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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工作簡介內容

校情分析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工作重點
一. 學校管理
二. 專業領導
三. 課程與評估
四. 學生學習和教學
五. 學生成長及發展支援
六. 總結(優化工作及未來計劃)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一《危機處理程序手冊》(校本)

定期更新？一年一次？

適時加入最新需要？疫情危機處理？

誰負責？SGT/社工？

誰執行/誰通報？SGT/社工？

何時通報？危機出現後？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2020年 3月修訂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tudent-guidance-service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20200316_web_guide_csgs_TC.pdf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例子一：完善溝通機制

SGT/社工出席/列席以下會議：
1.校政會議 2.校支會議 3.學支會議 4.校務會議 5.(級)訓輔會議

在每次有關會議進行前提供書面資料(如有)，並在會議中帶領
同事討論及跟進全方位學生輔導層面的工作，透過有關會議定
期檢視及報告輔導工作的情況。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例子二：學生個案處理

全校學生個案數目？不少於全校人數3%？
轉介機制？全校參與？
定期(向校長)報告？在校政會議、訓輔會議定期報告有關個案
工作跟進情況，以便各組協調跟進，加強對學生的支援。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三《學校就學政策》(EDB及校本)

定期更新？一年一次？

適時加入最新需要？

誰負責？SGT/社工？

誰執行/誰通報？SGT/社工？

何時通報？危機出現後？



每次危機發生……
就是全校一起學習、
一起優化的最佳時機



學校自評機制

自評參照文件四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2016)



一. 學校管理



一. 學校管理

尚需改善的地方
學校已訂定自評機制，惟仍需加強善用自評數據
以優化工作。

完善會議的安排，收集持分者的意見以訂定學校
發展工作。



1.安排視像會議，加強跨專業/跨科組溝通
透過視像會議及電子通訊進行策劃、推行及評估的工作

每星期進行校政層面視像會議，加強學校管理、策劃及評估工作，包括：

(1)校政委員會會議

策劃學校層面、科組層面及教師/職工層面的工作安排，包括安排教師專業發展

(2)校風及學生支援委員會會議

專責支援學生發展、成長及個別需要的工作

專責聯繫班主任及非班主任支援學生發展、成長及個別需要的工作

(3)學生支援組會議

專責處理學生特殊學習需要的工作，並與專業支援及服務保持緊密聯繫以支援學生

(4)校務會議

由校長及校政委員會委員發放EDB、各行政委員會的最新訊息及安排，

並收集全體老師的意見，協調及推行全校不同層面及範疇的工作



2. 加強支援需要高關顧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支援需要高關顧學生：

由校風及學生支援組統籌，由班主任協助就學生的「情緒」、「社
交發展」、「行為」、「健康」、「學習」和「家庭環境」等六大
範疇為學生進行評分方面識別需要高關顧學生，除了由班主任定期
(每月及按需要作出安排)致電家長陽光電話之外，更安排訓導主任、
及非班主任協助致電及支援需要高關顧的學生，在停課期間與學生
及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加強預防性工作，並能適時處理危機。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由SENCO、社工及兩位輔導員協助透過電話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及其家長，在停課期間透過實時課堂(ZOOM)及視像電話為有需要
學生進行言語治療、IEP、EP支援，在停課期間及復課後持續支援不
同需要的學生。



3.積極調配人力和資源，支援學生、家長及教職員

學生層面

由校支組及學支組支援學生發展及成長、特殊學習需要，包括：

(1) 教授學生資訊素養(IT組老師)
(2) 教導學生上實時課堂應有的服式儀容及態度(訓輔組)
(3) 對未能回港/未能復課的學生及其家庭的支援



家長層面

學校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透過通告、短訊、Whatsapp/WeChat、校網、
GRWTH電子訊息、《校長的話》、錄音、短片、陽光電話、實時早會
等與家長及學生聯繫)
校長與副校長協助與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保持緊密聯繫



