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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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 請 把 這 專 訊 傳 閱 1･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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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訊介紹了「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自二零

零六年開始與不同紀律部隊及輔助部隊合作推行這計劃，目的是培育中學

生的自律、自信、合群和抗逆能力。這計劃一直深受學界的認同和支持，

並得到參與的學生、校長、教師及各部隊教官的正面回應，到目前為止，

已有超過一萬名中學生曾參加這計劃。我們期望未來有更多的學校參加這

計劃，讓更多學生受惠。 
 

本期提要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現今的教育方向是培育學生不斷自學，鼓勵終身學習，使學生在德、

智、體、群、美各方面都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為配合這個方向，教育

局訓育及輔導組於二零零六年開始與不同的紀律部隊合作，推行「多元智

能躍進計劃」，為中學生提供具規律的紀律及團隊訓練，讓他們有更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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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以外的其他學習經歷，以培育他們成為自律、自信、合群和具抗逆能力

的青年人。 
 
計劃的重點項目是教育局與各個紀律部隊及輔助部隊合作(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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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二至中五的學生提供五日四夜的「多元智能挑戰

營」。透過訓練學校內部隊的形象和氣氛，並教官的嚴格要求和以身作則

的榜樣，學生明白到服從紀律的重要性。挑戰營會刻意安排一些高難度的

訓練(例如：萬里長征及沿繩下降)，讓學生學習面對挑戰，克服各種恐

懼，並提升生命的韌力。團隊訓練亦是挑戰營的重點訓練項目，營內會有

各種模擬的情境(例如：模擬救火及山嶺搜救)讓學生學習與人溝通協作，

一起解決當前的難題，從而加強學生的團隊精神。學生在受訓期間能親身

體驗到各部隊的工作和職責(例如：出入境口岸、商標調查科及懲教院所

等)，從而了解在工作世界裡需要努力裝備自己並持續提升個人的知識與

技能，以面對社會的各種挑戰。這些經歷不單豐富了學生的知識領域，更

進一步推動們積極思考個人目標方向，訂定未來升學就業的路向，增強學

習動機。 
 
計劃除了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外，亦拉近了師生的關係。在營裡，教

師透過每晚「師生夜話」的時段，為學生整理訓練的經驗，與學生一同分

享和回顧訓練的成果，使學生在艱辛的訓練中感受到教師的鼓勵和支持。

計劃不單為老師和學生建立了很好的溝通平台，亦給予教師多一個向度觀

察和欣賞學生在學業以外的潛能，為建立互信的師生關係奠下良好的基

礎。 
 
計劃自二零零六年推行至今已有超過一萬名中學生參與，而計劃亦深

受學界的認同和支持。普遍老師認為學生在參與計劃後，在紀律及學習態

度方面有明顯的改善，有部份同學更在營後為自己訂立升學就業的目標，

積極在學業和品格方面裝備自己。此外，挑戰營為師生所奠下的互信基

石，亦使學生在營後主動與隨營老師分享生活的點滴。而挑戰營亦加速了

學生的成長，家長喜見子女在挑戰營學懂自我照顧，離營後能將營中所學

實踐在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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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2011/12」將於四月中開始接受申請，如學校有

興趣進一步了解計劃內容，可出席本局於 2011 年 4 月 14 日下午 2:30 假

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館舉行簡介會。詳情請瀏覽本局的培訓行事曆(課程

編號：SAS020110083)。有意參加的學校亦可於四月中透過教育局的網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926)申請參加 2011/12 的計劃。 
 

活動消息   精粹分享 
 
2010 年度關愛校園獎勵計劃頒獎禮 
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教育局協辦的「2010 關愛校

園獎勵計劃」各獎項的評審已完成。大會已於 2011 年 3 月 26 日(星期六)下
午假九龍灣國際展貿中心進行嘉許禮，以表揚學校在實踐關愛文化、促進學

生健康成長的努力及成就。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學校行政及支援)胡寶玲

女士擔任主禮嘉賓，並與獲獎學校和同工交流心得，分享喜悅。獲獎的學校

亦分享實踐的經驗，藉以鼓勵更多學校共建關愛校園。 
 
《關愛校園獎勵計劃 - 五年經驗總結》特刊 
關愛的校園文化能建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昇他們的學習動機，促進他

們健康愉快成長。特刊總結計劃的理念、過去五年的發展及學校實踐的經

驗，並結集多位教育同工在建構關愛校園工作上的信念及心得。每所中、小

學及特殊學校可獲發上述特刊兩本，以供校內的教職員傳閱。詳情及領取安

排請參閱教育局通函第 31/2011 號。 
 
申請「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2011/12 

有意申請 2011/12 學年「成長天的空計劃(小學)」津貼的官立及資助小學，請

於 2011 年 5 月 13 日或之前提交申請。 詳情請參閱於 2011 年 3 月 7 日發出的

教育局通函第 37/2011 號。 

 
培訓活動及訓練課程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 校長在策劃及推行的角色」講座 

                     3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926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1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1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1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7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7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1037C.pdf


本組將於 2011 年 4 月 7 日(星期四) 下午在九龍塘官立小學舉辦上述活動，誠

邀各小學校長及副校長出席，了解校長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政策、服務推

行和行政層面上的角色，以及推展全校參與輔導工作的實踐經驗。報名的詳

情請瀏覽培訓行事曆，課程編號為SAS 020110055。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 教師在促進學生成長的角色」講座 
本組將於 2011 年 4 月 14 日(星期四)於嘉諾撒小學（新蒲崗）舉辦上述活

