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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標檢討 

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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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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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部分學生了解課題內容 1. 本學年社工與兩位訓導主任輪流主持早會。社工

以時事、德育題材、圖書分享配合歌曲及歌詞填

充活動，讓學生能以輕鬆的心情了解課題內容，

並以合適的歌曲，令學生有更深刻印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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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顧及疫情下的健康風險，本學年 a至 g項的成

長專題活動均改為以視像形式進行。 

2. 在特別假期及停止面授課的各項措施實行下，部

分講座有所變動，包括：六年級資訊素養講座取

消；加插六年級女生生理周期健康網上講座；五

年級理財講座；一年級偷竊講座改為五及六年級

店舖盜竊講座；加插全校參與的《不可思議的朋

友》音樂動畫觀賞活動。 

3. 整體學生積極投入活動，學習到不同的正確價值

觀，成效良好。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

認為活動有助建立他們正面的價值觀。惟每節講

座的時間稍短，令講座內容需要作調節。加上講

座以視像形式進行，講者與學生之互動有所減少。 

a.「偷竊行為」講座 

b.「朋輩的影響」講座 

c.「快樂正能量」(樂觀與感恩)講座 

d.「抗逆先鋒」(提升抗逆力)講座 

e.「無毒小領袖」講座 

f.「傳媒性意識」講座 

g.「升中適應」講座 

h. 資訊素養講座 

目標 1 整體檢討 1. 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活動需要取消。 

2. 每節講座的時間稍短，令講座內容需要作調節，加上講座以視像形式進行，講者與學生之互動有所減少。 

3. 已進行的活動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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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2.1「錦繡人生，康泰成長」學生訓練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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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本港疫情一直反覆，教育局亦不建議學校進

行任何課後留校及外出活動。而「錦泰小子」社

區攝影隊及「錦泰山藝組」需要進行戶外訓練、

交流、宿營、露營及服務等較高風險活動，因此

本校取消此兩個項目之活動。 

2.1.1「錦泰小子」社區攝影隊 

2.1.2「錦泰山藝組」 

2.1.3「花開錦泰」園藝治療學生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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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原訂有十節，包括外展服務。在半日制上課

安排下，改以視像形式上課。學生早上領取當天

小組物資，下午在家以視像方式學習，共進行了

五節視像課堂。 

2. 參加者透過網上課堂學習不同的園藝處方(治療

活動)，提升身心健康，亦能提升他們的觀察力。 

3. 組員對園藝都有興趣，當中在設計及製作自己的

作品時表現投入，部分成員的責任感有所提升。

在網上課堂中學習社區中公園的不同植物及設

計，反思公園中植物對社區的影響。他們完成不

同的治療處方後，定期拍攝作品的成長，放在網

上討論區與其他成員交流。 

4. 學生完成課程後，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至十

日於學校小息時段，在教員室外主持工作坊，教

導老師種植不同的園藝作品及保養方法，互相交

流。此服務成效理想，一方面讓學生有實踐機

會，增加自信心、溝通能力及歸屬感；另一方面

讓老師有表達情緒，舒緩壓力。老師一般將園藝

作品放在教員室內，能讓他們的工作環境有所改

善。 

5. 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

們增加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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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2.2 「桌遊身心」網上 board game 小

組(A組及 B組) 

 1. 因顧及疫情下的健康風險，本學年活動取消。 

2.3 「蛻變 SEN學童及家庭支援計畫」

──兒童遊戲治療小組<視像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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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讓學生認識情緒及正確的表達方法、提升情

緒管理能力及自信心，並建立正面思維處理生活

及學習的壓力。 

2. 活動順利完成，學生表現投入，表達情緒的能力

及自信心均有提升。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

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2.4 藝術治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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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S Power──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及照顧者

