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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21-2022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 

 

甲、本校現況 

本校位於大埔區，是一所全日制小學，全校學生人數約 675 人，老師有 51 人。訓育組

的使命是培育學生達致保良局屬下小學校訓的要求 - 「愛、敬、勤、誠」。在校長、主

任、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學生輔導人員、全體老師及家長的共同合作下，按照學校既定

方針及配合社會需求，制定全校品德教育計劃和活動。校方採取訓輔合一政策，本著「訓

之以理、輔之以恆」之基本原則，對學生循循善誘，獎罰有度，建立純樸的校風，培養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建立愛護家庭、關心和服務社會的精神。 

 

乙、訓育組目標 

1. 培育學生達致保良局屬下小學校訓的要求 - 「愛、敬、勤、誠」。 

2. 透過全校品德教育計劃，以「學習愛，愛學習；愛自己，愛他人」為本年目標，培

育學生正面思維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3. 按「訓之以理、輔之以恆」的原則，對學生循循善誘，訓輔合一。 

4. 培養學生的歸屬感，了解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與義務，關心社會及祖國，做個服務

社群的良好公民。 

 

丙、計劃目標 

1. 讓學生認識自己，發掘個人潛能，增強自信。 

2. 增加學生成長及承擔責任的機會，加強學生的自信，提升對自己的正面認同。 

3. 支援有困難或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庭，改善自我形象、學習動機、人際關係，提升

生活質素。 

4. 建立校園欣賞文化，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長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成長需

要，彼此欣賞，從而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力。 

 

丁、表現指標 

1. 各活動參加人數達預期的 80%或以上。 

2. 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小組及活動，80%或以上參與學生認同小組或活動的成效。 

3. 籌備家長講座及小組，80%或以上參與家長滿意有關服務。 

4. 觀察學生及家長的行為表現作評估。 

 

戊、評估方法 

1. 透過活動的招募情況及參加者的出席率，評估小組、活動及計劃的認受性。 

2. 透過參加者的評估問卷，評估小組、活動及計劃的成效。 

3. 透過社工的觀察，督導服務的回饋，跟進及評估個案工作的進展。 

4. 定期出席家教會會議，接收家長委員的意見，評估家長支援服務的成效。 

5. 定期與訓育組及有關老師進行會議，評估服務的進展情況及成效。 

6. 與校長、副校長、訓育主任及協辦機構代表進行檢討會議，評估服務的整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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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年度服務計劃 
目標一：讓學生認識自己，發掘個人潛能，增強自信。(關注項目 2.1.1) 
介入策略： 透過活動及訓練讓學生各展所長，令學生了解個人強弱項，從而增加自信。 

服務名稱 舉行日期 對象 內容/運作情況 成功準則/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1. 風紀培訓 
9/10(六)  

上午 8:30至 
下午 1:00 

小四至小六 
(66人) 

透過日營活動，培養風紀應有的特質，
包括紀律、主動、責任及良好溝通能
力，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最少 80%參加學生認為
訓練有助培養個人的紀
律、主動性、責任感及
良好溝通能力，提升團
體合作精神。 

學生問卷 

訓輔組老師、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26,500.00 

2. 小五正向小組 

2/3、9/3、16/3、
23/3、30/3、6/4(三) 

共六節 
下午 12:20至 1:00 

小五 
(8-12人)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學習正向思維，
培養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及正面的生
活態度，建立良好的品格、樂觀的思想
和行為。 

最少 80%參加學生表示
小組有助提升他們面對
逆境的能力及正面的生
活態度。 

工作員觀察及
問卷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12,600.00 

3. 小六領袖自信
新人類 

20/6、21/6、22/6、
23/6、6/7、7/7 

共六節 
上午 11:20至 
下午 12:20 

小六 
(8-12人)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以正向思維及正
向情緒認識感恩、同理心、與人合作等
與人際關係相關的課題，提升學生自
信。 

最少 80%參加學生表示
小組有助提升他們與人
相處的技巧及自信心。 

工作員觀察及
問卷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12,600.00 

4. 小三及小四 
體驗活動 

26/2(六) 
上午 9:00至下午

1:00 

小三及小四 
(約 35人) 

透過外出體驗及配合解說活動，讓學生
能親身經歷，強化正向的道德價值觀，
提高守規及守法意識，令他們從中反思
自我價值觀及選擇的重要。 

最少 80%參加學生認同
活動有助強化他們正向
的道德價值觀，提高守
規及守法意識。 

工作員觀察及
問卷 

$13,500.00 

5. 小五性教育講
座及工作坊 

講座：8/6(三) 
上午 9:30至 10:30 

工作坊： 
(5A+5C) 

 20/6及 22/6(一、
三) 

(5B+5D) 
21/6及23/6(二、四) 

上午 11:20至 
下午 12:20 

小五全級 

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青春期的身心理
變化，並藉工作坊，進一步闡釋相關的
內容，讓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轉
變。 

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回
答問題、勇於表達意見
或發問。 

工作員觀察 $9,050.00 

6. 小六性教育 
體驗活動 

10/6(五) 
上午 9:20至下午

12:20 
小六全級 

活動前派發問卷以了解學生在性教育
方面的知識及好奇之處，從而設計針對
性的體驗活動及講座來提升學生對性
教育的認識。 

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回
答問題、勇於表達意見
或發問。 

工作員觀察及
問卷 

$20,000.00 

             小結： $9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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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增加學生成長及承擔責任的機會，加強學生的自信，提升對自己的正面認同。(關注項目 2.1.2) 

介入策略： 透過活動、訓練或服務，以至擔任校內崗位，增加學生成長及負責的機會，協助學生成長，加強學生的自信。 

服務名稱 舉行日期 對象 內容/運作情況 成功準則/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7. 田小大使 
(小五組) 

