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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發揚校訓，「仁愛明達，博識修身」愛主愛人的精神；秉承基督精神，

致力提供優質教育，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方面得以均衡發

展，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及盡責任的公民。 

 

二. 學校目標 

1. 培養學生的自律自治精神。 

2. 積極培養學生效法基督的愛人精神，勇於服務，樂於助人。 

3. 協助學生全人發展，為成為良好的公民作好準備。 

4. 透過多元化的訓輔活動，作各方面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以配合學生

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並為學校營造一個關懷、接納、互相尊重和

溫暖的校園文化。 

5. 培訓及支援教師及家長，發揮團隊的精神，共同建立良好的校風。 

6. 聯繫社區資源支援家長教育、老師專業發展及學生個人成長。 

 

三. 本年度輔導目標 

1. 凝聚全校師生的力量，提供適切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建立良好的

校風，深化全校關愛文化，在學校營造一個充滿關愛、互相欣賞、互

相尊重的學習環境。 

2. 強化校園內關愛及讚賞文化，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3. 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勇於服務，樂於助人的精神，從而提升學生

的自我價值及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4. 就 2013-14 年「香港小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APASO) 「對

學校的態度」結果及分析，配合「關愛」為主題的輔導活動，改善學

生的社群關係，減低對學校的「負面情感」，以致提升對學校的「整體

滿足感」。 

5. 增強家長培訓，爭取家長的信任及支持，促進家校合作，協助學生成

長。 

 

四. 學校概況 

強項： 

1. 校方重視學生德育方面的培育，設有訓輔組、學生支援組、公民教育

組及危機處理小組，能有系統地推展學校的學生輔導工作。 

2. 增設高、低年級訓導老師各一名，並增強級訓輔職能，與班主任保持

緊密合作，為有行為問題之學生提供適切協助，以達致「靈訓輔合一」。  

3. 學校積極爭取家長及社區資源，以提升學校之效能。 

4. 老師關係良好，互助互愛，具團隊合作精神。 

5. 家長頗信任學校及老師，並樂意與學校合作，對輔導學生及教學方面

都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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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部份學生純樸受教，師生關係融洽和諧，學生對學校有歸屬感。 

 

弱項： 

1. 學生家長多來自勞工階層，部份家長未能透徹掌握子女的學習情況，

亦未能抽空參與學校活動。 

2. 部份學生家長對子女的管教及溝通等親子技巧不足，未能發揮家庭培

育孩子健康成長的功能。 

3. 部份學生家庭背景複雜，缺乏父母照顧及支援，在學業、情緒及行為

方面的問題，需要教師較多的關顧。 

4. 部份老師未能全面掌握與家長溝通方面之有效方法，家校合作尚有發

展空間。 

 

五. 施行方案 

1. 利用額外輔導津貼，進行招標向機構購買服務。最後由明愛投得服務，

安排一位學生輔導員每週駐校三天半，與駐校學生輔導主任協作推行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並與訓輔組、學生支援組、宗教培育組及德育

公民教育組協作，以達至靈訓輔合一，促進學校的整體發展。 

2. 統籌教育心理學家於校內的工作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3. 與區內、外機構密切合作，以支援家長及教師處理學生/子女問題。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 

1. 以「關愛」為主題，讓學生透過不同活動學習表達對他人的關懷；提

升老師之間的關愛文化，營造一個關愛校園。 

2. 協助訓輔組優化「做個大天好公民」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盡責守規。 

3. 協助訓輔組推行「班級經營」活動，使學生相處融洽、凝聚班級的向

心力，以及促進師生關係。 

4. 協作推行義工服務，提升學生的自我價值及實踐關愛精神。 

5. 透過成長的天空計劃，從而及早介入及強化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 

6. 與城市大學合作，透過具理論基礎的武術活動及品德培養，於小二至

小五推行「拉闊天空領袖訓練計劃」(武德小組)(三年計劃)，協助學生

品德培養及潛能發展。 

7. 參與明愛愛與誠計劃(三年)，加強學生在性教育方面的知識。 

8. 與駐校學生輔導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宗教培育組協作，優化成長

課內容，籌劃逐步加入天主教核心價值及德育及公民的價值觀。 

9. 以個案形式跟進出現情緒、行為及家庭問題的學生。 

 