同行網絡」──「玩出好情緒」學生和諧粉彩小

組，讓學生體驗和諧粉彩及創作，建立正面態

度，加強自信心及抒發情緒。小組以實體進行，

學生表現投入，自信心均有提升，亦能藉此活動

抒發情緒。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為

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2. 透過「舞動人生」學生訓練計畫，讓學生以街舞

練習及編排活動，訓練專注力、節奏感和平衡

力，同時提升他們對舞蹈的興趣。小組當中一半

成員從未學習舞蹈，對街舞的認識亦不深。成員

學習過程中不時遇到困難，但整體都能以正面態

度面對，最終能排演一段正式的舞蹈。惟由於學

期末時間緊迫，未有機會讓成員作表演，最終為

他們的舞蹈作錄影，並給予其家長作欣賞。根據

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增

加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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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3. 透過「靜中找我」靜觀練習及多元藝術活動，讓

學生以表達藝術及簡易靜觀練習，學習自我覺察

與抒壓方式。活動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開

始，並於八月十三及八月二十二日進行戶外活

動。因此活動之檢討未能在此報告中顯示，如活

動成效良好，並且能成功申請資助，將於下學年

繼續進行。 

2.5 情緒管理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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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情緒小精兵」A組及 B組，讓學生認識情

緒，提升對情緒的覺察及情緒管理。成員能積極

以口頭或文字方式參與活動。同時把活動內容與

日常生活作連繫。 

2. 透過「Chill級情報員」小組，讓學生認識情緒。

成員在小組中學習 ABC 行為分析法，以多角度思

考協助情緒調適，並學習及練習放鬆方法。成員

在活動中能有效學習分析法及放鬆方法，並對情

緒及自身有新的發現。 

3. 透過「Chill級英雄聯盟」小組，讓學生提升抗

逆力及認識壓力。成員能建立個人的能力感，並

能利用個人特色和資源，合作採取多樣化的行

動。 

4. 根據觀察及訪問，學生積極投入活動，超過 70%

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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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2.6 提升自尊感小組  1. 透過「S Power──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及照顧者

同行網絡」──「玩出好情緒」學生魔術小組，

讓學生以魔術、遊戲等的方式，建立興趣和自信

心。活動順利完成，學生投入參與，能在小組中

學習不同的魔術，同時加強他們的自信心及社交

溝通技巧，成效理想。成員於聖誕嘉年華日到一

年級各班進行表演，表現理想，他們的自信心及

解決困難的正面態度均有提升。根據觀察及訪

問，超過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

歷。 

2.7 提升社交技巧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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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動物森『友』會」社交小組 A至 D組，讓

學生參與不同的活動和遊戲，並跟據不同的指示

完成任務，從中學習溝通技巧，同時提升表達及

理解別人想法的能力，促進和豐富他們的社交技

能。 

2. 成員表現積極，不但對彼此表現包容，也能互相

欣賞、稱讚、提醒和學習。大部分成員能於回校

後應用課節內的技巧。也有不少成員回校後能自

組社交活動，或關懷彼此。根據觀察及訪問，超

過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2.8 執行功能訓練小組 1. 透過「奪寶奇兵」A組及 B組，提升及訓練執

行功能，以協助成員有效處理個人日常事務。 

2. 成員十分積極，由於小組以組隊形式進行，成

員不但有豐富交流，更能於平日互相提醒、欣

賞和學習。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

為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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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2.9「生命遊蹤」大自然探索小組  

<新加項目> 

 1. 活動能提升學生對視覺以外的感官運用，促進觀

察力；為他們提供機會感受大自然，同時學習人

與生態的密切關係，提升保育意識。活動於二零

二二年八月八日開始，並於八月十二日及八月二

十六日進行戶外活動。因此活動之檢討未能在此

報告中顯示，如活動成效良好，並且能成功申請

資助，將於下學年繼續進行。 

2.10「P.6升中路上」及「P.5漸漸

長大的我」(表達藝術體驗活

動) <新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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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升中路上」：透過表達藝術治療活動，讓

學生表達及抒發對升中產生的各種情緒、減壓放

鬆、並強化他們的人際關係。學生表現投入，在

學習靜觀及以玻璃珠創作畫作的過程中，能達到

表達情感及放鬆心情的效果。 

2. 「P.5漸漸長大的我」：透過表達藝術治療活動，

讓學生減壓放鬆、認識自我、並將表達藝術治療

的方法內化成個人資源。學生表現投入，過程中

學習到表達藝術及靜觀，並在摺紙創作時放鬆自

己，認識及分享自我。 

3. 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為以上活動有

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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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促進學生不

