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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輔導津貼 
 

下學年評估報告 

 

1. 本年度學生輔導服務的目標 

 

a. 諮詢工作 (enquiry) 

- 主要與小組活動配合推展。 

- 在協助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過程中，通過觀察發掘需要跟進的小四、小五、小六同

學。不論是小組或諮詢工作均以預防性為主，小學學生輔導人員亦會聯絡及面見家

長。 

- 若發現學生情況惡化則小學學生輔導人員會與全職小學學生輔導老師協商是否需以

個案形式由輔導老師作長期跟進。若學生家庭問題嚴重則需由輔導老師向外作出轉

介。 

 

   對象 

1. 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 品格小兵團的學生 12-15名 

 

   評估及建議 

1. 對成長的天空計劃組員的諮詢工作: 為10位參與4-6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

生進行個別輔導或與其家長面談。當中學生遇見的問題包括學生有讀寫障礙，

學習能力不足，導致低自信、欠缺學習動力; 學生有聽障，影響他的說話及聆

聽，更甚是社交相處; 個別學生較自我中心，難與他人相處; 父母少時間支援

及教導他們; 單親家庭，與後父的相處問題; 父母的管教出現偏差; 學生易發

脾氣，情緒易波動等問題。 

2. 學生輔導員透過個別輔導，讓學生明白問題的本身，不但從個人的角度了解問

題，亦需要從他人的角度，了解自己的行為、情緒如何影響身邊人，加以鼓勵、

引導，讓學生正視問題，解決困難。學生輔導員亦透過與學生家長面談/電話聯

絡，讓家長多從學生的角度了解問題，並促家長不要忽略子女的感受，輕看他

們的問題，又或過份地縱容他們不應的行為，以關愛、肯定、多聆聽、多欣賞

及以身作則的態度為管教基礎，付出時間陪伴他們成長，共同解決困難。另外，

學生輔導員亦提供一些教導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資料給予家長，以供他們於

日常生活中教導他們。 



   3. 對品格小兵團組員的諮詢工作: 分別與4名組員的家長有較多及詳細的溝通及

建議。當中與3名的學生家長詳談學生在小組裡的行為表現，與他人相處時的態

度及行為，鼓勵家長在忙碌的工作裡，抽時間關心他們，於生活中給予他們清

晰的行為規範、以身作則，並以欣賞、肯定的態度，培養子女應有的品格。另

外，轉介一名學生到外間機構接受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評估，以了解學生

的行為是否受著病症所影響。 

4. 在輔導學生或與家長的溝通中，學生輔導員均感到學生及家長對本人的信任，

他們不但願意分享自己面對的問題，也會分享生活的點滴，這類近朋友的關係

給予他們空間反思，也給予他們空間流露真性情，情緒發洩後，輔加以引導，

對他們的行為改變及想法有一定的幫助。 

5. 諮詢工作亦不時與輔導主任分享，諮詢紀錄表亦交予輔導主任作參考或跟進之

用。 

 

 

b. 協調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小五、小六) 

協助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小五)及(小六)的機構推行成長的天空活動，其中包

括活動的籌劃、協助小四、小五及小六小組、戶外、義工服務、嘉許禮等活動的推

行。 

 

對象 

小四、小五及小六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生及其家長。 

 

評估及建議 

1.1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共有20名學生參與(被篩選的共有33人，有13人沒有參

與)，由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工飛sir及黃sir帶領。 活動包括小組活動、日營、

