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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剖編號: 2016/ 0168

計劃總結報告
甲部
;冒出生命11-與「好心情@學校l計倒有關

計創名稱:

機構/學校名稱:

欒善堂欒錄程學校(分校)

計劉進行時間:由

6/2017

(nl拘至

5/2018

(丹l年1

乙部
填寫此部的報告前，話先詳摺議「優質教育基金計劉總結報告填寫指引JO
0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話報告:
L 達成目標
2.計副對學習成效、專業設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到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計創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卸負責人姓名:

簽名:

C

日期:

受款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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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言十懿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針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援交，報告將被棍為已經由校監/握構主
管或代表據稱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述議書的人士確詔﹒

J/t發絡/挖苦i可�.優質教育基金價頁hffD:I/llef.oæ.hk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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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劃評鑑峙，﹒請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挖苦i提供參考，讓計懿負責人/小組反思計
懿的成效。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劉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緒激賞科耳T/ff.本彷件月三等一仿准式，諾:在I.f!!j海及

落形式寄語
一目標陳述
一與目標相闊的活動
一目標達成程度
一目標達成的證接或指標
一如不能達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2. 計劃影響
按照証峰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到對學習成效/專熊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祖野
一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國
-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一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一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改善學習氣氛
一促進學校回隊輯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一引發與其他學校f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劉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摸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創協議書
附件二。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酬的成本效益:
一 資源的運用( 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計創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世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llFJ時，不須另外注瓷的開支項目(包括計甜的開辦成本、備用 成品等)
一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一

一

抗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創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 。「芳1iffJff4可J1i. 平仰伊//t]著
. 5即是�J3t3'!I!:fj) :
-成品說明 ( 例如種類、名稱、數垃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已舉辦的推廣活動(請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一有關由值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棋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制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酬的可行性。

i活動一覽表
諾列出計血l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芳草草豆fJfJf可皮系呀?件內
衰固的格式，或以簡短段落第式書寫?
•

. 難及解決方法
6困
如實際推行的計到(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制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摺頁11((o:llnef.0凡ftk下車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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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目標

目標是否達到

與目標相關
的活動

達標程度

L透過全校性活動 專題講座 一慶祝生命由
全部達到
包括 週會及試後 「正 正念開始
念DIY嘉年華」活 讓家長了解此項計觀的目 根據活動成效檢討報
動，讓正念培 訓融人 標和內容並對 「正念」的重 告，導師觀察到整體學
校園令全校師生互 要性有初步的認識，並鼓勵生在專注、投人參與及
相分享正能量。同 學生家長參與此項計割。 掌握各方面均表現良
時，更促進學生、家
好。
長和老師對正念的
認識與應用，從而建 學生過會
立正念校園文1G; 於學校的週會上以不同的
正念培 訓主題，包括 提昇自
覺力、反思、個 人行為、轉化
負面情緒等，深入淺出誕學
生體驗覺察力的重要，並掌
握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培 訓
技巧。

達到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當中出席週會的老師觀察及意
見:講座內容很豐富，平時同學
有情緒是 沒有理會別人的風受，
只顧自己發洩，這講座 裡 提供7
不同的方法處理情緒，相信對同
學會好有幫助

正念。IY嘉年華
以多元他主題式和體驗式，
的活動，全面提昇他們學習
動機與專注力、激發學生的
生命力、讓他們體驗如何敢
動 「心」和 「當下」的力量。
同時，更深入淺出地讓學生
掌握覺察(Aware)及轉他
負面情緒的技巧。

全部達到
2.透過正念SEN學生 「尋找金銀島」 正念SEN
培 訓活動改善SEN學 學生培 訓
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及 透過正念 訓練及體驗式小 根接導師評估學生整體
激發，心智潛能發展及 組治療活動， 激發學生的內 表現(專注程度、投入及
內在正能量、 為高危在資源，舒緩他們的學習和 參與、掌握表現)
均全部
及精神健康 需要學生 社交壓力，轉化負面情緒與 令人 滿意。
提供適切的照顧與支經驗。同時，認他們學習如
援;
，從而發
何 避兔受雜念影響
揮當下的力量。

i昆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ItfffJ://lTe(.Orf!.It k下載﹒