同之學習經

歷，讓學生

有多方面之

成長 

2.11 4E、5E及 6E班試後訓練活動 

<新加項目> 

 1. 4E班參觀挪亞方舟──「尋找友情的足跡」生

命教育體驗活動：目的是透過生命教育體驗活

動，建立學生正面態度及加強自信心。學生在活

動過程中表現理想，體驗到與人合作、溝通及同

理心的精神，並且在具挑戰的活動中提升自信

心。 

2. 5E(二零二一年九月及二零二二年七月)及 6E班

身心訓練活動：目的透過新興運動(雪合戰及

Nerf Gun策略活動)，建立學生正面態度、加強

自信心及溝通能力。學生表現積極投入，過程中

體驗團隊合作精神，並以正面態度面對困難及失

敗。整體學生都能有效提升自信心及溝通能力。 

3. 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學生認為以上活動有

助他們增加學習經歷。 

目標 2 整體檢討 1. 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活動需要取消。各項施行內容達標，活動能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在多方面促進學生成長。 

2. 已進行的活動成效良好。 

 

建議： 

1. 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部分學生之壓力增加，情緒波幅較大。加上整體學生社交機會減少，故此校方需要新增合宜的輔

導活動，以支援相關學生的心理發展。預計在下學年仍然有需要安排以上新增之輔導活動，以更全面支援相關學生群組，

及作更好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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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3 促進學生與

社區之連

結，培養學

生正確的公

民意識 

3.1 社區攝影培訓及比賽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2. 70%學生認同活動有助他

們關心社區 

1. 因顧及疫情下的健康風險，本學年活動取消。 

3.2 與區內青少年中心合

作，推薦學生參與合適

之活動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1. 升中面試工作坊，以小組形式，提升學生説話技巧、答題技巧，

增加個人能力及信心。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向 6C及 6D學

生推薦參加，由家長自行向中心報名。 

2. 「K-pop 韓舞社」跳舞小組，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向六年

級學生推薦參加，由家長自行向中心報名。 

3. 暑期雪合戰小組，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向 6E及 5E班學生

推薦參加，由家長自行向中心報名。 

4. 學生均積極參與以上活動。 

目標 3 整體檢討 1. 已進行的活動成效良好。 

 

建議 

1. 在疫情影響下，整體學生社交機會減少，建議下學年繼續與區內青少年中心合作，向學生推薦不同的活動或課程，以支援

他們的身心及社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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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4 加強家長的

親子關係及

對學生成長

的支援 

4.1印製「輔導通訊」給家

長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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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製「輔導通訊」輔導通訊給家長閱讀，主題關於「疫情下子

女的網上生活」，內容包括：身心抗疫小貼士、應付子女「屏幕

時間」活動、沉迷上網評估及處理方法、提升子女在網課期間

的學習動機等。 

2. 社工製作影片教導家長於 iOS、Windows 及瀏覽器 Chrome內，

以適當的限制設定，管理子女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相關內容

於「協助子女合宜使用電子產品」家長支援資料分享通告中發

出，並將影片上載 Google Classroom 讓家長參考。 

3. 根據訪問家長意見，大部分家長均認為資訊對他們有幫助。 

4.2親子和諧粉彩體驗工作

坊 

1. 70%家長認為活動有助他

們與子女的互動 

1. 因顧及疫情下的健康風險，本學年活動取消。 

4.3親子減壓靜觀體驗工作

坊 

4.4「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

一學習生活」家長經驗

分享會 

1. 社工向小一新生家長分享協助子女適應小一生活之建議，並邀

請兩位家長，以現場訪問方式，進行「小一學習生活及正向親

子關係家長經驗交流」講題，分享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學習生活。 

2. 根據訪問家長意見，超過 70%家長均認為資訊對他們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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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施行策略/方式 成功準則 評估、檢討及反思 

