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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15–2016 年度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1 主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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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透過「挽手成長」與各班的同學，同心協

力，一同挑戰不同活動及達至個人身心成長。

2 學校現時狀況

2.1 強項：

2.1.1 校方支持訓輔合一，本校設立訓導組、輔導組和危機小組，共同關

注學生問題，幫助學生解決疑難；

2.1.2 本校已累積多年訓導及輔導工作的經驗，校內輔導組的架構亦趨成

熟及清晰，對推行輔導工作更順暢；

2.1.3 本校有明確的學生守則及合理的獎懲制度。學校實行訓輔並重，各

教師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時能與家長緊密聯絡；

2.1.4 學校採用「多獎勵少懲罰」的政策，獎勵項目亦多元化，能適時及

適切地獎勵和表揚學生，強化學生各方面的良好品行，並為其他學

生樹立榜樣；

2.1.5 「全校參與支援小組」設有清晰及有系統的機制，能及早識別學生

的不同需要，有效制定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策略和具體措

施；

2.1.6 週會及成長課編入常規課內，涵蓋德育及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環

境教育、生命教育、禁毒教育、價值教育、性教育及服務學習等元

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引導學生思考及分析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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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本校校訓 ─「忠孝勤誠」；

2.1.7 本校校舍有充足的活動空間，方便舉行各類型的活動，有助學生的

參與和成長；

2.1.8 本校資訊交流方式開放：每名師生及家長有個別電郵戶口及網頁，

學生、家長及學校間訊息交流迅速，而且學生和家長能夠第一時間

掌握學校的最新消息，加強學生和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和歸屬感；

2.1.9 本校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多年，家教會成員樂於協助推行校本輔導活

動，有助加強家校合作的目的；

2.1.10 社區機構與學校建立夥伴關係，樂意與學校合辦活動，提供協助與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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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本校聘請 2位合資格的輔導人員。學生輔導員專注服務一間學校，

有利學校推行全方位輔導的長遠發展；

2.1.12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聘請言語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到校服務，為

學生、家長及老師提供專業的支援。

2.2 弱項

2.2.1 學校課程緊迫，對舉辦輔導活動的時間、師生的空間都有所限

制；

2.2.2 老師日常工作量大，相對地減少了師生溝通及輔導工作的時

間；

2.2.3 部分家長工作時間長，與孩子溝通的時間不足，需學習管教子

女技巧和增加親子時間；

2.2.4 學校兼收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如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聽

障、言語障礙、讀寫困難等學生，老師及家長需要花大量的時

間支援學童，未有空間推行其他活動；

2.2.5 學生的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仍需特別關注。

3 本年度工作目標、執行計劃及行事曆

全年主題：「全人發展、關愛他人、挽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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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本輔導活動 發展策略 時間表 表現指標及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1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全人發展，嘉許有卓越表