家長支援 

1. 協助家長教師會工作，邀請外間機構到校為家長舉辦培訓講座或小

組；與校長協作為家長舉行茶座。 



 4 

2. 推行親子活動以吸引家長參與活動並建立家長支援網絡。 

3. 邀請家長擔任義工，協助校內活動，提高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4. 以個案形式為家長提供支援以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5. 全年定期出版「輔導通訊」，為家長提供有關親職的資訊。 

 

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建議 

計劃內容 成效及建議 

校本輔導活動以「關愛」為主題安排相關主

題活動，讓學生懂得關愛別人，並提升校內

的關愛文化。 

問卷調查：100％老師認為校本

輔導活動能讓學生關愛別人，

有助提升校內的關愛文化。 

APASO 結果顯示，「關愛」量

表中全部三至六年級的平均值

整體為 3.39，比全港學生整體

常模 3.14 高 0.25。 

「做個大天好公民」活動，培養學生盡責任、

遵守校規和自我管理的精神。每月按主題包

括：早會集隊表現、轉堂秩序及課室清潔統

計大天好公民指數，以級制形式比賽，優勝

班別會獲得大天好公民獎狀，以示嘉許。 

 

問卷調查：94％或以上老師認

為「做個大天好公民」活動能

培養學生盡責任、遵守校規和

自我管理的精神。學生在早會

集隊表現、轉堂秩序及課室清

潔方面均持續有良好表現。建

議來年可更改重點，例如:帶齊

個人物品等。 

整合班級經營的策略，於各級試行，並於成

長課增設班級經營的課節，並透過「班徽、

班口號」、「班本之星」、「關愛小天使」等活

動，以及佈置良好的課室環境，以促進班級

和諧的氣氛及維持有效的課室常規和秩序。 

 

問卷調查：100％老師認為班級

經營的策略能使學生相處融

洽，凝聚班級的向心力，促進

班級和諧的氣氛。APASO結果亦

顯示有關師生關係數據較全港

常模高 0.33。 

繼續「關愛電台/電視台」廣播，訓練學生擔

任廣播員，以強化關愛正面文化。 

問卷調查：100％老師認為「關

愛電台/電視台」廣播能推動關

愛正面文化。 

為風紀及清潔糾察安排領袖訓練工作坊，以

提升他們的工作效能和團隊精神。 

問卷調查：89％老師認為風紀

及清潔糾察訓練能提升其工作

效能和團隊精神。觀察所得，

服務生在下學期的表現較鬆

散，建議把年終的服務生活動

改於下學期初進行，藉此活動

凝聚各人對所屬團隊的服務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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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天義工隊，讓更多學生(包括棋藝大

使、關愛大使及校園小 DJ)體驗及參與義工

服務。 

問卷調查：97％的老師認為成

立義工隊能讓更多學生體驗及

參與義工服務，提升互助精

神。超過 90％參與的學生表示

喜歡參與義工服務。於本年度

共有位 51 位同學服務滿 30 小

時，參加了由香港明愛青少年

及社區服務舉辦之『第十三屆

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並

獲得一星、二星或三星作嘉許。 

為二至五年級有需要之同學舉辦「拉闊天空

領袖訓練計劃」(武德小組)，透過有系統的

國術訓練，藉此培養參加者的武德情操及提

升他們的紀律性，協助學生發展潛能，減少

校園欺凌的危機。 

問卷調查：80%老師認為活動

能提高學生的紀律性。據觀

察，內容在武德情操上培養較

少，導師在紀律培養上可提高

要求。 

與學生支援組於新年攤位合作「共融活動」

攤位遊戲。 

據觀察學生投入活動，亦能從

中提高共融意識。把主題項目

以攤位形式推行，可以提高趣

味性及吸引力(詳細評估可參

考支援組報告)。 

推展「成長課」協助學生認識自我、群性、

學業及事業發展，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本

年度會統整及繼續優化成長課內容，於每級

加入認識祖國的元素，讓學生了解及祖國偉

人及其傳統智慧。此外，成長課其中的課題

亦會嘗試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透過靈

訓輔的整合，以強化學生全面的價值教育。 

 

