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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6/0663 

甲部

計劃名稱 r尊重生命﹒逆境同行J ( r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

機橋/學校名稱: 循道衛理楊農社會服務處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計劃進行時間:自 11/2017 彷/拘至 10/2018 r:身詢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總結報告填寫措5/J.

請另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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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清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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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活動一覽表

6. 計劉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龔嘉敏

計劃負責人姓名:

簽名:

日期: 3ij IJ..{二!..o ; (s 

陳艷寧

受款人姓名費:

簽名:

日期:
:. 1 " v I t"'ll 

*計劃總結報告藥經「網上計畫j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混為已經出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室主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htt/J://qe{.orf!.I，k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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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的活動

目標一: 活動一:

及早識別及支 問卷調查

援抗逆力低之

初中 學生

活動二:

「正面思維」及「享受

生活」逆廣同行挑戰計

劉

目標二: 活動一:

提升學生抵抗 「正面思維J -開It\快樂

及處理逆境及 心理健康講座 (中一)

各種但進精神

健康的保讀因 活動三:

素 健康教育日提位遊戲

(中二)

活動一:

學生精神健康大使培訓

目標一: 活動一:

提高家長及老 建立正面文{七-逆境同

師對學生的抗 行老師培訓工作坊

逆力的認論及 活動二:
掌握跟進輔導 親子活動
技巧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達到85% 透過向中 一同學派發識別問卷﹒

即時填寫﹒並收回85%的問卷作

分析﹒能識別出12位中 一同學有

情緒困擾問題﹒

達到93% 活動後透過向同學派發活動問

卷﹒收集意見﹒

93%同學表能認識結神健康 ﹒又
能認講朋友。79%同學認為活動

能提升主動分享﹒認為活動好玩

和有意義﹒

全部達到 一位社工同學到 中一班房進行工

作坊﹒透過互動﹒每位同學分享

7壓力來源及滅壓方法。

全部達到 挽位遊戲設計以認譜混壓方法和

認識行為、思想及情緒的關像為

主﹒讓同學了解壓力來源及認識

精神健康保謹因素。

全部達到 活動後透過向同學派發活動問

卷﹒收集意見。

92%同 學認為能認識精神健康﹒

100%同學認為能支援抗逆力弱

的同 學﹒

全部達到 參加活動的老師均認為對學生有

更多的認識及 應對技巧﹒而且亦

能學習放鬆的技巧。

未能達到

此表格/指引可於1優質教育基金網頁!tttv:llaef.oTf!.hk下載﹒

未能達到目標

的理由

另有15%的同 學拒絕

填寫﹒

另有7%同學認為小

組人數太多﹒太晴

吵﹒人數太多令小組

未能順暢地進行﹒有

部分不守規矩的同學

需被老師帶離小組，

較少機會投入活動。

活動只有11位同 學

參加，並沒有家長參

加活動﹒而當日出席

活動的同學認為活動

能感受快樂及放鬆心

情 (問卷調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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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95%達到 透過活動後問卷調查得知91%家

建立正面文{七-逆攬同 長增加對情緒問題的辨識及應對

行家長培訓工作坊/IJ\ 壓力 的方法。 而90%家長亦 表示

組 學習到親子相處及溝通技巧。

表二:預算核對表

學更 登動原因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賀際支出 [ (乙)-(甲)] / (甲)

(根護協議書辯護D) (甲) (乙) +/- % 

半職社工薪酬 146，311元 146，311元 0% 

學 生需要調查 500元 0元 -100% 因分析結果由同 事處

理﹒故不用支出。

「正面思維J -開心快樂心理 4，000元 982元 -75.45% 因講座由駐校社工帶

健康講座 呵， 領﹒沒有外聘導師，

建立正面文{I:-;-逆境同行老師 4，000元 0元 -100% 自講座由學 校醫教社計

培訓 工作坊 劃 的姑娘及學校的教育

心理學 家主講，不皈取

費用。

「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 的，000元 18，826.6元 -0.91% 

-逆境同行挑戰計劃 (20人)