待定 
全年6-8次訓練及服

務 

小五 
(15-20人) 

透過小組訓練，提升他們的說話技巧及
表達能力，並安排校內或校外服務機
會，代表學校向來賓介紹學校，藉此提
升學生自信心及歸屬感。 
當中費用用以服務活動時購買禮物給
服務使用者。 

最少 80%參加學生同意
小組有助提升個人自信
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學生問卷及 
教師觀察 

訓輔組老師 

$1,000.00 

8. 田小大使 
(小四組) 

待定 
全年6-8次訓練及服

務 

小四 
(15-20人) 

透過小組訓練，提升他們的說話技巧及
表達能力，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歸
屬感。 
當中費用用以服務活動時購買禮物給
服務使用者。 

最少 80%參加學生同意
小組有助提升個人自信
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學生問卷及 
教師觀察 

$1,000.00 

9. 愛心大使及 
校外服務 

待定 
(因疫情關係，未能
安排學生入班進行
服務，因此小組暫
停。小組會因教育局
政策再作調節。) 

小四至小六
(約 20人) 

透過小組訓練，讓學生認識小一生的特
性及需要，並於校內協助小一生適應小
學生活，指導他們抄寫手冊及利用點讀
筆來提升小一生認字量，從而提升他們
的正面認同。 
當中費用用以購買材料製作小禮物給
小一生。 

最少 80%學生認同，參
加活動後，發現自己有
助人能力，更樂於幫助
別人。 

學生問卷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及 
學生輔導人員 

$2,000.00 

 小結：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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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支援有困難或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庭，改善自我形象、學習動機、人際關係，提升生活質素。 

介入策略：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庭提供個別輔導和其他合適支援，以過度成長的困難或轉變。 

服務名稱 舉行日期 對象 內容/運作情況 成功準則/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10. 正式個案輔導 

全年 
全校 

(有需要之學
生及家庭) 

按個別學生之學習、情緒、社交及家庭
需要提供個案輔導服務，定期跟進學生
的情況。本校運用「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津貼」聘請一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再
運用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職請全職
註冊社工負責，具體分工如下：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小二、小四及小六 
全職社工：小一、小三及小五 

兩位註冊社工按本校學
生的需要，為學生提供
所需的服務。 

校長及輔導小
組的意見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及學生輔

導人員 
$845,397.00 

11. 諮詢個案輔導 
為校內偶發性之學生或家長問題提供
介入服務，提供短期或一次性的跟進或
諮詢。 

12. 轉介服務 

連繫社區資源，為有需要的學生、家長
轉介服務，如家庭/婚姻輔導、親子輔
導、訓練活動、申領社會保障或生活用
品等，減輕生活壓力。 

13. 諮詢督導服務 

為兩位註冊社工提供督導服務，確保個
案工作的運作順暢，為個案輔導服務提
出意見，指導提供合適的處理或服務，
及為校內危機個案作支援及介入。 

按個案需要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學生輔導 
及外間機構 

$129,315.00 

      小結： $974,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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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促進家校合作，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長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彼此欣賞，從而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力。(關注項目 2.2.3) 
介入策略：透過活動，深化家長對相關課題的了解，嘗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提升親子關係及管教效能。 

服務名稱 推行時期 對象 內容/運作安排 成功準則/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14. 分享園地 全年四期 全校家長 

透過紙本及線上刊物向家長分享正向
管教、關顧情緒健康及網絡安全等，
從而讓家長明白建立友好親子關係的
重要性。 

家長能從中學習及反
思正向管教、關顧情緒
健康的重要性，從而建
立友好親子關係的重
要性 

工作員觀察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 
$0.00 

15. 正向家長小組 

5/3、12/3、19/3、
26/3(六) 
共 4節 

早上 9:30至 11:00 

家長 
 (15-20人) 

透過家長小組，提升家長對正向教育
的知識及處理技巧，從而增進親子關
係。 

最少 80%家長認為小組
能提升他們對正向教
育的知識及處理技巧。 

工作員觀察
及問卷 

助理社會工作
主任、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11,800.00 

16. 正向親子活動 

小一至小三: 
13/7(三) 

小四至小六：
14/7(四) 

9:30至 12:00 

親子 
(約 45人) 

透過正向親子活動，從而加強親子溝
通及了解。 

最少 80%家長認為活動
內容有助改善親子關
係，並會嘗試運用所
學。 

工作員觀察
及問卷 $22,750.00 

      小結： $34,550.00 
      總結： $1,107,512.00 

附註：現簡列出各協作機構的服務及費用支出： 

協作機構 服務對象 目標 目標項目 費用 

循道衞理中心 

學生支援 

目標一 
一、二、三、四、五 $74,250.00 

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 六 $20,000.00 

訓育組老師 
目標二 

七、八 $2,000.00 
社工舉辦愛心大使費用 九 $2,000.00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及學生輔導人員薪酬 
學生及家長支援 目標三 

十、十一、十二 $845,397.00 
諮詢督導服務(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 十三 $129,315.00 

學校社工 
家長支援 目標四 

十四 $0.00 
循道衞理中心 十五、十六 $34,550.00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總計 $1,107,512.00 

1. 由上表可見，2021-2022學生輔導服務，包括學生支援(目標一及二)、個案服務及轉介(目標三)、諮詢督導服務(目標三)及家長支援(目標四)，
由循道衞理中心、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訓育組老師、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和學生輔導人員及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提供，由「全方位輔導服
務」支付之總費用為$1,107,512.00。該計劃最終視乎本校 21-22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及預算之評核結果為準。 

2. 以上各項活動時間安排將因應教育局之疫情政策再作調整；半天課之實體活動完結時間為下午一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