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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因社會的現象、學生的需要

網絡資訊的影響

社會的變化

家庭的變化

各種的壓力



理念

 全校參與
需要為本（集體、個人）
重視體驗式學習及回饋與反思
全方位輔導
（課堂內、外；跨課程）

跨專業協作
（院校、社福機構、政府部門）



推行層面

全校

級本

班本

個人

家長



全校性層面

以八德為本德

育課程

保良精神(輔助

課程)

生活技能課

性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課程

營造學校氛圍

校風推廣大使

快樂七式推介



級本層面

五年級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志向探索活動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516life/Jul/20160706_growth/index.htm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目的：

1. 透過服務和與長者的互動中感受愉悅，

實踐關愛他人和培養同理心。

2. 於準備及活動中，學習與同學互相協調，

提升領導及組織活動才能。

3. 了解社區的人和事，加強與社區的人的

溝通和聯繫。

4. 累積更多社區服務經驗，提升正面觀感。

5. 豐富學生在社會服務方面的其他學習

經歷 (OLE)。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形式

 安排全級五年級學生同日進行服務

(同心協力，共同實踐)

 於上學期試後活動日進行

(時間充裕，避免影響課時，

學生更能專心投入)

 同日分班探訪不同的長者中心

(增加班本凝聚力)

(為增加學生於服務時的愉快經歷，

建議探訪日間長者中心)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事前準備工作

準備全級義工服務制服

(同心協力，實踐「保良愛心遍社區」)

準備小禮物及所需物品（表演及活動）

安排社工於德育課時段(三節)入班訓練
學生

認識長者現狀

教導學生與長者溝通的技巧

探訪前的準備（活動分工及排練）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活動當天的安排

出隊前最後綵排及預備

每班安排班主任、一名社工及

一名輔導組老師一起出隊進行服務，

以更全面支援及鼓勵學生

探訪活動內容

 遊戲（作為熱身，打開溝通渠道）

 表演（增加學生的成就感，促進互動）

 禮物送贈（增加共同話題）



攜手ACTION服務大行動

事後檢討工作

學生於班內分享與長者相處的感受和
得著

學生填寫問卷，反思個人表現及得著

教師觀察學生活動中及活動後的表現

家長於單元評估中評估學生於日常生
活中關愛他人的表現



配合高小學生的需要（小五）

青春期的心理轉變

升學的壓力（呈分試／升中）

學童自殺新聞

幫助學生學習：
處理情緒、面對逆境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參與「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的啟發

體驗式活動

多感觀學習

(一起走進紙圈裡)

(細嚐苦瓜的味道)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目標：
(1)讓學生明白事情從不同角度看，

可看出不同的意義。
(2) 讓學生明白到對事件的想法會直接

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及行為反應。
(3) 學生能夠嘗試改善或接納一些不能

突破的限制，透過改變認知模式而
培養樂觀感。

(4) 學生能夠明白及嘗試於面對逆境時
有樂觀的想法。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經歷不同
的情緒反應

~ 檢視活動中及活動後的情緒
（老師即時為學生拍照攝照片，
並於活動後展示，讓學生
知道其於活動時的情緒表現）

(一起走進紙圈裏)

~ 指出情緒表現如何影響行為及結果

情緒  行為  後果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面對逆境生命教育課程

～指出面對同一境況可有不同的想法
教導「面對逆境ABC」

～透過感觀活動，加深學生對
「以苦瓜比喻人生」的感受
（細嚐苦瓜的味道）

～延伸活動：生命勇士分享
及情緒教育講座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目的：讓學生多了解自己的能力
和升學就業取向，因應學生
不同的性格及興趣等作出
選擇。

形式：於下學期試後活動進行，邀請
「遊樂場協會」到校，以攤位及
走站形式進行。

內容：
～學生先透過問卷認識個人的興趣及專長
～學生觀看有關各職業要求的展板
～學生為個人定立目標
～學生利用有限的資金進行進修，
以獲得職業要求的技能

志向探索活動 (生涯規劃系列)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516life/Jul/20160706_growth/index.htm


