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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I教 育 基合
‘三益Qlluli仰llc:\tion Fund M:PRlC 

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 2016/ 0838 

報告涵蓋時 間 :自1012017 (}j /1F)至 1012 0 18 (見/年)

甲部

計創名稱: 擁抱 生 命 ， 正我心 靈 -與「好 心 情 @學 校」 計 劉 有關" Think 
Positive' Embrace Life - related to the "Joyful@School Campaign" 

機 構/ 學 校名稱:明愛馬鞍山中 學(協 作 機構 ，

計創涵蓋時間:由 01几0/2017 (}j/竿j至 3111012018 (月/年)

乙部
填寫本部分爺，語閱蠻「優 質 教 育 基 金計輯進 度報告填寫指引y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下列範疇報告 計 劉 進度:
1.在報告涵蓋期 間 內 的活 動 內容
2.在報告涵蓋期 間 內 的 計劃變動*(如適用)
3.自我評鑑計劃 的成效， 需清楚列舉 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成果及經驗推廣 (如適 用)及外間 對那些推廣活 動 的反 應

計劉負責人姓名: 受款人姓名:

簽署: 簽署:

日 期: 叫/0 r / Jor r 日 期: 2 1 JAN 2019 

子對於合約條款未有容許的變動，受款人需事先向優質教育基金另外遞交書面申請。

*計鑽進度報告須經「網上計數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棍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管或

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恕。

此表格/指引可於體質教育基金娟頁hllp:I/({ef.o/'g.hk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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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數評鑑峙，請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指弓!提供參考，讓計費j負責人/小組反思計割的
成效。

1.能否建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劉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峙，須包括以下項目f荷激賞料可按平t/f(j，件pg著一卸般式，說I)l.鹿種淒淒孩�
S為:

一目標陳述
一與目標相闊的活動
一目標達成程度
一目標達成的證據或指標
一如不能達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2.計劃影響
按照証控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規野
一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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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教師提俱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改善學習氣氛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盤衛彭象
一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齡十倒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拼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劉協言鐘書附件二。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劑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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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計創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一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劉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制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一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劉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f荷1111員料可'fff$ff1;件內辜會王的授王C?!lffJ) : 

一成品說明 (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寰及推廣價值
一己舉辦的推廣活動 (請列出日期、棋式等) I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織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創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創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請列出計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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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游資秤可丘幸存七月7件pg;主管l!JltIY

格式，或以簡短接落影式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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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鋼頁h1112://Cfe[gIJ!，hk下載﹒



說明目標

目標一:為學生提供情
緒支援，為受情緒困擾
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
組輔導。

目標一:增加學生對情
緒、壓力的認識，學習
建立正面思維及情緒。

目標二:提升學生對朋
友的情緒危機的察覺
力，學習支援及協助求
助，建立互助的文化 。

活動內容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與目標相關
的活動

活動一: 接觸 及認識學
生，建立關條課室探訪

活動二 :個案咨詢
活動一:小組輔導 :r快樂
有理」

活動一:正向午間小聚
活動二 : r至正像我J 學

生講座
活動三: r管理好情緒」
學生講座

活動一 : 伴我啟航朋輩支
援計劃一 訓練課程
活動二 : 伴我啟航朋輩支
援計劃一 學長及弟活動
活動二: r擁抱生命，正
我心靈」通訊 ( 共兩 期)
活動四: 互動講座: r察
覺朋友的需要』 學生講座

達標程度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此表格/指引可於種質教育基金謂頁hUD://(/e{olvz.hk下載﹒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

