 問卷調查 1.2 親子義工服務――探訪黃

大仙區長者活動 

全校 全學年三

次 

社工 

1.3 「錦泰小子」社區攝影隊 四至六年級 第一學段 社工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2. 70%學生認同活動有

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1. 觀察活動中學生的表

現 

2. 問卷調查 
1.4 「錦泰山藝組」 四至六年級 第一學段 社工 

1.5 「花開錦泰」園藝治療學

生小組 

四至六年級 第一學段 社工 

1.6 「桌遊身心」網上 board 

game 小組 

六年級 第一學段 社工 

1.7 「蛻變 SEN 學童及家庭支

援計畫」――兒童遊戲治

療小組 

三至四年級 第二學段 社工 

1.8 執行功能訓練小組 按學生表現

和需要決定

入組名單 

第二學段 學生輔導人員 

※(   )內的代碼對應學校發展工作計畫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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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施行級別 推行時間 負責老師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資料來源 

1 促進學生不同之

學習經歷，讓學

生有多方面之成

長(2.7) 

1.9 情緒管理訓練小組 按學生表現

和需要決定

入組名單 

第二學段 學生輔導人員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2. 70%學生認同活動有

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1. 觀察活動中學生的表

現或 

2. 問卷調查 
1.10 提升自尊感小組 第三學段 學生輔導人員 

1.11 藝術治療小組 第三學段 學生輔導人員 

1.12 乘風航 六年級 第三學段 社工 

2 按學生不同的成

長階段，透過各

類輔導活動，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

值觀(2.7)(2.8) 

2.1 利用早會分享勵志訊息及

時事新聞，引導學生建立

正向積極的人生觀 

全校 全學年 社工 1. 大部份學生了解課題

內容 

1. 觀察活動中學生的表

現 

2.2 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安

排不同的成長專題講座：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2. 70%學生認同活動有

助建立他們正面的價

值觀 

1. 觀察活動中學生的表

現或 

2. 學生問卷調查 
a.「偷竊行為」講座 一年級 全學年 社工 

b.「朋輩的影響」講座 二年級 社工 

c.「情能自制」(情緒管理)

講座 

三至四年級 社工 

d.「抗逆先鋒」(提升抗逆力)

講座 

四至五年級 社工 

e.「無毒小領袖」講座 六年級 社工 

f.「傳媒性意識」講座 六年級 社工 

g.「升中適應」講座 六年級 社工 

※(   )內的代碼對應學校發展工作計畫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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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施行級別 推行時間 負責老師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資料來源 

3 加強家長的親子

關係及對學生成

長的支援

(2.7)(2.8) 

3.1 印製「輔導通訊」給家長

閱讀 

全校 全學年兩

次 

社工 1. 家長認為有助他們與

子女加強互動交流，

促進親子關係 

1. 口頭詢問 

3.2 春日微笑――聯校親子交

流日營 

全校 第三學段 社工 1. 70%家長認為活動有

助他們與子女的互動 

1. 觀察活動中參加者的

表現或 

2. 問卷調查 3.3 親子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全校 第二至第

三學段 

社工 

3.4 「錦泰小子」社區攝影隊

暨拍攝家庭照活動 

全校 9/1/2021 社工 

3.5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

學習生活」家長經驗分享

會 

一年級 7/11/2020 社工 

3.6 「躍」定同行 II――專注

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兒童

家長訓練及支援計畫――

家長訓練小組及親子並行

小組 

一至四 第二學段 社工 1. 70%家長認同課程有

助他們認識如何支援

子女 

1. 觀察活動中參加者的

表現或 

2. 問卷調查 

3.7 「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

同行網絡計畫」――學生

支援小組、家長互助小組

及家長關懷大使活動 

按學生表現

和需要決定

入組名單 

第二至第

三學段 

社工 

※(   )內的代碼對應學校發展工作計畫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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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恆常活動 
活動項目 施行年級 

1.「成長的天空計畫」 四至六年級 

2.德育及公民教育成長課――課程執行跟進及意見收集 全校 

3.「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訓練小組 一至六年級自閉症學生 

4.家教會義工迎新及培訓活動 家長 

 

 

VI. 財政預算 

項目 預算支出  

1. 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 

(其中$102,280 由黃大仙區「地區青年活動」撥款資助) 

 $110,280 全方位學習津貼  其他計畫撥款  恆常津貼  科組計畫支出 

2. 家長教育及支援老師活動 

(其中$40,000 由「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畫」資助) 
$50,0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其他計畫撥款  恆常津貼  科組計畫支出 

3. 學生輔導人員  $192,0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其他計畫撥款  恆常津貼  科組計畫支出 

 總計﹕$352,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