問卷調查：94％以上老師認同

成長課能幫助學生培養個人、

群性、學業及事業各範疇的認

識。老師認為學生投入參與成

長課。本年度成長課課程中加

入班級經營課及生活事件簿

外，另配合主題加入不同課

題，如:關愛、克己及中國傑出

人物等。由於已預設在全年時

間表內，老師均表示本年度的

課節大致能跟上進度，效果較

好。來年為配合天主教五大核

心價值，將設計校本成長課大

綱，於一年級開展自訂校本教

材。 

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及早支援需要關

注的小四學生，安排「輔助課程」；延續小五

及小六的「強化活動」；並於全學年為上述學

生提供進行發展課程，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問卷調查：86％老師(除 10%老

師填不適用外)認為有關計劃

具成效。本年度本活動服務 23

位小四學生、20 位小五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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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小六學生。學生出席率超過

90%，整體學生能投入參與；

家長出席率較去年高，平均約

70-80%。 

本年度，計劃運作順暢，成效

理想，學生的行為亦有明顯改

善，計劃中的導師表現更為老

師所讚賞。本年度把家長工作

坊改為一天親子日營，方便雙

職家長參與，家長出席率較去

年理想。 

本年度三年級學生及班主任將

於 7 月份進行填寫成長的天空

計劃「香港學生資料表格」，好

讓活動能及早計劃及開展。此

外經招標後，來年四年級負責

機構由東華三院投得，此為新

合作機構。 

定期為各年級安排合適的專題講座及小組: 

 

問卷調查：100％老師認為為學

生舉辦相關活動具成效。 

-為一至三年級學生安排「認識兒童焦慮問

題」講座。 

-為全校學生安排「認識兒童焦慮問題」為主

題的展板展覽。 

 

1. 由於聯課活動調配影響，講

座由原來四至六年級改由

一至三年級學生參加。根據

觀察，參與的學生十分投入

講座的內容，選材恰當。來

年可安排高年級學生參加。 

2. 展板亦很精簡地介紹有關

情緒健康的課題，唯禮當開

風扇時易拉架易吹倒，不大

方便。 

-為配合健康校園政策及關愛主題，為四至六

年級學生安排網絡禮儀講座，透過講座提升

學生善用網絡的意識。 

 

3. 學生表現投入及認同內容

有助增加他們的知識。63%

學生對工作坊感到滿意，

36%認為一般。大部份參加

者均表示講座內容認識了

使用網絡時要注意的行為。 

-為有需要的學生舉辦交際小達人 

 

4. 參與學生積極投入，活動內

容有助學生認識如何控制

自己的情緒及與人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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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為二年級學生安排「護苗」教育課程。 5. 95%負責老師觀察所得，活

動內容生動，學生表現投

入，認同內容有助增加他們

保護自己的意識。 

參加明愛家庭服務「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

劃，為二至三年級學生安排「保護自己」性

教育講座。 

6. 問卷調查：97％參加者同意

活動具成效，能學習到如何

保護自己。 

為六年級學生安排「升中面試」講座。 7. 學生投入參與，學生能透過

是次活動了解面試前的準

備、面試的形式及技巧。即

埸示範有助學生更掌握各

程序及注意事項。 

為家長安排有關專題講座或小組： 

-為家長安排「可憐天下父母心」講座。 

 

明愛周文慧姑娘為家長主講

「可憐天下父母心」講座(額外

輔導津貼增值服務)。是次講座

講座有 59人報名參加，48人出

席。超過 90%參加者認同此講座

能增加自己對「父母壓力」、「身

心健康」及與子女成長的關係

的認識及瞭解。 

-為家長安排「愛管教」講座。 

 