4 加強家長的

親子關係及

對學生成長

的支援 

4.5「S Power學童及照顧者

同行網絡計畫」──家

長互助小組及家長關懷

大使活動 

1. 70%家長認同課程有助他

們認識如何支援子女 

1. 「家長互助小組」目的以親子遊戲輔導的概念，協助有特別學

習需要子女的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及情感連結，並讓家

長建立同路人網絡，促進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2. 家長表現投入，惟部分家長因事未能出席所有共八節活動。 

3. 家長意見反映，所有家長均認為小組能互相交流面對 SEN 學童

的困難及解決方法；協助家長建立同路人網絡，減輕家長的壓

力及無助感；認識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概念為主的「親子

遊戲輔導」，了解 SEN學童的技巧。 

4. 「家長關懷大使」目的為家長提供管教有特別學習需要子女的

技巧，建立家長孩子的情感連結，同時協助家長轉化成為助人

者，籌備校內關愛活動，支援同路人，促進互助互愛精神。 

5. 參與家長完成展板，向學生及家長介紹 SEN 的資料及正確的相

處態度。學校安排全校學生輪流觀看展板，並以有獎問答遊戲，

吸引學生認真閱讀相關資訊，並能有更深刻的印象。學生反應

理想，積極參與。根據觀察及訪問，超過 70%家長認為課程有

助他們認識如何支援子女。 

4.6 向家長推薦校外機構

之家長教育課程<新加

項目> 

1. 詳情見 2021-2022年度訓育及學生成長工作計畫檢討報告。 

2. 根據訪問家長意見，超過 70%家長均認為，資料有助他們認識

如何支援子女，並會嘗試運用所學習到的方法。 

目標 4 整體檢討 1. 因應疫情及停止面授課影響，部分家長教育課程需要改期或取消。但另一方面，大部分課程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令家

長能更有彈性安排時間，使部分課程的參與度更高。 

2. 同時，家長教育獎勵計畫有效推動更多家長參與教育課程。 

3. 已進行的活動成效良好。 

 

建議： 

1. 建議下學年舉辦更多以視像形式進行之課程，尤其是較單向的講座或技巧學習課程，並將小組或需要更多互動的工作坊維

持實體形式進行。 

2. 建議下學年繼續舉辦家長教育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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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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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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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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政支出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資源運用 

1. 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 $115,560 

(其中$107,560由黃大

仙區「地區青年活動」

撥款資助) 

$4,465.1 

(其中$4,465.1由黃大

仙區「地區青年活動」

撥款資助) 

其他計畫撥款 

恆常津貼 

2. 家長教育及支援老師活動 $30,000 

(其中$20,000由家庭與

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

助) 

$2,300(a) 

(其中$0由家庭與學校

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 

其他計畫撥款 

恆常津貼 

3. 學生輔導人員 $201,600 $201,600(b) 恆常津貼 

總計： $347,160 $203,900*(c)  

*備註: 實際支出$2,300(a)+$201,600(b)=$203,900.00(c)  

 

新增項目開支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資源運用 

1. 4E、5E及 6E班試後訓練活動<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山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 $26,950 (d) 

2. 「P.6升中路上」及「P.5漸漸長大的我」(表達藝術體驗活動) 

$5,001.5(當中民政署青年發展計劃一般活動撥款$5,000，全方位

學習津貼$1.5(e)) 

3. 「靜中找我」靜觀練習及多元藝術活動 $12,360(當中民政署青年

發展計劃一般活動撥款$5,000，學生支援組津貼$7,360(f)) 

4. 「生命遊蹤」大自然探索小組 $6,200(當中民政署青年發展計劃

一般活動撥款$5,000，學生支援組津貼$1,200(g) 

$35,511.5 

(由學生支援組津貼及

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35,511.5** 

(由學生支援組津貼及

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恆常津貼 

全方位學習津貼 

**備註: 實際支出$26,950(d)+$1.5(e)+$7,360(f)+$1,200(g)=$35,511.50(h)            總計實際支出:239,411.50(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