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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風與學生支援」範疇 
4.2 學生支援組 

4.2.1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計劃 

甲.配合關注事項的工作計畫 

關注事項一：承傳學校的辦學願景及使命，連繫不同的持分者推展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 
 
目標 

策略/工作 15 16 17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  

以天主教教育

五大核心價值

為基礎，建立

學生正確的價

值觀。 

1.1.1 透過下列活動促進學生在真理、義

德、愛德、生命及家庭方面的正確價

值觀。                     

 小組輔導 

包括:成長的天空小組、沿路有您

計劃、閃耀大使小組、SEN

小組、社交及情緒小組 

 

 跨學科關愛校園計劃 

包括: 橫額及班口號設計比賽、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齊來

讚一讚、幸福相架、心意

卡、 班級歷奇活動、守護

天使計劃 

 

 個人成長教育課 

1. P.1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2. P.2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3. P.3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80%學生認為活動能建

立他們正確價值觀。 

學生及教師問卷

調查 
學生支援及

輔導主任及

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校風與學生支援」範疇                                                         2015/2016/2017年度科組計畫 (17)── 學生輔導服務計劃 2 

4. P.4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5. P.5服務學習（與香港青年協

會協辦） 

6.  P.6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性教育講座 

包括:保護自己講座 

(P.1及 P.3) 

青春期生理衛生講座 

(P.5男女各一) 

天主教性與愛價值觀 

（青春期心理）講座 

1.2 

建立渠道，讓

家長認識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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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配合五大核心價值，以「愛德」作為
主題，舉行各種活動，使家長經營更
和諧美滿的家庭。 

 
 安當家長學堂 
   包括:家長工作坊、家長講座、 

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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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及

輔導主任及

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畫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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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本組工作計劃 
(一) 成長活動  
項數 項目摘要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修訂「學生支援手冊」 全學年 學生支援 

及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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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及 13/07：獎賞活動 

4.  跨學科關愛校園計劃（見校本輔導活動計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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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P.5 

 P.6 

6.  齊來讚一讚(發展性：學生層面） 

 26/9、5/12、22/3、21/5共 4次 

7.  個人成長教育課(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 

設計及推行各級校本個人成長教育課程(與常識科作課程統整，改善教學)，包括 1節校本設

計課程共 10節。 

 P.1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P.2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P.3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P.4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P.5服務學習（與香港青年協會協辦） 

 P.6個人成長教育課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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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會議紀錄 

 定期監察：巡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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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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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2：家．多點愛 

 P.3-P.4：關愛遍校園 

 P.5-P.6：關愛遍校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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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自己講座(P.1及 P.3) 

 青春期生理衛生講座(P.5男女各一次) 

 天主教性與愛價值觀（青春期心理）講座 (P.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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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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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故事特工隊訓練課程 (發展性：家長層面） 

14.  小組輔導（6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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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復活節親子日營(發展性及預防性：學生層面及家長層面） 

16.  校外比賽：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其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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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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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發展 

項目 項目摘要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危機處理/照顧學生多樣性工作坊 2017-2018 

學生支援 

及輔導主任 

、社工 

全方位 

輔導服務 

計劃津貼 

 

(四) 財務預算 

收入項目 本年所得津貼 支出項目 17/18預算支出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819,571.00 購買服務費用 (社工) $811,954.60 

上年度餘款 $57,702.75 購買服務費用 (服務學習) $38,500.00 

合計 $877,273.75 讓我閃耀 $25,000.00 

  購買教具/其他雜項開支 $1,000.00 

  17/18年度預算結餘 $8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