兩日一夜營、親子日營、校園義工服務、迎新及結業禮等。 

1.2 學生活動方面，整體學生出席率超過85%，他們投入參與、積極學習、對小組

有較強烈的歸屬感，過程中建立了一定的抗逆能力及自信，在導師的帶領下，

同學之間漸漸建立欣賞及鼓勵的文化，組員便較為主動及勇敢地嘗試，值得欣

賞; 組員之間較少磨擦，互動情況理想。 

1.3 家長活動方面，包括4次家長工作坊、1次親子日營、1次迎新啟動禮、1次結業

禮及2次家長教師分享會。家長的出席率比往年少，家長工作坊中，平均有6-7

人出席，親子日營有8個家庭出席。大部份未能出席的家長主要是需於平日工

作而未能出席，相反，能出席的大多數是家庭主婦。所以有見家長難於出席平

日的家長工作坊，建議下年度將4節的家長工作坊改為一天的親子日營，當中

有親子遊戲、家長工作坊，更能吸引更多的家長參與，學習管教的技巧及方法，

亦能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建立親子關係。 

1.4 限制方面，學生的家庭支援比較弱，從學生的外表衣著、功課及回條的交齊率、



家長簽手冊等，顯示家長花於子女的時間較少，對他們的照顧及教導均不足

夠，影響他們的成長、自信及生活經歷。學生輔導員於家長工作坊、親子日營

中、計劃完結後及電話中，盡量協助家長了解學生的需要，鼓勵他們不但花時

間或金錢在學生的學業上，更需花時間在陪伴他們成長，教導他們生活技能、

待人接物的技巧及態度，建立他們的自信，培養他們的品格。 

 

2.1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共有有19名學生參與(人數與小四時一樣，沒有人退出)，

由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工飛sir及黃sir帶領。活動包括小組活動、戶外活動及小

組面談。 

 

2.2 整體小組的運作順利，組員對小組的歸屬感仍舊強烈，組員之間的磨擦雖然偶

有發生，但處理衝突的能力有進步，比以往較講道理，更願意聆聽彼此的觀點，

肢體上的衝突亦少了。 

 

 

3.1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共有16名學生參與(人數與小五時一樣，沒有人退出)，由

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工胡姑娘及另一名社工帶領。活動包括小組活動、戶外活動

及小組面談。 

3.2 整體小組的運作一般，學生的投入度一般，導師須花不少時間管理秩序後才能

帶領活動，學習的氣氛未能長久，惟組員於戶外活動的表現卻不俗，學生投入

積極，向外國人請教時也能勇敢發問，亦能發揮互助的精神完成任務。整體組

員於任務實踐上比聽學受教上更為理想，值得同工反思學生的需要。 

 

4.1 整體小童群益會導師於活動帶領上、人手支援上、同工配合上是理想的，惟部

份活動的設計上稍欠創新或未必迎合學生的需要，需加以留意或更改。帶領學

生的活動上、營造守規的氣氛上基本是理想的，惟家長活動的推展需要調節，

建議將4節家長工作坊改為親子營會，部份時間是家長工作坊，部份時間為親

子活動，以提升家長的投入及參與。 

4.2 另外，由於本校近幾年一直均舉行此計劃，老師對此計劃的理念有一定的認

識，所以建議將「優質教師工作坊」改為小五及小六的學生輔導小組活動，以

鞏固學生的抗逆能力。 

 

 

c. 統籌及策劃成長課 

學生輔導員統籌六級成長課的整體內容、教案及所需物資，並安排學生及教師進行

檢討以便了解進展。 

成長課的範疇如下:  

1.個人發展      2.群性發展    3.學習範疇      4.事業範疇  



5.成長的天空計劃之發展課程：解決困難、情緒管理  

6.生活事件簿: 個人誠信、衝突處理、克己、選舉及國民身份認同 

   7.學生的學習評估 

 

對象 

   全校一至六年級的學生及班主任 

 