-成長小組 、深入訪談、義工

服務 、宿營訓練、親子活動、

戶外活動

建立正面文{七-逆境同行家長 4，000元 2，520元 -37% 由兩次工作坊中，其中

培訓工作坊/IJ\組 一次由學校醫教社計劃

的姑娘主講﹒不需費

用。

「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 2，000元 0元 -100% 由沒有空間及需要性﹒

活動通訊 故此部分活動取消。

學生精神健康大使培訓 14，000元 7，763.7元 -44.55% 因大部分活動在 學校進

行﹒故支出不大﹒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購買"悔:11{Je(.OT1?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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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

雜項

總結

5，000元 4，500元

1，189元 0元

200，000元 180903.3 

表三: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寰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種類、名輯、 (例如模式、日期等)

數量等)
及推廣價值評鑑

及反應

沒有產品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惜時說明 參加人數

(偶如座談
(頓;如日期、主

其他
題、地點等) 學校 教師 學生

會、表演等) (請註

明)

學生需要謂 日期 : 90人
畜 6/12/2017 及

5/1/2018 

主題 : 識別情緒困

擾問題

地點:中一各班

「正面思維」 日期 : 90人

-聞JG\快樂JG'、 6/12/2017 及

理健康講座 5/1/2018 

(中一) 主題 : 認識壓力來

源及澱壓方法

地點: 中一各班

此表格/指弓同齡最質教育基金鋼頁Iztto://ne(.or!!.!tk下載﹒

-10% 

-100% 沒有需要使用﹒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 請建講推廣模式

參加者的回應 變動項目及原因

透過向中一同學派發 日期及時間﹒
識別問卷﹒收回85% 因學校已安排每l
的問卷作分析 .能識 過活動時間﹒只能|

別出12 位中一同學 於己安排的週會
有情緒困擾問題。 課加插時間進 行

學生需要調查﹒

透過互動﹒向同學分

享了壓力來源及液壓

方法﹒ 同學對活動技

入﹒各人均分享7身

遲或個人的壓力來
j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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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思維」 日期:
-開心快樂心 14/3/2018 
理 健康講座 主題:
(中二) 認論)兩壓方法和認
「健康教育 論行為、思想及情

日」攤位活動 緒的關棒、
地點:學校操場

建立正面文 日期:
{七-逆境同行 11/1/2018及
老師培訓工 23/8/2018 

作坊 主題:
(1)自閉症學生情

結需要及應對
(2)靜觀工作坊
地點:學校

「正 面 思 日期:
維」及「享 26/2、12/3、
受生活J -逆 19/3 、16/4、
境同行挑戰 23/4、30/4、
計劃(20人) 7/5、14/5、

-成長小組 21/5、
28/5/2018 
主題:
學習正面思維
增強抗逆力
地點:學校

-義工服務 日期:12/5/2018 
主題:
增加正面經驗﹒分
享快樂
地點:何文田區

-親子活動 日期:8β/2018
主題:
透過蛋糕製作﹒加
強親子合作
地點:觀塘蛋糕店

183人

(1)30人
(2)22人

22人

-， 

1人 11人中一
12人中二

11人

此表格/指吾!可於種質教育基金網頁http://qeíorg.}Jjs_下載﹒

透過遊戲-認識滅壓 中一級活動改為
方法、行為及情緒的 以「健康教育自」
關聯性。但因同學於 形式進行﹒以展覽
攤位時太雀躍，故義 及獲1位遊戲形
工未能一一詳細講 式﹒認全校同學均l
解精神健康的訊息。 可參與﹒認識精神

健康﹒
(1) 日期﹒
所有參加活動的老師 因學校認為1月
均表示提升對自閉症 份考試時期老師
學生的認識及情緒{七 較有空間進行培
時的應對 訓﹒故改期﹒另希
(2) 望新入職老師認
所有參加活動的老師 識計劉﹒改8月進
均表示能還個「靜觀」 行﹒
槍案自己情緒及得到
放鬆﹒
93%同學滿意活動﹒ 推行日期。
認為可以認識閉友﹒ 因12/2017至
亦認識精神健康的資 1/2018才舉行學
訊，及有86%同學認 生需要調畜.
為能但進主動分享﹒ 1/2018處理問卷