動，誠邀各小學教師特別是班主任和級訓輔教師參加。是次講座將介紹全方

位輔導服務的理念、服務範疇、教師在輔導工作上的角色，以及如何透過全

校性、級本、班本及個人層面，推行全校參與訓育及輔導工作，促進學生成

長。報名的詳情請瀏覽培訓行事曆，課程編號為SAS 020110114。 
 
「上學、放學、逃學、上課、下課、缺課」研討會 
本組將於2011年5月31日(星期二)下午在教育局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辦上述

研討會，目的是分享「鼓勵學生定時上學的措施」及「協助缺課學生的經

驗」。 報名的詳情請瀏覽培訓行事曆。 
 
「以心理學方法處理學生行為問題的有效策略」教師培訓課程 
教育局於 2007/08 學年推出為期五年的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有目標

地加強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力。本課程屬於該架構下的專

題課程，旨在提升教師的自信、知識及技能，增強教師與其他專業人員的合

作，以心理學方法建立合適的策略處理學生的行為問題。教育局已委託嶺南

大學於本年 5 月 25 日至 6 月 22 日開辦此「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學校的

訓輔教師可因應校本需要，考慮報讀。課程內容及報名詳情，請瀏覽培訓行

事曆，課程編號為SAS020110005。  
 
「讓新學制學生邁向成功之路 - 『學生學習概覽』及相關文件的角色」

工作坊 

為配合新學制，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於三月至七月合辦上述多個

相同的工作坊。工作坊為期兩個半天，為教師介紹實用的知識及技巧，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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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SAS020110055&lang=zh
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SAS020110114&lang=zh
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SAS020110005&lang=zh


建立學生能力，包括保存個人合適的學習經歷及成就的紀錄、訂立目標及計

劃、提昇學生自我表達等能力，以便向持分者(如大學、專上學院、僱主等)

呈現他們的素質。報名詳情，請瀏覽培訓行事曆，課程編號為

CDI020110845 。 
 
 
訓育及輔導工作巡禮 
本組將於 2011 年 6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於調景嶺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李惠利）舉辦「訓育及輔導工作巡禮」。 該活動的目的是讓

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分享推行訓育及輔導工作的經驗及心得，以促進彼此的

專業發展。 於 2010 年獲頒首屆「香港精神大使」的胡麗芳(Madam Wu)助理

消防區長，已應邀擔任大會主題演講嘉賓。胡小姐曾擔任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的教官，她以「嚴而有愛」的信念與態度教導學生。在營中，她經常與學生

分享個人如何克服和戰勝困難的經歷，從而勉勵學生要在逆境中自強不息。

此外，十二間中小學校、三個訓輔教師專業團體及一間大專院校的同工將分

享工作經驗。 報名的詳情請於五月初瀏覽培訓行事曆。 
 
 

文章摘錄 
 

下列為本組本學年透過教育局網頁和頭條日報專欄教育Update發表的文章 

 (1) 生命無價 (2010年9月6日)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1&langno=2&UID=104170 

(2) 培養學生身心健康 - 校不容『凌』(2010年11月1日)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1&langno=2&UID=104238 

(3)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將於2011年4月11日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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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CDI020110845&lang=zh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1&langno=2&UID=104238


 
資源教材 

訓育及輔導資源 
訓育及輔導組的資源已上載教育局的網頁，大部份可供使用者下載作教育

用途，以下是資源的詳情。 
相關網頁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30&langno=2 
 

名稱 類型 / 格式 適合使用者 備註 

電子海報(有關正面

行為、防止欺凌、社

群關係及個人成長) 

自行列印海報 
(可印製A1及
A2海報) 

 中小學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

下載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

不容凌 
資源套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及中學社會工作者 

可在網頁

下載  

和諧校園齊創建  資源套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及中學社會工作者 

可在網頁

下載 

人生過山車 棋盤遊戲  
(中文) 

 高小及中學教師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及中學社會工作者 

曾派教職

員參加培

訓工作坊

的學校各

有四套可

供使用 

空中家長教室 廣播光碟  
(中文) 

小四至小六家長 家長可向

子女就讀

學校借用

培育子女小錦囊單張

2009 
單張 (中/英文)  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

下載 

同行成長路 書冊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家長 

可在網頁

下載 

                     6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30&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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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教育 書冊  
(中/英文) 及 
工作紙(中文)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預防學生自殺資源套

2010  
自行列印資源

套 
(中文) 

 中小學學生輔導人

員/教師及中學社會

工作者 

可在網頁

下載 

預防及協助受家庭暴

力影響學童的教案 
書冊及工作紙 
(中文)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中學社會工作者 
 幼稚園、小學及中

學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小學風紀訓練  資源套  
(中文) 

 小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領袖生訓練資料冊：

領袖生隊伍的建立 /
領袖生的訓練 
 

資源套  
(中文) 

 中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課室管理 - 常規的建

立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歷奇匡導計劃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訓育的藝術 - 自律精

神共培養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

下載 

協助子女與同學和諧

共處 
單張  
(中/英文) 

 中小學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

下載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944/suicide%20prevention%20guidebook%202010.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944/suicide%20prevention%20guidebook%2020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