有6位同學參與8節的培 訓 ，導
師對他們整體活動成效評估:
整體上 ，同學能透過活動去臨
覺自己內在i茲受，轉化負面情
緒 ，提升自己的專注能力，當
中 以鄧信生和蔡臭華進步較明
顯。鄧信生在臨受自己的情緒
越見進步，亦越 來超能專注課
堂，表達戚受。蔡臭華雖然試
過一次情緒失控，但整體 來說
他在課堂表現是越見投入和平
穗，更能在最後一堂說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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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老師正念減壓 正念減壓體驗坊
體驗坊全面讓他們舒 3襄老師體驗正念對
、 身IL;減
、
續壓力並掌還正念減 壓的作用，並誕老師瞭解如
壓的技巧及尋回平靜 何運用正念訓練技巧處理
心境、享受教學工作 及轉他自己和學生的負面
與生活;
情緒。
4.透過訓輔及學生支
援姐的老師培 訓與專
黨支援，提昇相關老
師運用正念技巧處理
學生的情緒行為問
題。

全部達到

所學的內容。至於鄧嘉樂和鄭
敵光兩位較為多宮的同學，到
後期都能在適當時安靜下 來 ，‘
感
受真實的自己。黃子洛一直
表現平穗，能夠適當時表達自
己，專注力也不錯。顏浩字由
初期完全不能表達自己，到後
來都能較自如表達意見 ，與同
學溝通亦多了。
根據問卷調查，有8 6%老師認同
培訓坊內容對他們有幫助。部分
老師表示學習到-b減壓方法 ，
例如用呼吸法放鬆，及如何面對
負面思想的方法。

訓輔及學生支援組老師正
念加油站
為擔任工作的老師提供深
度正念體驗課程。讓他們深
人掌握如何運用 簡單而強
效的正念工具舒緩及轉他
自己和學生的負面情緒為
正能量。

全部達到

根據問卷調查，所有參與者都諒
同工作坊，對自己有幫助 ， 以及認
同工作坊的時問道中。老師表示
學習到靜觀，明白可 以利用一些
正念方法處理負面情緒。

5.透過減壓及正念體 正念、家長培訓課程
驗活動為家長進行培 提昇家長瞭解個人自我覺
自i卜籍以舒緩家長的 察能力和自尊臨的狀況，並
壓力，寵他們能掌握 掌握歐動子女J心智發展
正念技巧，並協助 其 (自覺力、專注力、同理心
他家長舒緩壓力。 等)的技巧。

全部達到

家長培訓課程共有 節
6 ，對於能
出席有三次或以上的家長表示
課程中都有不少得著，尤其面
對自己和小 朋友的情緒和壓力
上都有所反思和戚受。透過活
動，觀察到家長能互相分享廠
受和支持。

ρj計劃影響
本校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剖，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及工作坊，讓家長、教師及學生對「正念」
有初步的認識，提升個人正能量， 以舒緩日常生活中的壓力。
其中， r正念」培 訓是透過靜心，提昇當下的專注，減少批判和衝動回應，當大家在靜下 來時，
廠受自己身體及內心的 需要，覺察及接受自己的正面及負面情緒，尤其是SEN學生或部分學生﹒在
成長中遇到挑戰或
困難，或受個人情緒影響，往往 只會選擇逃 避或
表現 激進，未能懂得解決問題，
產生負面情緒，從而令自己情緒低落，甚至失去信心。所 以 ，當他們學習靜一靜，學習不同的角度
去欣賞事情或不同的解決辦法 ，攏負面情緒帶走或轉他為正面，同時「正念」能提醒他們留意自己
身體反應 ，暫時放下功課或生活壓力，享受靜下 來的美好，練習呼吸，覺察內在及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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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教師工作坊(正念減壓體驗坊、司1輔
1 及學生支援組老師正念加油站)，有助老師舒緩壓力，整合
身心靂，轉化負面經驗及發揮活在當下的力霆，從而提昇工作效率，促進個人身心健康。另外，教師學
習運用 「正念」助學生跨越壓力，及早覺察學生正處於不同的壓力狀況，即時伸出 援手，幫助學生做情
緒主人，轉化負面情緒2重拾正能量 ，從而改善學生學習氣氛。

3.