教職員層面

副校長協調教師回校當值/開會及在家工作的安排

「抗疫小組」協助加強教職員聯繫及關注教師身心健康及需要

副校長及助理校長支援有特別需要的教職員，減少對復工及復課

的焦慮



4.開發及運用校外資源
學生發展、成長及特殊學習需要及危機處理層面

發展錄影短片教學/網課，讓學生繼續參與課外活動，發展潛能

購買社工督導服務，支援學校加強全方位學生輔導工作及危機處理



二. 專業領導



尚需改善的地方
持續培訓專業團隊，

特別是加強及推展第二梯隊的培訓。

二. 專業領導



二. 專業領導

1. 領導層及中層提升專業知識，掌握教育發展的趨勢

安排副校長及主任進修中層培訓課程
安排科組統籌參加與電子學習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相關的網上課程
校長及老師透過製作短片進行對外分享(全校家長及學生、幼稚園及準
小一家長及學生)，加強專業交流，提升專業知識

購買社工督導服務，支援學校全方位學生輔導工作
及危機處理



2. 透過視像會議促進老師的專業交流

在停課期間安排教師透過視像會議定期進行共同備課，以檢視教
學進度及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加強對學生及家庭的支授。如
有需要，社工及輔導員可以列席，以便提供課程調適意見。

安排教師二人一組或加入TA、社工及輔導員進行網課，除了可
以加強照顧學生學習，亦可以讓老師之間互相學習、互補不足、
彼此加強對學生及家長的支援

安排TA、社工及輔導員加入網課



4. 善用考績，讓教職員知所強弱

 SGT/社工及輔導員也要參與同儕觀課活動，以便提供課程調適意見
優化SGT及社工考績機制



5. 善用校內校外的資源，有策略地加強教師專業交流

停課期間全體教師參與的教師專業發展分享活動：
TA、社工及輔導員也要出席全校性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三. 課程與評估



尚需改善的地方
• 發展網上評估學習平台，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
習強項與難點。

三. 課程和評估



三. 課程和評估

1. 教師專業發展

於停課期間，安排全體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視像分享會、
實時課堂觀課等)，加強教師對實時課堂教學、電子教材設計、不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支援策略的掌握，以有效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SGT/社工及輔導員齊參與，以便提供課程調適意見，
學習如何透過網課進行有效教學/活動。



2. 學習評估

透過檢視學生的電子學習課業、網上學習平台成績統計數據，以及觀
察實時課堂的學生學習情況，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適時給予有效的
回饋，促進學習。

SGT/社工及輔導員齊參與，以便提供評估調適意見。



四. 學生學習和教學



尚需改善的地方
加強教師提問與回饋技巧，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持續運用回饋策略，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了解自己
的學習成果。

四. 學生學習和教學



四. 學生學習和教學

跟進工作及計劃：

• 配合2020-2021周年計劃關注事項：透過電子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多
樣性。

SGT/社工及輔導員協助建立網上支援平台(親子台)，
除提供網課/網上活動，同時為家長提供最新育兒及
親子活動資訊。



尚需改善的地方
繼續加強班級經營，推動和建立積極和諧的學校氣氛

繼續加強常規訓練，培養學生積極正面態度及律己愛
人的精神。

 加強跨專業協作，支援有需要學生及家長。

五. 學生支援



五. 學生成長及發展支援



五. 學生成長及發展支援

1. 網上展示及分享平台
在停課期間內，為照顧學生在成長上的各項需要，校支組設立了
三個資訊及分享平台，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支援服務：
(1)「學生展示平台」
(2)「德育分享平台」
(3) 「家 + 正能量平台」



2. 學生活動

在停課期間，學生不只是學習受到影響，活動方面亦因疫情而
要暫停，有見及此，校方與活動導師盡力協調及商議，希望可以
繼續為學生提供活動的機會。最後，我們成功進行不同的課外活
動、學生小組及家長小組網課。



3. 資優教育

在停課期間，為資優學生提供資優課程及活
動，除了著重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亦致力
培育在其他範疇，如藝術、運動、創意思維
和領導才能方面資賦優異的學生，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教育機會，充分發揮個別潛能，照
顧資優學生的教育需要。



4. 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1)透過定期會議檢視停課期間的輔導工作
(2)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跟進學生個案
(3)透過網上早會/午間小聚提升學生的聯繫感
(4)透過高關顧學生聯絡工作識別有輔導需要的學生，提供預防性

的個別輔導
(5)成長的天空視像課堂
(6)購買小學社工督導諮詢服務，加強對社工及學校的支援
(7)復課後安排「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5. 家校聯繫

(1)校長實時早會好書分享、文章分享、錄音資訊及短片放送
(2)副校長分享健康飲食資訊
(3)訓導組老師分享防疫資訊及健康資訊「正確佩戴口罩」和「拍手操」
(4)學校為家長及學生打氣短片
(5)復課後學生常規訓練
(6)支援未能復課學生
(7)與家教會及家長校董聯繫



