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2 樓 5201D 室 

電話：2863 4705   傳真：2575 8251 
 

第八期 請 把 這 專 訊 傳 閱 16･8･2012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希望透過「訓輔專訊」向教育同工提供學生訓育及輔導的

資訊，例如專訊主題、培訓活動、訓練課程及資源教材等，以便同工在校內推行訓育

和輔導工作時作參考。 
 
 

編者的話 
 
 

第一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得到各界的鼎力支持下，圓滿結

束。是次研討會提供了一個專業交流的平台，促進四地的輔導專業同工與團體之間

分享彼此心得。參加者對研討會的安排及內容都有正面的回饋，好評如潮。大家都

期望日後各地的訓輔專業同工能夠持續交流，更期待於 2014 年由華東師範大學主

辦的第二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行。  
 
 

本期提要 
 

第一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舉行 

 

第一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學校輔導的發展：回顧與前

瞻」為題，已於七月四至六日在香港圓滿舉行。是次研討會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教育局及香港浸會大學合辦，並獲華東師範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和

澳門大學支持協辦，來自各地的參加者約七百人。  
 
研討會的開幕禮於七月四日早上舉行，並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凌潔貞女

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任友群教授，以及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梁湘明教授主禮。常任秘書長謝凌潔貞女士致歡迎辭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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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由 2002/03 學年開始推行「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強調學生輔導服務是

整體教育的一部分，要與學校內的其他系統互相結合。教育局亦會繼續致力，逐步

改善有關資源。  
 
香港首次以「學校輔導」來結集約七百位參加者，當中包括二百多位來自內

地、台灣、澳門、星加坡、日本，以及遠自美國及澳洲的學者、專家及前線同工發

表約一百份論文，從不同角度探討和剖析學校輔導的實踐與展望。而各地的輔導專

業團體亦把握今次機會，建構聯網。在七月五日下午進行的「地區工作匯報」環節

中，兩岸四地的代表分別報告各地輔導工作的最新發展，作為這兩天研討會的總

結。大會於七月六日安排參加者參觀本港的中學、小學及大學，讓他們實地了解本

港的學生培育及師資培訓工作。  

 
是次研討會得到各地的輔導專業同儕與團體的積極支持和參與，大家都認同

這個專業交流的平台須要延續下去。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主席於閉幕禮結束前宣

布：  
 

 首屆研討會於香港舉行後，將每隔兩年在兩岸四地其他地區續辦；  
 第二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4 年由華東師範大學主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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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開幕禮嘉賓團的合照 (左起華東師範大學黃向陽博士、澳門大學金樹人教

授、香港浸會大學陳茂釗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梁湘明教授、香港浸會

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凌潔貞女士、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任友

群教授、教育局首席督學(訓育及輔導)李少鋒先生、華東師範大學朱益明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王麗斐教授、台中教育大學羅明華博士) 

 
 

 

圖示: 「主題演講」 

 
 

 

圖示 : 「同步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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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第二屆兩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接捧」儀式  (圖左為華東師範

大學霍益萍教授、右為教育局首席督學(訓育及輔導)李少鋒先生)  

 
 

 

圖示：大會安排參加者參觀本港的學校，學生們揮手送別參觀團 (參觀學校有馬鞍山循道

衛理小學、裘錦秋中學(葵涌)、福建中學、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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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精髓分享 

 
行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 

行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自 2003 年舉辦以來，已成功表揚近 600 位不同學習領域或範疇

的優秀教師。這對教育專業而言，實在是非常可喜的。本屆（2012/13）更増設「訓育及

輔導」（包括升學及就業輔導）的範疇，是進一步肯定訓育及輔導在教育的重要性。該獎

項由 2012 年 7 月 9 日至 10 月 5 日接受提名，以表揚在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負責規劃，

以及推行有關訓育及輔導的課程、計劃或活動及表現卓越的教師。詳情請參閱教育局通函

第 97/2012 號行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或瀏覽行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網頁。 
 
 
「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二零一一/一二年度嘉許禮 

 
嘉許禮已於 2012 年 6 月 26 日下午在荃灣官立中學禮堂順利舉行，參與人數約 560

人。香港精神大使蘇偉健先生、香港青少年服務處社工督導梁樹明先生及香港藝術學院講

師陳玉蘭女士應邀擔任主禮嘉賓。從蘇先生與學生司儀的對談中，帶出他的積極人生觀及

生命體驗。在嘉許禮中，獲白金獎學生分享得獎的感受、向師長致謝，亦有聖公會天水圍

靈愛小學表演「鈴鼓舞」，以及荃灣官立中學演出原創話劇。 
 

「思覺失調 – 攜手同行」研討會暨工作坊   
 

本組與醫院管理局及香港大會李嘉誠醫學院精神醫學系已於 2012 年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及 6 月 15 日舉辦「思覺失調 – 攜手同行」研討會暨工作坊，合共有超過五