自我評鑑計割成本效益
3.1

預算項目
(根據協議書附表IJ)
職員薪酬

預算核對衰

核准預算
f甲j

實際支出
也)

變更
{已J-(可)j/�甲}
+/一 %

15，000 :7t

0:7t

-100%

服務

104，700 :7t

111，400 :7t

+6.4%

一般開支

28，000 :7t

35，500 :7t

+26.8%

3.2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實際支出: 1俑 ， 9∞元
受惠人數:共910人
(學生(約750人)+教職員(約60人)+家長(約100人))
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 1 61 元
3.3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本校 會把有關資料歸立及整理，以傳承知識。計翻中，家長 、 教師及學生認識了一些正念的概念，
包括 活在當下，正面情緒的力量， 3A轉化負面情緒，同時在不同的短練習中諾大家覺察到自己不同的
情緒及思想，學習到如何恰當正面處理負面情緒，相信同學在日後日常生活中，在學習及社交中面對種
種挑戰及困難的時候，將 會運用曾學習過的處理情緒方法，而 教師在日後工作上，亦可運用「正念」舒
緩 工作上的壓力， 以及協助學生處理負面情緒，能夠起一個 積極正面的作用。

3.4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劉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f包括計割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j
沒有，因為當中舉辦的講座、工作坊及小組活動， 需要由專業人士帶領及演講。

3.5以較低成本建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沒有，這計直到成本低而效果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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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4.1計割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f例如 種類、名稱、
數量等J
正念DIY嘉年華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舉辦的推廣活動
f例如 模式、日期等j
及反應

是否 值得優質 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 值得，請建識推廣模式

於早會及午膳均有作
宣傳，認學生7解自
己參與的活動。學生
均期待參與活動，表
現雀躍。

值得推廣，可以讓有興趣推行此計
劉的機惜，參考嘉年華活動的 教學
Mt
- zIL羊T三口É.

「尋找金銀島」正念 學生 積極參與活動，
向被推薦參與小組的
SEN學生培訓
同學能透過活動去感 學生家長講解小姐培
覺自己內在即受，轉 首1目標，獲得家長大
小組活動形式進行， 他負面情緒，提升自 力支持。參與的學生
舒緩學生的學習和社 己的專注能力，當中
均期待活動，表現雀
交壓力。
有部分學生明顯進步。 躍。

值得推廣，可以讓有興趣推行此計
lli'1J的機構，參考SEN學生培訓的活
動流程。

推展不同有趣的活
動，活動內容可按不
推行多元他主題式和
同年級安排，適合學
體驗式的活動。
生的程度。學生均樂
在其中， 積極參與，
表現理想。

4.2計劉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劉的可行性
本計劉得以順利完成，賢在有賴各位老師及越己堂工作人員哀誠合作，大家互相配合，利用學
校不同的時間，適切地安排各項活動。此外，參與活動的學生及家長均投入合作，能夠初步掌握及
了解 「正念J'並嘗試運用當中的滅壓方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轉1t負面情緒，提昇 正能量。
另外，越己掌安排經驗單富的導師帶領活動 ，能有效發學生掌還活動目標，並且觀察到學生喜
愛課堂活動， 積極投入，表現理想。當中，訓輔及支援組老師在工作坊上學習到的舒緩壓力方法或
協助學生轉他負面情緒的方法，可以在日後工作上，運用有關技巧處理有 需要輔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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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活動一覽表
活動 性質
(例如座談
會、表演雪白

概略說明
(研如白期、主題、
地點建為

專題講座 一 讓家長了解計劉的目標
慶祝生命由 和內容， 並對「正念」
正念開始
的重要 性有初步的認
識， 並鼓勵學生家長參
與計甜。
9β

學生週 會

參加人數
學校

教師

4

、

其他
學生 (請註明)
。

5:00-6:30p.m.

於學校的週會上 以不同
的正念培訓主題，包括
提昇自覺力、反思個人
行為、轉化負面情緒
等，深入淺出讓學生體
驗覺察力的重要，並掌
握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培
訓技巧。
10/10/02 17、17110 '
31/10 '7/11 ' 14111
2:00-3:00p.m.

35

「尋找 金 銀透過正念訓練及體驗式
島」 正金S
、 EN小組治療活動 ，激發學
學生培訓
生的內在
資源，抒緩他
們的學習和社交壓力，
轉他負面情緒與經驗。
同時，讓他們學習如何
避免受 雜念影響，從而
發揮當下的力量。
7/1112017 ' 5/ 12 '
19/12 '
911/2018，30/1 '6 /2 '
20 /3 24/4
'
2:00-3:00p.m.