現的學生，特設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每名學生會獲發卓越學生手冊，老師透過蓋印

形式，嘉許學生各方面的成就。
全學年

有 75%學生認為活動能有正面

的鼓勵。

有 70%學生於上、下學期的積

點累積達 10 個或以上。

教師問卷

收集卓越學

生手冊

SGP

李 芷 瑤 主

任

1.2 班級經營

班規、班徽設計、班規討論

透過互相討論，訂立班徽及班規，培養同學的

歸屬感和認識個人責任感。
九月

有 75%學生認為活動能認識個

人責任感和增加歸屬感。
教師問卷 SGP

1.3 祝福校園 – 敬師活動、母親節及

父親節

於敬師日由學生點唱給老師，並由學生寫上心

意字條。

由學生代表致送禮物，並有短劇環節。

母親節、父親節等，製作祝福卡及心意卡，送

贈給予家長。

九月、五月、

六月
有 50%學生參加活動。

參與活動的

人數

SGP

輔 導 組 同

工

1.4 關愛活動

1.4.1 關愛大使

1.4.2 秘密天使

1.4.3 關愛日

1.4.4 關愛 cafe

培養學生主動關心別人及守望相助的

精神。

透過學生投票，每兩月選出班中的關愛大使，

以表揚同學的關愛精神。
全學年 每兩月選出班中的關愛大使。 / 班主任

於上、下學期初每班都有「秘密天使」活動。

活動中會有「天使」(關心人者) 及「主人」(被

關心者) 兩種角色，而每名學生都會同時演繹

兩種角色，而各人角色均需要保密。班主任及

輔導人員需不時提示學生關心他們的「主人」。

十月至十二

月、三至五

月

透過學生於早會時分享秘密

天使活動的進行情況，檢討學

生於活動的表現。

觀察學生參

與活動時的

表現及向班

主任跟進學

生情況。

班主任

SGP

上、下學期各有舉行一次「關愛日」。「關愛日」

當天學生獲派發關愛工作紙，學生需要向各老

師、同學、家人及鄰里說一些關心說話或表達

關愛行動，完成後紀錄在工作紙上，然後達至

目標後，將獲取「關愛券」(「關愛 Café」入

場券)，並可享用「關愛 Café」中的小食。

一月、六月
有 80%學生完成及遞交關愛工

作紙。

關愛工作紙

教師問卷
S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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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學期各有舉行一次「關愛 Café」。「關愛

Café」會於關愛日之後的一個上課天的兩個小

息舉行，學生可憑「關愛券」換取兩張小食券

並「關愛 Café」中使用。歷屆關愛大使及有特

殊需要學生會擔任活動服務生。

一月、六月

有 80%學生出席。

有 80%教師同意關愛 Café能帶

動學生關愛的氣氛，培養學生

主動關心別人的精神。

出席人數和

教師意見

教師問卷

SGP

輔導組老

師

2.個人成長教育

2.1 生活教育課(成長課)

全年共有二十七節成長課、講座或工

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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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有 75%教師認為成長課能提升

學生個人成長和公民責任心。
教師問卷

全體老師

SGP

2.2 公民意識及德育

2.2.1 義工訓練及社區服務

透過校內訓練或與區內中學合作，訓練學生成

為義工，服務區內有需要人士，以助了解社區

有需要的人士。

全學年
在不同的小組中，有 75%學生

參與一次或以上的課外服務。
服務紀錄 SGP

2.2.2 社區服務大使
於公民課培訓時段內進行，藉著不同的義工服

務，培養小五學生認識不同社區人士的需要，

以助發揮關愛精神。

全學年
有 75%學生認為活動能增加對

義工活動的認識及興趣。

活動問卷及

檢討報告

SGP 及利民

會

2.3 成長的天空

將與機構合作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當中包括

有挑戰日營、義工服務及親子黃昏營，目標為

提升有需要學生之抗逆力，以協助他們面對成

長中的需要，以及為相關家長提供專業之服務

及訓練。

全學年

有 80%學生出席。

家長工作坊有 50%家長出席

有 75%學生認為活動能增強其

抗逆力。

出席人數、

活動問卷及

檢討報告

SGP 及中國

香港歷行

會

3.支援服務

3.1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家長小組

配合全年三個不同的家長工作坊，分為三個組

別：一至二年級的家長為一個組別、三至四年

級的家長為一個組別及五至六年級的家長為一

個組別。每個組別的工作坊共有五節，籍此提

升家長的管教技巧、信心、強化家校合作及認

全學年 參加家長的出席率達 50%。
出席人數和

教師意見

家 長 教 師

會、神召會

或 其 他 專

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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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各種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之需要。

3.2 學生講座 (理財講座、性教育講

座、戀愛講座)