級本層面
六年級

生涯規劃講座

校園社企講座

升中面試準備

升中適應

標竿人生計劃



目的：～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
興趣、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讓學生了解不同類型的工作及
明白各行業均對社會有貢獻。

生涯規劃講座 (生涯規劃系列)

校園社企講座 (生涯規劃系列)

目的：～增加學生對社會企業及
相關機構的認識。

～鼓勵學生敢於創新，
向夢想進發。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Dec/20161214_growthp6/index.htm


升中面試準備 (升中預備系列)

目的：

1. 為升中面試作好心理及實質上的準備

2. 教導舒緩壓力方法

升中適應 (升中預備系列)

目的：

1.為升中作好心理及實質上的準備（了解中學生活）

2.加強中學適應技巧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Dec/20161214_growthp6/index.htm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Dec/20161214_growthp6/index.htm


標竿人生計劃

目標

 鼓勵學生就學業、升中等方面訂立目標

執行方法

 由實踐至內化

 學生於學期中訂立目標

 定期作自評

 老師和家長定期檢視學生的進展

 訓導主任每月與全級學生作小結

學期尾總結－頒獎禮

 設立三組的奬項(達標、進步、優異)，

肯定學生成果



班本層面

升中適應講座

六年級安排副班主任

協助任教德育課

協助升中選校安排

協助跟進「標竿人生計劃」



個人層面

學生個別需要輔導

因應個別需要提供不同的輔導

情緒輔導

提供個別升中資訊及支援



即時補救處理

依教育局的危機處理手冊

註校社工評估學生的情緒

社工和班主任聯絡家長

訓導主任入班，提點該班學生如有情
緒問題的支援途徑，初步評估班中同
學的情況

情緒輔導

http://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crisistc.pdf


個案跟進

社工與家長面談，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
和提供建議

社工與班主任進行特別班主任課

教導學生正確表達情緒的方式和舒緩
情緒的方法

通過學生的自評問卷辨別需要特別注
意的學生

為個別的學生開設情緒小組

定期接觸，化負面情緒為正能量

情緒輔導



提供個別升中資訊及支援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支援

社工與有關老師定期會議，交流處理學生
情緒方法

空降支援：提供突發性的情緒處理

安排學生上匡導班課程

社工提供相關的升中資訊

陪伴學生和其家長到心儀的中學參觀



家長層面
家長會

小五家長會：「升中實務」講座

小六家長會： 「升中新挑戰」講座

家長講座

「塑造自信100分的孩子」家長講座

「見焦拆焦」家長講座

家長小組
「與暴風少年共舞」家長小組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小五家長會：「升中實務」講座

目的：讓家長與其子女一起為升中

做好準備

形式：講座

內容：向家長提供如何協助子女選擇

合適的中學、與子女一起準備

升中面試及個人資料夾的資訊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分享會＠28.02.17.pptx


小六家長會：「升中新挑戰」講座

目的：讓家長明白子女在成長階段的

需要，並一起為升中做好準備

形式：講座

內容：向家長講解小學升中的子女會

面對的心理和社交問題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塑造自信100分的孩子」
家長講座

目的：提升學生的自尊感和自信心

形式：短講、體驗活動、短片及個案

討論

內容：向家長分享何謂自尊感和如何

運用鼓勵提升子女的自信心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見焦拆焦」家長講座

與醫院管理局「兒情」計劃專案社工
合辦

目的：辨識和及早支援精神壓力大的

學生

形式：講座

內容：講解何謂焦慮情緒及如何處理

有關情緒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與暴風少年共舞」家長小組

目的：協助家長明白子女青春期的轉

變、加強與子女溝通和處理親

子衝突的技巧

形式：短講、短片及個案討論

內容：

～向家長分享青少年子女青春期的生理和

心理轉變

～教授家長面對子女有情緒及親子衝突時，

如何適當地回應

http://www.plkhsn.edu.hk/mainpage/aschool/aschoollife/1617life/jan/20170116_action/index.htm


總結

善用外界的資源

同心同德，建立團隊精神

校本精神，為學生成長需要作規劃

升中適應

生涯規劃

人際溝通

抗逆能力

自我成長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