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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風與學生支援」範疇 
2021/2022 年度 
學生輔導組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計劃 

甲部. 配合關注事項的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一：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作為基礎，秉承辦學宗旨，推動正向教育，宏揚中華文化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   

培養學生尊重生

命，積極面對困

難及挑戰，提昇

學生的抗逆能

力。 

1.1.1 透過正規和隱蔽課程，教導學生掌握正

向情緒的方法，培養學生抗逆能力 

⚫  關愛校園計劃 

◼ 包括: 橫額及班口號設計比

賽、齊來讚一讚、 班級歷奇

活動、守護天使計劃、幸福相

架等。 

⚫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 包括:閃耀攤位、閃耀小冊子、

閃耀獎賞活動。 

⚫ 小組輔導 

◼ 包括: P.4-6 成長的天空小

組、關愛小先鋒計劃、閃耀大

使小組、社交及情緒小組等。 

 

➢ 80%學生認為活動能

掌握正向情緒的方

法，培養學生抗逆能

力。 

學生及教師 

問卷調查 

全年 學生輔導 

主任及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1.1.2 透過成長課、德育及宗教教育小組協

作推展正向教育講座、活動或課程，提

昇學生對正向情緒及身心靈健康的認

識。 

➢ 80%學生認為活動能

掌握正向情緒的方

法，培養學生抗逆能

力。 

學生及教師 

問卷調查 

全年 學生輔導 

主任及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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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成長教育課 

◼ P.1-4,6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 P.5服務學習（與青協機構合作

舉辦） 

⚫ 學生講座 

◼ P.1-6 學生德育講座(以教導學

生掌握正向情緒的方法，培養

學生抗逆能力作主題) 

1.2 

結合天主教教

育五大核心價

值，規劃各科課

程的價值教育

元素，以建立學

生正確的價值

觀。 

1.2.1 規劃各科的價值教學內容，於各科課

程加入價值教育的教學內容。 

◼ 性教育講座包括: 

◆ P1保護自己小勇士 

◆ P2保護自己(初小) 

◆ P3保護自己(高小) 

◆ P4保護自己(高小) 

◆ P5愛與生命-from BOY to MAN 

◆ P5 愛與生命 -from GIRL to 

WOMAN 

◆ P6戀愛大作戰 

 

➢ 80%學生認為活動能

掌握正向情緒的方

法，培養學生抗逆能

力。 

學生及教師 

問卷調查 
全年 學生輔導 

主任及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1.3  

透過各校本多

元化的活動，共

同推動正向校

園文化。 

1.3.2舉辦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幫助家長

了解正向教育理念及正面管教子女的

技巧 

➢ 舉行有關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生命」、 

情緒和健康生活的家長講座，家校合作

培育學生 

◼ 安當家長活動 

➢ 包括: 家長工作坊、家長講座、家教會親

子營、家長小組和故事特工隊等 

➢ 80%家長認為活動能

使他們認識及了解

天主教教育五大核

心價值的意義，強化

家長培育子女的效

能。 

家長問卷調查 全年 學生輔導 

主任及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畫津貼及
家教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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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本科工作計劃 21-22 

(一) 恆常工作-成長活動  

項數 項目摘要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修訂「學生輔導手冊」 全學年 學生輔導 

主任、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2.  修訂「危機處理手冊」 

3.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發展性：學生層面） 
⚫ 全年 3期獎賞：白金戰士、金戰士及銀戰士獎 
⚫ 各截數日期已於校曆表設定 
⚫ 3月及 7月：獎賞活動 

4.  關愛校園計劃(跨學科)(發展性及預防性：教師、學生及家長層面） 

5.  成長的天空(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 
⚫ 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6.  個人成長教育課(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及齊來讚一讚(發展性：學生層面） 
設計及推行各級校本個人成長教育課程(與五大核心價值小組、常識科及公民教育組作課程統
整，改善教學)，每學年課程約 12節。 
⚫ P.1-4,6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 P.5服務學習（與香港青年協會協辦） 

7.  各級校本個人成長教育課程的備課會議 
➢ 於第一次會議妥善安排分工 

8.  德育講座：P.1-P.2、P.3-P.4、P.5-P.6各一次(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 
➢ 主題：教導學生掌握正向情緒的方法，培養學生抗逆能力 

9.  性教育講座（與常識科作課程統整）(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 
➢ P1保護自己小勇士 
➢ P2保護自己(初小) 
➢ P3保護自己(高小) 

➢ P4保護自己(高小) 
➢ P5愛與生命-from BOY to MAN 
➢ P5愛與生命-from GIRL to WOMAN 
➢ P6戀愛大作戰 

10.  升中輔導活動(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 
➢ 升中適應講座 
➢ 升中戰衣 catwalk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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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當家長學堂(發展性及預防性：家長層面） 
➢ 家長工作坊 

➢ 家長講座 
➢ 家長小組 

12.  故事特工隊訓練課程 (發展性：家長層面） 

13.  小組輔導(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學生層面） 
➢ 改善不良情緒及行為 
➢ 提升自信心及自尊感 
➢ 提升自理能力 
➢ 青春期成長 

➢ 根據 APASO結果或「讓我閃耀」計劃的學生表現舉辦有關的成長小組 

14.  復活節親子日營(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及家長層面） 

15.  校外比賽/獎勵計劃：  
➢ 教育局表揚教師計劃 
➢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 觀塘區健康和諧關愛校園 

16.  個人及家庭輔導(預防性及補救性：學生及家長層面） 

➢ 包括個案轉介 

 

(三)財務預算 
收入項目 本年所得津貼 支出項目 預算支出 

上年度餘款(2020-2021) $123,535.80 購買服務 (社工服務) 二名 $995,000.00 

年度撥款(2021-2022)   購買服務 (服務學習計劃) $40,500.00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642,000.00 讓我閃耀活動 $30,000.00 

諮詢服務津貼 $129,315.00 性教育講座 $12,000.00 

額外津貼 $354,673.00 關愛校園計劃 $15,000.00 

  購買教具 / 其他雜項開支 $0.00 

  餘款 $157,023.80 

總收入： $1,249,523.80 總支出： $1,249,523.80 

    

  2021-2022 年度預算結餘： $157,02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