明愛社工梁桂裳姑娘主講(額

外輔導津貼增值服務)。此講座

有 59 人報名參加，52 人(88%)

出席。100%參加者認同此講座

能增加自己對管教模式的認識

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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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家教會計劃，為各級家長安排茶聚、親

子 CUPCAKE 製作班及家長義工茶聚。 

小一家長茶聚主題為學習及社

交。報名人數 34 人，共 27 人

出席。二年級茶聚主題為學習

與管教。報名人數 13 人，共 12

人出席。小三及小四家長茶聚

主題為子女的情意發展，報名

人數 14 人，共 12 人出席。五

至六年級茶聚原訂於 4 月 22 日

舉行，主題為青春期子女的情

緒，因只有 4 人報名，所以取

消。 

另於 5 月 23 日舉行親子

CUPCAKE 製作班，共 18 對親

子(90%)出席。6 月 3 日舉行家

長義工茶聚，共有 11 位家長參

加，當日邀得李翠華老師與家

長一同預備小食，家長反應良

好。 

建議來年繼續安排有關家長教

育或興趣班的活動。 

定期出版「輔導通訊」，為家長提供有關親職

的資訊。 

本年度共出版三期輔導通訊，

分別以關愛、抗逆力及克己為

主題。來年可考慮使用網上

版，減少用紙量，較為環保。 

優化品學飛躍獎勵計劃的小冊子，與家教會

合作增設家長學堂計劃，鼓勵家長參與校內

家長培訓活動及義工服務。 

 

統計全校紀錄：因這計劃蓋印

之人次為 209，佔全校人數

24.6%，較預期 30%略低。根據

觀察所得，本年度家長參與度

較去年好，以低年級參與率較

佳，五六年級較弱。建議持續

於一至四年級為家長舉辦不同

類型培訓活動，提高家長對學

校的歸屬感及於家長群中形成

一種「家長也學習」的氣氛，

以致日後可延展至高年級。 

進行「大手牽小手」親子活動，以加強學生

與家長間的溝通。 

是次活動為 4D經典遊戲體驗，

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協

辦，共有小二至小三 24對(96%)

親子出席。當中超過 95%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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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活動感到滿意。 

定期整理學校網頁訓輔內容，讓家長及學生

更容易掌握學校的訓輔資訊。 

問卷調查：97%以上老師認為有

關安排能讓家長及學生更容易

掌握訓輔資訊。 

 

七. 其他 

1. 資優課程 

i. 為校內 10 位小三學生舉辦六節「創意教室」課程，提供機會讓

初小生初步認識甚麼是創造力。本年度並配合「心智習性」，加

入幽默感、彈性思考及學習控制衝動等情意訓練。根據課堂觀

察：六節課程(每節 1小時 15分鐘)較合適，學生感到趣味性可

延展而不冗長，但上課時要多用視覺或說話提示學習重點有助

學生記憶所學(需要較多重覆)。因學生的說話能力較書寫能力

好(認字量少)，建議在設計活動時不要安排過份依賴書寫的活

動；要注意能力差異大的組別合作性低，及要預留充足時間個

別跟進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 

 

2. 本年度「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與支援組合併資源，由香港明愛投

得服務，由機構委派註冊社工負責每星期五天駐校服務。主要工作為

推行以「關愛」為主題的校本輔導活動、推行成長課及協助「成長的

天空計劃」(詳見稍後由機構提交的工作報告)。來年因支援組的款項隨

着較多六年級生離校而削減，所以來年的津貼款項不足以繼續外購服

務。來年訓輔組利用額外輔導服務津貼聘請一位經驗較淺的合約學生

輔導員。 

 

3. 參加「愛心全達 與你『童』步」活動，為有需要的 216名學生取得免

費運動鞋一對。 

 
 

學生輔導教師姓名：  尹秀芳    

 

學生輔導教師簽署：             

 

日            期：    29-6-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