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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 2016/0486 計劃總結報告

甲部

沿途有你 -與「好心倘fAJLlftZI計創有關計劃名稱: r尊重生命，逆埔同行I一

機構/學校名稱:香港家品的i�;f:11向(協作f倚門::顯聞中學)

計劃進行時間:由且主立立(R/.氧)至也♀立述(方/彷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繭，誇先詩一:閱認ri運fJ:教育!i-.主計畫7l給詰宇晨2.哇，i寫jE亨1.1 0 

請男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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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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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姓人款們{又陳淑儀女士

高級經理(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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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負責人姓名:

可十謹ij媳謊報告-7頁豆豆「網上計鄧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出校監/ �建構主
管其代表機構答?約是質教育基主撥款臨議書的人士確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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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4 DEC 2018 

簽名:

日期:



1. 目標的前踐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路...".... 

生

F為-主• 

長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
的活動 程度

目標一: 安排中一同學填 達標
利用有效識別工 寫學生需要調查
具，及早識別精神健 1.1 (HKSIF) 
康及抗逆力有較大
需要的初中學生
目標一 : I r正向人生路J I達際
對指定級別學生作 樂觀思維系列﹒
.J::面 預防教育工作 正向看逆境

活動通訊(兩期) 達標

目標二: 個人探索小組 達標
提升學生自我效能
鼠，以加強他們處理
逆境能力，促進精神
健康

「迎刃有餘」歷 達標
�î.成長挑戰營

“蜜蜜送"校本義 達標
工培訓及服務

從�(f，�z�!i訊:12 達標

小組分事會 鐘才票

目標一 : 逆風前航 - 如 達標
支援家長對學生精 何提升子女抗逆
i呵!iiEHT及抗逆力的 力家長講座

認識及掌握ffE.對技
巧

司r

達到目標
的證校或指標

全級124位學生完成問卷
完成評估後， 精神健康及抗逆力有收大需要的
同學被識別出來i衷于土工及學校進一步跟進

目標一)誕參加者了解保持正面態度有助面對逆境
98%參加者表示達目標

目標二)讓參加者掌握以正向面對逆境的方法
98%參加者表示遺蝶

目標一) 加強學生對青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的認
識

100%參加吝-表示遺標
目標二)提升學生應對青少年的抗逆力及 精神健康

的技巧和策略
100%參:JJn者表示達標

目標一) 提升情緒管理的技巧和能力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 加強解難的技巧和能力
100%參加苔，表示達標

目標三) 學習和應用有效的減j但方法
100%參加拉表示達標

目標一) 提升解味能力
92%參加者發示達標

目標二) 深化對抗逆境的能力
92%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強化朋輩間的互相扶持
92%麥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一)提升正面處理精神健康的方法的認識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分享正面處理精神健康的方法給同學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一)重溫在活動中的體驗和成長
100%參加者表示遺標

目標二)鼓勵自己將成功 經驗應用於日常生活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一)深他階段性學習整理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加強正面積極的信念
100% :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一) 提升家長對青少年抗逆力的認識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 提升協助于女面對逆境能力的策略
100%麥加者-表示達標



「一一一- 「破風」親子日 達標 目標一) 促進 親子淌過
營(校內篇)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及家庭關你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校本嘉許11: 達標 目標一)重溫子女在活動中的體驗和成長
100%今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鼓勵子女將成功經驗應用於日常生活
100% J�吾加者表示達標

活動通訊(兩期) 達標 自伸一)加強家長對青少年抗逆力及給神健康的認
i龍

100%令加者表示達標
目標二)提升家長應對青少年的抗逆力及精神健康

的技巧和策略
100%麥加者表示達標

老 目標一: 教師工作坊 - 達標 目標一)認識學童自殺訊號
師 支援老師對學生精 學，童自殺 - 及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神健康及抗逆力的 早識別及有效處 目標二)了解自殺初步評估
認識尺幸fE'í1Jf.拉到H 理工作坊 100%參泊者表示達標
巧 目標二)練習合適溝通和介入

100%參加者表示注:標
活動通訊(兩期) 達標 目標一)加強老師對青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的認

識
100%參加者表示遺標

目標二)提升老師也:對青少年的抗逆力及精神健康
的技巧和策略

100%參加者表示達標 一一一

2. 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計劉影縛
2.1學生方面:

本校中二學生參加計劉初級 預防活動後，都表示活動有助加強他們正面面對逆境的態度 ，同時 掌
握不同的方法，運用不同的資源去面對逆境。
參加次級預防 介入的學生，透過個人探索小姐，提升了情緒管理、解決困難、正面思考及壓力處

理的技巧和策略，有助強化學生的正向思維及抗逆力。義工培訓及服務，講同學掌撞精神健康的
知誠，通過服務的過程，向同學、老師及家長傳送正向能量。歷奇挑戰營有效提升學生之間的遠
較及歸屬戲，加強學生的支援網絡，有助提升他們面對逆境的技巧和勇氣。
從學生填寫的活動檢討表、老師、家長及計創主任的觀察，學生透過參加本計創後在自我效能及
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均有 一定的提升。

2.2教師方面:
本計創的老師參加了[學童自殺 - 及早織別及有效處理J工作坊，有 助提升教職員對學生情緒困擾/
自殺辨識的敏銳度， 認識了處理的策略與技巧，增加了處理精神健康有需要的學生的信心，參加老
師均表示會嘗試運用學到的方法和技巧。