結果及邀請老師
推龍有需要的學
生參加﹒故2月尾

才開展活動﹒

出席的同學認為活動
過程需要自行構思帶
給社區人士歡樂的行
動 ﹒叉製作7曲奇派
發﹒帶給社區人士歡
樂。
活動只有11位同學 家長不熱衷於參
參加﹒並沒有家長參 加親子活動﹒

加活動。而當日出席
活動的同學認為活動
能感受快樂及放鬆I�\
情(問卷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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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營訓練 日期:
9-10/7/2018 

主題 :總結計劃﹒

嘉許參加者﹒突破

自我

地點:黃宜)Ytj青年
崗區:，

建立正面文 日期: (1)10/3 及

他-逆境同行 (2)21/9/2018 

家長培訓 工 主題:

作坊/小組 (1)辨識青年情緒

問題 及應對壓力方

法

(2)認論升中學生

的轉變

地點:學校

學生精神健 日期:

康大使培訓 18/12/2017、

8/1、22/1、29/1、

5/2、12/2、26/2、

1/3、12/3、15/3、

12/4、19/4、

23/4、30/4、7/5 、

17/5/2018 

主題 :

(1)掌握基本對情

緒問題的辨識

(2)學習簡單的溝

通 方法

(3) 協助中一同學

進 行活動

地點:學校

日營 日期: 5/3/2018 

主題:

(1) 認識情緒問題

(2)建立國隊

地點:西貢青協營

地

2人 22人

(1)1人

(2)1人

中二同學

16位

中二同學
12位

i能表格/聶哥i可按價實教育基金鋼頁httv://(fef.orf!.hk下戰﹒

. 

95%參加者滿意活 訓練營於7月進

動.91%參加者認 為 行﹒因整體活動推

活動能夠增加正面經 避開展﹒小組 開展

驗、認識朋友及突破 至5月尾後學生

自我﹒ 參加者認 為訓 需 準備考試﹒故 7

練營可以看到不同學 月暑假時才可進

物. 有歷奇挑戰﹒更 行此 活動﹒

希望活動時間加長﹒

家長 (1)100%家長滿意活 因3月已進行一

(1) 動.91%家長認為能 次家長講座 .不想

11人 增加對情緒問題的辨 太密集及未見家

(2) 論及對壓力的認識﹒ 長需要性﹒故 改至

26人 更學習到讓自己放鬆 9月聞單﹒對象為

的方法 ﹒ 中一家長﹒

(2)95%家長滿意活

動 . 90%家長認詣能

7解到升中子女的轉

變﹒亦學習到與子女

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92%參加者同意活動 原訂計劃為 5節

能認識精神健康課 小組﹒但需與學生

題 .100%同意活動中建立關像、準備義

能夠可以支援抗逆力 工服務等﹒需延長

弱的同學﹒參加者認 小組節數以配合

為活動有趣﹒而且富 計劉工作﹒時期更

有意義﹒ 增加7.活動延至

另外﹒工作員觀察到 8月進 行。

活動能夠 培養中二同

學的耐性及包容﹒中

一同學的紀律 及秩序

難以控制﹒中二同學

雖然 一度想放棄協助

活動﹒但都因為責任

心及中一同學的需要

性而繼續活動﹒

92%參加者滿意活動

安排 -認為能夠學習

到抑鬱症情況及協助

的方法﹒另外﹒滿意

團隊活動一游繩下

降﹒能鼓勵自己多種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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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 日期: 14/3/2018 

育日 主題:

(1)讓同學認說情

緒與 行 為的關

像
(2) 學習滅壓的方

法

中二同學

12位

及

全校183

位同學

此表格/措弓i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htto:llaer.ort!.hk下載﹒

因攤位形式進 行﹒沒

有收集問卷。

工作員觀察到攤位頗

受歡迎﹒同學投入 .

而且禮物亦 換領得很

快﹒遊戲簡單易明﹒

適合同 學。但展覽架

裝置位置不好﹒同學|

未能閱讀到當中資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