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II)小組 — 輔導組工作計劃大綱 

輔導組工作計劃大綱 

2017/2018  
 

一. 目的 

1. 協助學生建立豐富人生； 

2. 協助學生適應青少年期所遇到的生理、心理及人際關係等問題。 

3. 協助學生認識自我，建立自信。 

4. 啟發學生發揮自我潛能。 

5. 培養互相尊重及欣賞文化。 

6. 培育學生的核心價值。 

 

二. 注意事項 

 

2.1 強項： 

2.1.1  老師關懷學生，對教育充滿熱誠，師生關係良好。 

2.1.2 本組跟其他組別和學校社工緊密合作。 

2.1.3  社區資源充足，可助本組協辦活動。 

2.1.4  實行雙班主任制，對學生的關顧更加全面。 

 

2.2 弱項： 

2.2.1  學生成長遇到的困難多變及複雜； 

2.2.2  社區、家庭存在多變的因素，家庭支援薄弱。 

 

三. 目標 

 3.1 整體目標： 

3.1.1 提升學生素養，正面面向成長階段的困難和挑戰； 

3.1.2 啟發學生潛能，協助學生成為其自身的人生領袖。 

 3.2 本年焦點：培育學生正面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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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劃項目 

總類 

 

數目 

與學

校使

命有

關部

份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乙)1、
2 和 4 

3.2 
回應關注事
項，培養學
生實踐正面
的價值觀 --
「愛」和「真
理」，並建立
學兄同儕關
愛文化。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 
以講座、工作坊或小組形式，培
育不同持分者(學生、家長及教
師)正面思維、態度及技巧，面
對生活的壓力和憂慮‧形式為： 
1. 中一級適應講座或工作坊 
2. 中一級正向教育講座或工作

坊 
3. 中一級學生治療性小組 
4. 中一級及中三級學生朋輩輔
導計劃 

5. 中六級壓力處理工作坊 
6. 中一至中三級正向生活講座 
7. "守護天使"家長及教師培訓
計劃 

1/9/2017 至 
31/8/2018 

a. 70%的教師和學生認同本計
劃能 
 培養「愛」和「真理」的

價值觀； 
 建立學兄同儕關愛文化； 
 培育正面思維、態度及技

巧。 
b. 學生在活動反思中，表達對生

命正面的態度。 

 

  

問卷調查 

 

學生活動

反思 
 

輔導組組員及
學校社工 

2 (乙)1
、2和
4 

3.2 
回應關注事
項，培養學
生實踐正面
的價值觀 --
「愛」和「真
理」。 

 

正向生命工作坊(班主課) 
由外間機構社工帶領班主任課

(中二級四班)，裝備學生認識

正向心理學的品格優點、樂觀

感及希望感的概念和應用，從

而減低學生的焦慮感，提升快

樂感。 

1/9/2017 至 
31/1/2018 

a. 70%的學生認同本工作坊能 
 培養「愛」和「真理」的

價值觀； 
 裝備學生認識正向心理

學的的概念和應用； 
 培育正面思維、態度及技

巧。 
b. 學生在活動反思中，顯示對正

向心理學的品格優點、樂觀感
及希望感，給予正面的回應。 

問卷調查 
 

學生活動

反思 
 

輔導組組員及
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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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類 

 

數目 

與學

校使

命有

關部

份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3 (乙)1
、2和
4 

3.2 
回應關注事
項，培養學
生實踐正面
的價值觀 --
「愛」和「真
理」。 

 

正向教育推廣(健康人生週) 
跟環境及學生健康小組合辦，

透過不同類型的體驗活動，推

廣精神健康，讓同學了解正向

心 理 學 的 五 個 幸 福 元 素

(PERMA)，包括正向情緒、全情

投入、人際關係、意義和成就

感，從而實踐豐盛生活。 

健康人生週 
 

70%的學生認同不同類型的體驗
活動能 

 培養「愛」和「真理」的
價值觀； 

 讓學生了解正向心理學
的五個幸福元素。 

 

問卷調查 

 

輔導組組員及
學校社工 

環境及學生健
康小組負責老

師 

 

五. 計劃成員(共 16 人)  

梁錦鴻老師(主席) 

黃安儀老師(成員)      謝雲蘭老師(成員)  葉菀青老師(成員)    蔡淑玲老師(成員)  羅偉強老師(成員)  楊燕玲老師(成員) 

陳逸麟老師(成員)   陳慧敏老師(成員)    李嘉敏老師(成員)    楊曼婷老師(成員)  馮耀東老師(成員)     黎明我老師(成員) 

林漢麒老師(成員)   蘇小民先生(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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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工作計劃概覽 (17/18) (edition on 12/5/2017) 

 

目標：培育學生正面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 

 

對像  活動/計劃  負責組別 

跨級別 劃出彩虹計劃 (全校)  學務組 + 輔導組  

自我提升訓練班 (全校) 訓育組 + 輔導組 

正向教育推廣(健康人生週) 

 (外間機構) (全校) 

輔導組 

隱蔽青年重返社區計劃 (外間機構) 輔導組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正向生活講

座 (中一至中三級)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中一級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 
1. 中一適應講座或工作坊 
2. 正向教育講座或工作坊 
3. 學生朋輩輔導計劃(學弟) 
4. 學生治療性小組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暑期適應課程 訓育組+輔導組+班主任 

中二級 

 

正向生命工作坊(多節性的班主課) 

(全級) (外間機構) 

輔導組 + 班主任 

性教育學生工作坊(健康人生週)  

(全級)(衛生署) 

輔導組 + 班主任 

 中三級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學生朋輩輔
導計劃(學兄)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40 位學生)(教育局) 訓育組+輔導組 

自主自律守法學生小組 (外間機構) 訓育組 + 輔導組 

中四級 自主學習工作坊 (全級) (外間機構) 學務小組 + 輔導組 

心靈教育計劃：黑暗中對話體驗  

(全級) (外間機構) 
宗公組 + 輔導組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學生朋輩

輔導計劃(學兄)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中五級 升學就業交流團(珠三角)(教育局) 生涯規劃組 + 輔導組 

中六級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壓力處理工

作坊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家長 家長教育無界限：手機平台家長教育計

劃 (香港大學) 

輔導組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守護天使
" 家長培訓計劃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教師 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守護天使
"教師培訓計劃 

輔導組 + 明愛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