2.3家長方面:
家長透過參加家長 講座、親子日營、校本嘉許tg及活動通訊，能掌握參加學生在計劉中的 經歷及轉
搓，使他們明白關注學生的精神情緒健康，陪伴學生經歷成長的 重要性，及掌握提升抗逆力的技巧
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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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評鑑計創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此衡量準則

表二:預算核對衰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f/!J:妓院武力的全1月 (甲)

職員薪酬 149，808.00 

服務 13，400.00 

一般開支 36，792.00 

3. 1按直接受惠人士敏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許際 支出:$ I S-Uíli5.67元
受惠人做: 510人
(學生:200人，教師: 70人，家長:240人)
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立皇斗元/每人

3. 2計劉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緻性

，自際支出
(乙)

134，679.57 

7.000 

43，006.10 

變更
[(乙)-(甲)] / (甲)

+1一%

-10.09% 

-47.76% 

+16.89% 
一J

﹒ 計劉資料會整理及歸擋，協作學校可以向申請機構借用，作將來校內活動的參考。
計創內收集的學生資料、活動檢討及參加者意見，均已整理及交給學校作報告及跟進之用，以便
學校將來作相關培訓及支援。

4. 成品及推民擴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衰三:計倒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種類、名 及推廣價值評鑑 (例如模式、日期等)

稱、妝盟等) 及反應
活動通訊(兩期) 兩 期活 動 通 訊為學 - 於 2018年 4月及 7月派發
1 . r拱樂七式」 生、家長及老師提供 給初中學生，家長及老師
2 . r {f{illlj KOL J 精神健康策略資訊， ﹒ 學生、家長及老師普遍歡
(各300本) 協助加強 學 生 抗 逆 迎通訊，對通訊內容廠覺

力。 正面，認為部份內容能代
表他們的，心聲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 i
介及可供推介的可行性?
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值得推廣
小冊子已派發給參與|
學校作參考之用



S. 活動一拉表

表四:活動-��表

活動 活動日期/
性質 時期

問卷

10. 2017 
會話 5.2018 

7.2018 

培訓 11.10.2017 

工作坊 10.10.2017 

小組 15.11.2017 
-11.5.2018 

工作坊 23.3.2018 

日營 23.6.2018 

概略說明

學生需要;Jlij杏
(HKSIFI.I) 

學校聯f紫及了;:備

教師工作坊 - 學童
自殺 -及早識別及
有效處理工作坊

「正向人生路」樂觀
思維工作坊:正向
看逆境

個人探索小組

逆風前航 - 如何提
升子女抗逆力家長
講座

親子日營(校內篇)

參加人數
參加 者的回應

學生 家長 教師

124 共收回124份問卷，為有需要學生進一步跟i
進

計劉主任與學校緊密合作，訂立適切學生及8 
計劃需要的時間及方案

介入技巧
活動切合主題，例子引人入勝，極好
非常專業
盲簡意精

70 個案處理分享
課程輕:I�.��
互動活動
經驗分享，個案扮演及分析
時間控制
令設有所屬觸的短片
自弟只有教育意義
面對逆境要努力
面對逆境

124 講得詳細，令人容易了解
學懂正面面對
能夠更了解甚麼是逆境
視力考驗，多角度思考
可以有更多遊戲

17 
. 團體活動
﹒ 喜歡影丹觀覓﹒

提醒了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但被
忽略之處

更深人地了解到子女問題中忍心放手的
重要及好處28 
好有敢發性和輔導性 (有實例111ustrate) 
提醒父母自身態度，自身管教問題
很到題，提醒家長用愛去幫助孩子增強抗
逆力
整甜品

4 
活動豐富

11 9 活動內容
氣氛相當開心



17 EI 
‘蜜蜜送"校本義工 好玩
培訓 ﹒ 整食物- 6.2018 
“蜜蜜送"校本義工 - 可以學懂製作零食來表達心意服務 服務

124 1 1 70 
﹒ 充足的時間

活動有趣，刺激
夜行和高此盤這兩個高難度活動
很多新運動興起“迎刃有餘"歷奇成 12 1 I 2 1. 夜行宿營 4 - 5.4.2018 

長 壘�ki\iI宜去11D內 呂
設備十分好
環境好
玩的時間加多

小組*8 118 - 小組分享會 16 I I hTi望明年可以繼納參加123.5.2018 
﹒老師與姑娘的關心很正
﹒活動分享嘉許m 123.6.2018 校本嘉詐的 11 I 9 I 4 ﹒可以知道子女的情況

時間可以加長小小
學生、教師及家長普遍歡迎通訊，對通訊
風覺正面

出版 4-7/詢問 活動通訊 (兩期) 1 200 1 240 1 70 
認為能 加強對學生精神健康及抗逆力的

6.計劉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6.1財政調動

變更項目 預算款項

小組分字會
活動物寸，.

$100 x 16節= $1‘600 

雜J(j $2，292 

*優質 教育基金已知悉並同意有關變動

關注

*調動後款項 備註
活動物訂 由1吠，�f"l此長挑戰營的服務(.iq.師

$157.63x16節=缸，522 贅� )的剩餘款頃崩動$922 .五此活動

Fjf正協tf;J:內的手文之挾，總財
$1，292 

政預'.ûít持不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