評估及建議 

1. 今年度一至六年級成長課順利推展。 成長課共約20節，包括使用教材套共12

節，檢討評估共2節，「生活事件簿」共3節，包括1節國民教育、1節誠信教育、

1節關愛教育；另配合「克己周」進行有關克己課題共1節，配合校本輔導欣賞

自己及他人共1節，有關選舉課題共1節。另外，4至6年級配合成長的天空發展

課程的課題共2節。 

   2. 從2013-2014年度<<成長課教師檢討問卷>>顯示，100%教師均認為「學生投入參

與成長課」、「成長課的內容有助培養學生的個人修養、群體生活、學習能力

及提升他們對社會及對世界的認識」、「教師同意繼續沿用此教材套」及「教

師認為整體帶領成長課課程是順利的」。另外教師有2個意見，「教材套顏色太

豐富，難以填寫」及「如故事若能有配音更好，因為高年級來說可能不大吸引」。

整體顯示今年成長課的教與學大致順利及理想。 

   3. 另今年繼續配合學校的需要，安排了其他的課題，使他們在固有的範疇以外，

有更多生活上的學習，值得下年度按學校需要繼續安排。 

 

 

d. 品格小兵團小組活動 (小一及小二) 

   目的: 透過小組活動、遊戲，從中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及人際溝通技巧; 並與   

         家長聯絡，分享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提供家庭管教建議。 

   形式: 故事分享、小組遊戲、獎勵計畫、紀錄手冊 

   對象: 7位老師推薦的小一學生及 10位老師推薦的小二學生 

   評估及建議: 

1. 從學生檢討問卷顯示，100%學生認為「小組活動能令提升我對他人的禮貌」、「小 

   組活動能令提升我對他人的尊重」; 86%學生認為「小組活動能令提升我忍耐  

   及等待的能力」、「小組活動能令提升我欣賞自己及他人的能力」、「小組活動能   

   令我提升管理情緒的能力」; 100%學生認為「整體小組活動是理想的」。 

2. 大部份的小組活動均以遊戲為主線，然後在活動的過程中不斷引導學生作出   

「禮貌」、「尊重」、「忍耐/等待」、「情緒控制」、「欣賞」等正面的行為，並以 

   獎勵計劃作推動及以簡報或圖咭作解釋。組員對這種寓學習於娛樂的方法大感 

   興趣，成效理想。 

3. 每次小組完結後，還與家長聯絡，分享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建議家長從生活中 



   協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品格。但一些學生家長礙於長時間工作，未能抽到更多   

時間陪伴子女成長，實是可惜。 

4. 另外，大部份學生受獎勵計劃的推動及學生輔導員的引導，能對「禮貌」、「尊

重」、「忍耐/等待」、「情緒控制」、「欣賞」等正面行為有基本的認識及在活動中

實踐，惟個別組員對他人的態度需加以培養，或需以個案的形式加以輔導。 

   

 

 

e. 全校性校本輔導大型活動 

以「讚賞我 讚賞你」為題，推行一連串圍繞此主題的活動，從而提升學生個人的

自信心、個人形象及肯定個人的價值。 

 

上學期活動如下: 

    i. 優點放大鏡 

      ii. 燭光午餐及欣賞拍攝 

     iii. 播放拍攝片段 

 

 

   下學期活動及檢討如下: 

     i. 話劇分享 

        目的: 藉訓練一班同學演練<你很特別>故事，然後將之拍下並於早會播放給     

              同學分享，帶出欣賞個人的獨特性，不受他人眼光的影響。 

        形式: 話劇、拍攝、播放片段及台上分享 

        評估及建議:  

1. 演員選取方面需作更多考慮。學生輔導員找成長的天空學生作為演員，原

意期望透過故事的內容加上他們的演繹，可以讓他們肯定自我及提升他們

的自信心。但由於他們自信不足，表達能力有限，於拍攝期間，經常需要

重拍，以致花了很多時間才能完成。及後，有見學生的水平難以達到較好

的拍攝效果，於是安排一些高年級較有自信的女同學協助，最後才能成功

製作。 

2. 在選取內容方面，故事對高小學生會較易明白，低小學生就較為困難，所

以學生輔導員再額外以簡報的形式加以補足，以提升學生對話劇內容的理

解。從學生的反應中，簡報的補充有助他們理解。 

3. 由於<你很特別>這個故事內容很有啟發性，尤以適合欠缺自信、較弱自我

價值感的學生，可建議給學校話劇組，加以演繹、發揮，從而鼓勵本校學

生。 

 