舉辦各類形講座以教導學生正確價值觀，希望

由此協助學生成長。

全學年共三

次

有 80%學生出席。

有 75%學生認為活動能增加對

講題的認識。

出席人數、

活動問卷及

檢討報告

SGP 及其他

專業支援

4.輔助服務

4.1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

透過社區機構及輔導員提供針對性服務，利用

小組及個人輔導形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社交、專注力及自理能力等。

全學年

活動能幫助提升學生學習能

力、社交、專注力或自理能力

等。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

現。

觀察學生參

與活動時的

表現及向有

關老師跟進

學生情況。

SGP

4.2 言語治療

透過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生提升她

們言語說話能力。

全學年共二

十三次

有 75%家長認為學生的言語能

力有所進步及滿意本學年的

言語治療服務。

家長問卷

言 語 治 療

師

SGP

圖 書 館 老

師

故事爸媽伴讀工作坊

透過言語治療師教授親子伴讀技巧，提昇家長

支援學生閱讀能力。

上學期一次
有 75%家長認為活動能提升他

們與子女之間的伴讀技巧。
家長問卷

故事爸媽伴讀計劃

在閱讀課時段於圖書館進行家長義工伴讀，幫

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全學年共十

二次或以上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現

觀察學生的

表現

4.3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透過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有行為、情緒或其

他特殊需要之學生進行評估、面談或跟進服務，

改善其學習能力上或行為、情緒上之問題

全學年共二

十次

有 75%家長認為學生之特殊問

題有所改善及滿意本學年的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家長問卷

SGP 及駐校

教 育 心 理

學家

4.4 新來港學童支援

呈報本校新來港學童資料及透過不同的適應課

程，以助新來港學童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模式

和學習能力。

全學年最少

一次

有 75%學生認為該活動能有助

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以及提

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教師意見 SGP

4.5 非華語學生支援
呈報本校非華語學童資料及透過不同的支援及

適應課程，以助非華語學童適應香港的生活模
全學年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現

觀察學生的

表 現 及 家

SGP，科任

老 師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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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加強學習能力及動機，。 長、老師問

卷

其 他 專 業

支援

5.政策及組織

5.1 統籌輔導組

3 編訂及提交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全學年 有 80%教師滿意服務 教師問卷 SGP

3 訂定及執行輔導政策及全年輔導活動計劃

3 輔導組會議作匯報及檢討

3 校務會議工作匯報及諮詢

3 輔導資源的管理及紀錄

3 編寫全方位輔導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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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15-2016 輔導組財政預算輔導組財政運用收支表：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本年度教統局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84,318

額外輔導津貼 $166,780

全職駐校輔導人員
$163,800

(MPF: $7,800)

教師助理協助輔導工作 $170,000

培訓計劃

1) 學生講座 $4,000

2) 家長學堂 $10,000

3) 家長義工培訓 $5,000

4) 義工小組培訓 $9,000

雜支

1) 祝福校園計劃-敬師日材料及禮物 $500

2) 關愛大使活動 $5,000

3) 祝福校園計劃-母親節 $2,500

4) 祝福校園計劃-父親節 $2,500

5) 班際整潔比賽 $2,000

6) 家長講座 $7,000

7)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8,000

8) 個案輔導工作 $2,000

9) 其他教育性及發展性活動(生命教育及性教育展覽) $1,000

10) 影印 $5,000

11) 資源閣/遊戲閣 $10,000

12) 學生輔導設備 $10,000

13) 其他開支 $3,000

總結： $451,098 $4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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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全校參與支援小組 - 學習支援津貼財政預算

各項小組收支表：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上年度盈餘 $89,617.27

本年度教統局學習支援津貼 $350,000.00

全職駐校輔導人員及助理 $193,800.00

增聘教學助理 $80,000.00

購買外購服務 $70,000.00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50,000.00

安排學習/共融文化活動、校本教師培訓及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10,000.00

總結： $439,617.27 $40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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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生活教育課安排

次

數
日期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負責老師 活動地點

1. 14-9-2015 國民教育 團隊精神
好學生約章及班徽

設計

輔導人員

班主任
各班課室

2. 21-9-2015 個人發展 自我概念
我的目標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班主任 各班課室