百位中、小學訓輔同工出席。在研討會上，分別由精神科醫生、教育心理學家及專業

社工等嘉賓講者分享前線工作經驗和心得，並介紹一些社區資源。以下是一些重點簡

介(資料節錄自「賽馬會思覺健康計劃思覺健康專業手冊」老師篇)： 

「思覺失調」是指一種可能發生於一些人士身上的早期不正常精神狀態。當一個

人經歷「思覺失調」時，他們的思維、情感、感覺會與現實脫離。雖然，任何年齡的

人士都有機會患上「思覺失調」，但有較大機會發生於 15-25 歲左右的青少年身上。

如果及早察覺及得到適切治療，是可以減低或避免因患上「思覺失調」而引發至多種

精神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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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思覺失調」的人可能會出現下列三種癥狀： 

1. 思想及言語紊亂 
談話內容貧乏、說話急迫、缺乏主題、語無倫次。 

2. 妄想 
一種脫離現實或令人難以置信的思想，但經歷「思覺失調」的人則深信不疑。例如：

他們普遍會有被監視及被迫害的想法。 

3. 幻覺 
看到、聽到、感覺到一些不存在的聲音或事物，但存在非常真實的感覺。例如：他們

會聽到有聲音對他們說話而其他人不能聽到、又或是看到一些並不存在的事物。 

有精神健康問題的學生需要專業醫護人員的診治和跟進，而學校需作出配合。本

局早前發出：「學校如何幫助有精神健康問題的學生」指引，同工可查閱以下網址的

內容：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16&langno=2 

此外，醫院管理局亦推行「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為「思覺失調」提供一個一站

式、開放式的服務，令求診者可以在一個合適的環境下，盡早得到評估及治療。同時

亦會為全港市民推廣「認識思覺失調」的連串活動。有關詳情請參閱以下網

址：http://www3.ha.org.hk/easy/chi/service.html 

「思覺失調 – 攜手同行」研討會暨工作坊的參加者均認為嘉賓講者的分享，加深

了他們對「思覺失調」的認識。透過「學生個案」討論和社區資源介紹，提升他們支

援患有「思覺失調」學生的輔導技巧和信心。 
 
 
2012『精神健康月』之「智 Fit 精神健康」計畫 

 
「精神健康月」是一項全港的精神健康公眾教育活動，由勞工福利局聯同多個政

府部門、公共機構和非政府機構舉辦，於每年10月舉行。目的是透過不同形式的教育

及推廣活動，向公眾或參與者宣傳精神健康的重要性，並提升他們對精神病康復者的

認識及接納。  
 

2012年「精神健康月」的地區活動主題為「智 Fit 精神健康」計畫，此計畫旨在

以不同方式向市民大眾宣傳精神健康的重要性。獲獎的參賽者，將獲大會資助及機構

社工協助，在校園、社區中實踐計劃建議活動，推廣精神健康。此計劃的活動內容包

括：學生訓練及講座和提交一項活動以推廣精神健康的計畫書；並於10月7日參加出

席在香港維多利亞公園舉行的「好精神、撐你行」2012『精神健康月』推廣活動巡

禮，鼓勵市民關心自己、家人及朋友的精神健康。參與及得獎學校將在『精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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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典禮中獲發證書及獎項。這計畫有助學校推動精神健康，透過策劃預防性活動和

學生訓練，提升學生對精神健康的關注，請學校踴躍參加。報名詳情，請瀏覽以下網

頁(www.bokss.org.hk)。截止遞交計畫書日期為2012年9月21日下午五時前。如未及參

與本年度比賽的學校，可考慮成為支持機構。 
 

 
「智 Fit 精神健康」計畫 - 簡介會 

 
上述簡介會已於2012年6月27日假社會福利署戴麟趾夫人訓練中心舉行。簡介會

由2012年「精神健康月」籌備委員會主席、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副主席及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曾永強先生主講，並由該處的臨床心理學家郭韡韡女士分享

信息。重點包括： 
 

* 一個精神健康的人，通常會以積極的心態生活，他們多具備正向思維、信念

和價值觀。 
* 我們應齊心關注精神健康，出現精神健康問題並不只是個人的問題，更是人

與人在環境互動下的結果。 
* 大眾宜以正向心理的角度協助提升精神健康病患者的正能量，而不應從病理

性角度曲解精神健康病患者。 
* 我們應以積極的態度認識及接納患有精神健康問題的人在康復和生活上的需

要，協助他們重投社會。 
 
 
「2012關愛校園獎勵計畫」 
 

「2012 年度關愛校園獎勵計劃」提名表格將於 2012 年 9 月上旬郵寄給各學校及

團體。學校可以自薦參加，或得到學校學生組織、家長教師會、其他與學校合作的團

體提名參加。推薦人須填妥提名表格，連同關愛校園工作的書面報告，於 2012 年 11
月上旬交回「2012 年度關愛校園獎勵計畫」秘書處，電話 : 2779 9556，地址 : 九龍