2

此表格/指引可!d'優質教育基金謂頁httf)://flef.orf[.h 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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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長28

參加者的回應

根據問卷調查，有90%家長認同講
區內容對他們有幫助。有95%家庭
滿意講者凡表達技巧。家長表示
對正念有初步認識，學習到在予解
、
情緒的方法，並利用靜心幫助自
己及子女減壓，明白活在當下。
講座內容深入淺出，配合2段生
動有趣的動 畫，讓學生能感同身
受，初步明白及體驗正念的概
念。同學回答問題踴躍，惟提問
較少。在導師提問下，1至3 年級
大約有80% 以上學生舉手回答問
題，而各年級有9侃 以上學生都樂 !
於聽從導師指引，投入做每個練
習。

大部分學生都能投人活動，說出
及懂得利用課堂所學的正念方法
來幫助自己。
整體學生的投人度與參與程度表
現不錯:當導師 向同學提問時 ，
一般同學都能回應有關問題，尤
其 以蔡臭草和鄭歐光的回應最為
快，但前者回應時態度車站忍真，
而鄭同學的回答往往則 以吸引別
人注意為 本。整體而言，同學對
遊戲和繪畫類型的活動較為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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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有92%學生表示
喜歡參與活動。有83%學生表示
自己投入活動﹒

正念DIY嘉年
以多元化主題式和體驗
華
式的活動，全面提昇他
們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激發學生的生命力、龍
他們體驗如何敢動 「心」
和 「當下」的力量。同
時 ，更深入淺出地讓學
生掌握覺察(Aaw 叫
及轉化負面情緒的技
巧。
.
27/6/2017 3/7/2017
8:30 1- 1 :30a.m.
(共20場)
'
6/3
'
27/212018 1/3
8/3 24/4
2:00 -3:00p.m.
(共30場)

30

正念家長培訓 透過減壓及正念體驗活
課程
動為家長進行培訓。籍
以舒緩家長的壓力及提
他們掌握如 何透過正念
訓練技巧協助于女改善
他們的情緒行為問題。

2

。

正念減陸體驗 被老師體驗耳，念t:f身，心
坊
減!盔的作用，並誕老師
瞭解如 何運用正念訓練
技巧處理及轉他自己和
學生的負面情緒。
2/3/2018
2:30 5- :00p.m.

48

。

根據意見統計，衰， 有老師反映在
工作坊中，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
要多進行呼吸掠習，是減壓的好
方法。有86%老師認同工作坊內
容對他們有幫助。

訓輔及學生支 為擔任工作的老師提供
援組老師正念 深度正念體
、 驗課程。 讓
加油站
他們深入掌握如何運用
簡單而強效的正倉工具
舒緩及轉化自己和學生
的負面情緒為正能量。
/112/20 17
2:30-5:00p.m.

8

。

教師表示學習到一些正念方法及
處理情緒的技巧，當中學習到利
用不同的方法抒緩學生的負面情
緒。

透過多元化活動，學生表示能學
習到放鬆，留意到自己的身體狀
況及情緒，積極面對事情，並學
會表擅自己的想法和戚受。

J

J

5/112018 ' 2611 ' 9/3
的/3

4巧.
J

家長84

根據檢討報告，家長的的投入和
參與程度都 很好，尤其對於 「正
念」靜心的活動，所有家長都能
參與 ，而當分享峙，部份家長都
積極分享戚受。

J

11巧

10:∞-11:30p.m.

22/1/2018
1 :00-3:30p.m.
此表格/指引可較優質教寬基金摺頁hllp:!!qe(.or置.fIk h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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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困難及解決方法
「尋找金銀島」 正念SEN學生培訓:
1 由於 6位參加者均是S間學生，各 自有不同情緒及行為上的問
題，故參加者偶有發生衝突及不愉快經驗。故此，於課堂上安排學生輔導員協助，觀察各 學生表現，有
需要時學生輔導員便介入及處理，以令學堂能順利完成。另外，對於 一些問題較多和難處理的同學，安
排個別面見，針對個人情況再作輔導，以提升小組內容對同學的效能。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It{(/):llae{.or!!.fI k下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