3. 5-10-2015 國民教育 國民身份認同 我的祖國 陳佩儀老師 禮堂

4. 12-10-2015 國民教育 團隊精神 風紀就職典禮 訓導組 禮堂

5. 19-10-2015 環境教育 歸屬感 走廊壁報設計 班主任 各班課室

6. 26-10-2015 品德教育 誠信 主題講座 蕭小燕姑娘 禮堂

7. 9-11-2015 個人發展 解決問題 去掉壞習慣
輔導人員

班主任
各班課室

8. 16-11-2015 學業 學習技巧及態度 閱讀習慣 洪曉思主任 禮堂

9. 23-11-2015 品德教育 責任感 主題講座 蕭小燕姑娘 禮堂

10. 30-11-2015 自我管理 尊重及接納他人 自閉 輔導人員 禮堂

11. 7-12-2015 個人發展 自我概念 我的性格
輔導人員

班主任
各班課室

12. 14-12-2015 品德教育 關愛 聖誕節崇拜 神召會 禮堂

13. 4-1-2016 事業 認識職業 認識空中服務員
羅惠萍主任、岑永忠老

師
禮堂

14. 25-1-2016 國民教育 國民身份認同 境外學習分享 帶團老師及參與學生 禮堂

15. 1-2-2016 國民教育 國民身份認同 新春活動 全校老師 見附件

16. 22-2-2016 國民教育 歸屬感
家長日前課室佈置

設計比賽
班主任 各班課室

17. 7-3-2016 品德教育 欣賞別人 才藝表演 音樂科及課外活動組 禮堂

18. 14-3-2016 品德教育 關愛 復活節崇拜 神召會 禮堂

19 21-3-2016 健康教育 生活技能 衛生健康講座
李芷瑤主任、岑永忠老

師
禮堂

20. 18-4-2016 國民教育 團隊精神 啦啦隊訓練 班主任 各班課室

21. 25-4-2016 國民教育 團隊精神 啦啦隊訓練 班主任 各班課室

22. 9-5-2016 價值教育 承擔精神 主題講座 蕭小燕姑娘 禮堂

23. 16-5-2016 自我管理 應變及處理衝突 平息紛爭
輔導人員

班主任
各班課室

24. 23-5-2016 健康教育 責任感 禁毒講座 岑永忠老師 禮堂

25. 30-5-2016 自我管理 溝通及人際關係 秘密天使分享活動 輔導人員 禮堂

26. 13-6-2016 價值教育 堅毅 主題講座 蕭小燕姑娘 禮堂

27. 16-6-2016 學業 成就感
我的傑出表現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班主任 各班課室



10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校本公民課程

生活教育課及學習活動總覽

*代表採用校外資源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個人發展
自我概念 我的名字 我的性格 我的優點及缺點 我的強弱項 我的責任 我的理想

解決問題 適應新生活 去掉壞習慣 我的心事 我做得到 積極人生 減壓妙法

自我管理

尊重及接納他人 讀寫困難 自閉
專注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症

視障、聽障及

言語障礙 智力障礙 肢體傷殘

溝通及人際關係 秘密天使分享活動

應變及處理衝突 小事化無 平息紛爭 防止欺凌 和諧之家 面對逆境 危機處理

學業
學習技巧及態度 溫習技巧 閱讀習慣 我的筆記本 自學習慣 運用資訊科技 我的理想

成就感 我的成績表 我的傑出表現 名人名事 認識科學家 認識畫家 認識音樂家

事業 認識職業 *認識警察 *認識空中服務人員 *認識律師 *認識建築師 *認識消防員 *認識醫生

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價值教育

����健康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基本法教育

����性教育

����堅毅

����尊重他人

����責任感

���� 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

����關愛

����誠信

3 主題講座(教師分享)
3 升旗禮
3 新春活動
3 聖誕節崇拜
3 復活節崇拜

主題講座(校外資源):

*(一年級)衛生講座

*(四年級)理財講座

3 關愛「承諾日」
3 敬師活動
3 認識節日(中秋節、聖誕節、

父親節、母親節)
3 環保活動

*(二年級)交通安全講座

*(五年級)性教育講座

3 班長、風紀、教師選舉活動
3 母親節、父親節活動
3 健康生活活動
3 花卉義賣簿籌款活動
3 服務學習

*(三年級)盜竊講座

*(六年級)禁毒講座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訓練(認識篇、個人護理、個人整理、個人技能、個人安全、生活技能營、境外學習)

欣賞別人 才藝表演

團隊精神及歸屬感

3 走廊壁報設計

3333 風紀就職典禮

3 家長日前課室佈置設計比賽

3 節日佈置

3333 啦啦隊訓練 3 好學生約章及班徵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