深水埗南山邨南偉樓地下。相關網頁: 
http://www.hkcs.org/gcb/icys/prog/love/love.html。 

 
第一階段獲提名而通過審核的學校，均可獲「關愛校園」榮譽及嘉許狀。第一階

段表現突出的學校將被挑選進入第二階段評審，屆時秘書處會邀請學校代表與評審團

會面，介紹學校在推動關愛文化方面的特色工作及成果，以角逐「卓越關愛校園」之

「最關顧有特別需要學生」、「最關愛家校合作」、「最關愛教職員團隊」及本年度

新增的「最關顧新來港學生適應」主題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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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 
 

由 2012/13 學年開始，本局將向全港公營小學發放一筆按班分配的額外學生輔導

服務津貼，以進一步改善小學學生輔導服務。獲發此額外津貼的小學，可根據校本需

要，向非政府機構購買額外的學生輔導活動及小組服務，及/或聘用額外的學生輔導人

員，以提升現有的學生輔導服務。有關詳情，請參閱教育局通告第 2/2012 號。 
 
本組已於 2012 年 4 月 25 日下午假聖公會基福小學舉辦上述簡介會，藉著講座及

分享，介紹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及政策和行政的關注重點。超過 400 位的校

長、教師及輔導同工出席。當天，保良局莊啟程小學及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的同工

應邀分享規劃學生輔導工作的實踐經驗，包括建立全校參與輔導工作文化的策略，成

長課程和輔導活動的規劃與整合，有效的輔導資源配置及運用等。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嘉許禮 (2011/12)  

 
本組於二零一二年七月十四日(星期六)假新界鄉議局大樓大劇院舉行2011/12年度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嘉許禮，由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李樹榮博士BBS JP，及教育局副

秘書長黃邱慧清女士擔任主禮嘉賓。當日，觀塘官立中學、元朗商會中學、旅港開平商會

中學、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及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亦派出服務生協助。本年度共有144位
教師及237位學生獲得嘉許。透過表演節目，七所參與計劃的中學(包括中聖書院、聖公會

基孝中學、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伯裘書院、棉紡會中學、旅港開平商會中學及李惠

利中學)學生以不同的形式分享訓練經歷、感受和學習，並感謝各紀律部隊、輔助部隊和

制服團體教官的悉心教導，讓他們在自律、自信、團隊精神和抗逆力方面都有所提升。  
 
相關網頁：EDB -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2011/12年度嘉許禮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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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活動及訓練課程 

 

 
「新入職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導引講座」2012/13 

本組每學年初都為新入職小學學生輔導人員舉辦上述導引講座，目的是幫助他們認

識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和他們的職責。新學年的導引講座將於 2012 年 8 月 23 日、8 月 29
日、9 月 4 日、9 月 7 日及 9 月 12 日，於教育局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W301 室舉行。

2012/13 學年新入職的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可參考本局「教師培訓行事曆」的內容 (課程編

號: SAS020130081)，並經校長推薦參加。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2 年 8 月 20 日。 
 
 
開展「多元智能躍進計劃(2012/13) 」教師工作坊 

本組將於2012年9月15日下午在教育局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301室舉辦上述

工作坊，是次工作坊的目的是讓各參加學校對推行訓練營有更深入的了解及準備，內

容包括 ： 
 推行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的注意事項及技巧； 
 由香港警務處、消防處、懲教署、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民眾安全服務隊及香

港少年領袖團的代表介紹其部隊的訓練特色。 
 

歡迎所有參與本學年「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的學校教師參加，報名詳情請瀏覽本

局的培訓行事曆(課程編號：SCHD20120086)。 
 
 

「處理中、小學生情緒及行為問題」研討會 
本組將於 2012 年 10 月舉辦「處理中、小學生情緒及行為問題」研討會，目的是向

老師介紹處理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情緒及行為問題的原則及技巧。歡迎

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教師，特別是輔導及訓導教師參加，詳情將上載於本局的培訓行事

曆。有興趣參加的教師，敬請留意。 
 
 
「2012 關愛校園獎勵計畫」- 簡介會 

本組將於 2012/13 學年為中、小學校舉辦上述活動。分享會的內容包括介紹「關

愛校園獎勵計畫」的理念、參加辦法、評審準則及有關獎項，以及 2011 年度得獎的

學校代表分享「關愛校園」的工作經驗及心得。有興趣參加的教師，請於九月上旬瀏

覽本局的培訓行事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