6.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1)學生層面的支援，包括陽光電話、電子教學、提供協康會資源等等

(2)家長層面的支援，家 +「正」能量平台教材資源

(3)教師層面的支援，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及分享

(i)「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可行方法

及注意事項

(ii)「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停課錦囊」老師工作坊

(4)關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及情緒
復課前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準備

復課後觀察需支援學生名單及紀錄



反思及建議

1. 加強培養學生積極正面態度及律己愛人的精神

班級經營

2. 加強家長教育

建立支援與聯繫網絡

3.建立學生支援組資源庫

支援學生及家長的資訊及資源



六. 總結
優化工作及未來計劃



優勢
學校已完善溝通及自評機制，行政及科組統籌善用視像會議進行策劃、
推行及評估工作
領導層、中層人員與科組之間合作無間，並建立了跨專業協作及
教師學習文化
法團校董會非常支持校長及老師

困難
社區疫情反覆，只有半天面授課安排，社工支援學生及家長受影響

機遇
加強跨專業協作及教師學習文化



透過自評加強學校策劃、推動及評估的工作
以提升跨專業協作的效能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2020年 3月修訂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tudent-guidance-service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20200316_web_guide_csgs_TC.pdf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1. 管理與組織
2. 個人成長教育
3. 支援服務
4. 輔助服務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1. 管理與組織 (政策與文化)
1.1 學校能因應學生的需要，制訂適切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政策和目標，
輔助學生成長，達致全人發展。

1.2 學校具備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周年計劃，能在培育學生的目標上，
具體地規劃學校未來的輔導發展方向。

1.3 學校能建立關顧互愛的文化，師生互相尊重和信任。

1.4 輔導組能有效發揮組織、協調和監察的職能，而校內上下同工亦能
促進組別間協作及全校參與精神。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2. 個人成長教育

2.1 制訂適切的校本個人成長教育政策和目標，以切合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和
成長階段的需要。

2.2 能透過有系統的編排和具體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在個人、群性、學業、事業
四個範疇方面有均衡發展。

2.3 學校能靈活地將個人成長教育與其他學習領域配合，有效地促進學生將所的
知識、技巧和態度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2.4 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包括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有良
好的溝通，能善用多元互動形式及生動的解說技巧進行成長教育學習活動，並能
營造自由開放、尊重和接納的氣氛。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3. 支援服務
3.1學校能透過不同的途徑，讓家長清楚認識學生輔導服務，並建立有
效的諮詢機制和家長支援網絡，適時為家長提供專業意見和協助他們
處理子女所遇到的成長問題，促使家校攜手共同培育學生成長。

3.2學校能建立有效的支援機制，為教師提供適切的專業諮詢和建議，
協助他們處理學生的問題。

3.3 學校能有效地統籌和推行學生輔導的培訓，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的
專業發展，並建立有效的輔導通訊或專業資源網絡。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4. 輔助服務
4.1 學校能透過學生輔導人員(包括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
生輔導人員)、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彼此支援和緊密合作。

4.2 學校能與家長及相關專業人員緊密協作，深入瞭解個別學生問題
的成因和進度，訂定適切的跟進計劃，並檢討進程和回饋，適時修
訂輔導目標和長短期工作計劃，以確保輔導的效能。

4.3 輔導人員能適時匯報個案進展，清楚地分析個案問題，準確地作
出危機評估、策略應用、調整匡導方向等，使有關人員，包括轉介
老師、協作教職員、個案學生家長和個案學生，充分瞭解進展。



優化工作及未來計劃

1. 善用一校一社工新資助模式及其他資源
購買相關服務/聘請學位社工/註冊社工
購買專業社工督導服務
聘請專業輔導員

2. 建立跨專業協作團隊
SGT/社工、社工督導主任輔導員、TA、輔導主任、訓導主任、
統籌主任/副校長及校長



跨專業協作

困難與挑戰？
 需要時間磨合
 社工個人經驗及對校情的認識
 社工/社工督導主任 VS 學校的看法及判斷
 協調人手處理行政工作



跨專業協作

Policy 訂定及優化校本政策(例子：就學政策)、系統化
Place 座位安排
People 加強同儕及家校溝通及完善通報機制
Program 購買社工督導服務
Process 透過自評加強PIE及協作效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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