 



 

    ii. 校園訪問 

         目的：藉著訪問本校師生對自己的評價，從而提升個人自信心及肯定個人的  

               價值，欣賞個人的獨特性。 

         形式: 訪問、拍攝短片、台上分享 

         評估及建議: 

1.  於6月期間，為約20名學生作訪問及拍攝。 

2.  從準備及拍攝的過程中，發覺部份的學生能欣賞到自己的價值(不管自己

的優缺點有多少)，肯定自我; 惟有部份學生因面對鏡頭而感到尷尬，需

花更多時間作準備及拍攝。 

3.  拍攝收音及於個人電腦播放時效果良好，惟於禮堂播放時，音量卻不足，

值得留意。  

 

       

 

f. 增值服務 

上學期已完成以下的增值服務: 

1. 全校分高、低小班長訓練 (19/10/2013) 

2.「培育正能量孩子之如何提升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家長講座 (19/12/2013) 

3. 小六升中講座 (17/1/2014) 

4.免費送贈「升中面試篇」及「升呢宣言」予全級小六學生(13/1/2014) 

 

 

下學期已完成以下的增值服務及其檢討: 

1. 升中適應講座(17-4-2014) 

  整體同學們表現得投入，校方的支援及配合亦很理想。在講座中，透過舉手回

應及回答問題可見同學均有留心聆聽，工作員觀察到同學對中學的情況有初步

的掌握，反應亦良好。根據同學在檢討問卷中表示，九成以上同學認為講座能

有助他們了解升中的生活，並讓他們認識更多中學的資料，為他們升中作最好

預備。 

 

 

g. 其他與校內老師的合作 

1. 協助校運會的推行(20/3/2014) 

2. 協助盤點的準備(17/4/2014) 

3. 協助校慶的推行(22/5/2014) 

4. 提供轉介資料給老師及家長，以協助學生得到合適的評估。 



回顧與前瞻 

下學期校本輔導活動「讚賞我讚賞你」能順利進行，實在有賴不少學生參與話劇演繹

及訪問拍攝。他們雖然沒有受到很多的訓練，或一起進行多次的綵排，卻能在鏡頭前

用心地表達，盡力地演繹實在值得讚賞。希望今年校本輔導讚賞的精神不但停留於本

年度，往後各老師及同學亦於生活中體驗這種讚賞、肯定自我的精神，對己對人都能

起了勉勵的作用。 

 

「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推展確實對本校有需要的學生有直接的幫助，學生不但能透過

導師精心設計的活動學習與人相處、管理情緒、解決困難，也能透過不同的營會活動、

義工服務學習生活技能、獨立處事; 學生輔導員於當中成為一條橋樑，將學生的學習、

表現與家長分享，好讓家長於生活中作出配合，花更多時間、愛心與子女成長。期望

學生輔導員繼續與導師、家長及校內老師有更多的溝通，一同協助學生，提升他們的

抗逆力。 

 

除了統籌成長的天空活動外，學生輔導員亦於當中為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進行

諮詢，務求小組內外兼備的輔導服務能有效預防危機的發生，更甚能協助家長對子女

有更合適的管教及更花時間栽培他們，在關愛、尊重、欣賞的氣氛下，培養子女自愛、

自重及自我肯定的能力。 

 

在過去兩年與學生的接觸及與老師的溝通中，學生輔導員發覺學生欠缺生活經驗。他

們的經驗不是上學讀書，就是下課補習/打機，而其他與父母郊遊、認識香港、坐電車、

上山頂、燒烤等有助他們理解人與事、提升生活技能等活動則大大欠奉。 展望新一年，

學生輔導員可更多發展家長工作，如安排不同的親子活動如「親子伴讀」、「親子遊

戲」、「親子大廚」、「親子一天遊」等活動，以提升親子關係，及增廣見聞他們的

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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