的證接或指標 標
的理由

8 0個個案咨詢及7個情緒輔 NA 
導。透過抽樣訪問，八成半成
學生滿意個別咨詢/情緒輔導
服務。課室探訪160名中一至
中五學生。

活動一中，透過問卷調杏 及 NA 

導師觀察，全部學生積極參
與，九成參與學生都表達喜歡
活動內容，活動分二期進行(有
中國剪紙、拼貼及手作紮染)。
各期有7-10名學生參與。

活動二 及一，叢中一至中五學
生認識正向思想和積極生活，
讓他們面對逆境之道，懂得求
助之道。講座進行中 ，老師觀
察學生專注聆聽，積極回應。
活動以問卷評估成效。
活動一及一，以老師和導師觀 NA 
察及問卷評估成效。8 5%學長
認為自己能發揮學長的作
用，主動關懷及鼓勵學弟/學
妹。8 5%學長認為學長學弟活
動能協助他們更快認識學
校，適應中學生活。在活動時
間以外，每一個學長都有主動
接觸及關懷學弟妹。75%學弟
妹滿意這個學長學弟活動。
75%學弟認為學長能在活動
中協助我更快認識學校，適應
中學生活。
活動三，以抽樣訪問作成效評
佑，全部學生及家長都知悉通
訊的傳遞及推廣好心情的內
容。成效達標。
活動四，以老師觀察及活動後
問卷評估成效。8 3%同學們能
掌握正面聆聽的技巧。77%學
生表示講座能擺他明白通過
觀察朋友的需要， 73.9%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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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提升家長對青
少年子女情緒困擾的
認織及支援能力 。

目標五:增強老師語、識
及識別青少年精神困
擾的認知，強化對學生
支援能力。

活動一:家長講座 「情緒
管理與正向管教」
活動二 :家長 跟進工作
活動二: r擁抱生命，正我
心靈」通訊(共兩期)

活動一: r識別及輔導 受情
緒困擾之學生」教師講座

活動二 :r青少年情緒急救
工作坊酌情健真人 圖書館」
(額外加開培訓)

表示講座能幫助他們通過識
別動作、語氣等，明白朋友的
需要。成效達標。

全部達到 講座順利完成，分初中及高中
家長組進行。透過問卷調查 ，
70%參與家長認為講座能提升
家長的親子溝通及管教技巧。
75%參與家長表示日後有興趣
參加此類講座。
透過電話輔導，家長能了解子
女的想法和需要，並掌握與子
女的溝通技巧。透過抽樣電話
訪問， 90%家長認為電話輔導
幫助他們明白子女所面對的因
難和情緒需要。 另外，學生及
家長從兩期通訊中獲得正向思
維的資訊，大部分家長贊成過
訊能傳遞正向情緒和減壓的方
法 。

全部達到 透過問卷調查 ，全體同事認為
講座能幫助他們認識學生自殺
的評估、介人和處理方法。 75%
老師及宿舍同事認為講座能加
強他們面對學生進行自殺危機
評估的信心。100%老師及參與
訓練的同事認為工作坊增加他
們對常見精神健康的認識，及
85%參與者認為訓練能幫助他
們緩和學生情緒激化的技巧。
他們表示能親身與真人 圖書接
觸，了解精神病，可消除對精
神病患者的標籤。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樹立自座
(例如日期、主題、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地點建島 (請註 參加者的回應
談會、表演 明)

是勢
接觸及認識 20 1 7年10 月至 20 18年 。 。 24 7 NA 80 個個案咨詢及 7個情緒輔導，85%

學生、個案輔 7月 學生滿意個別咨詢/情緒輔導服
導 務。課室探訪 160 名中一至中五學

一一 生。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謂頁httD://ae{o惚.hk下載﹒

NA 

NA 

計劉
完成
百分
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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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工作坊 「伴我敵航朋雖支援」 。 2 7 NA 工作坊介紹正向心理， 提升學生的 100% I 
學長訓練 正向溝通技巧、朋輩支援及回應情

緒的方法 ，提供正向思維訓練給學
2017年10月19日、2 6 長。
日、11月2日 及9日(共 工作坊順利完成，參與學長投人活
四節) 動，學習如何正面地鼓勵學弟妹。
地點:學校104A室 100%。參與學長能於訓練中在發現

自己的性格特質， 85%學長衰示有
足夠信心和決心接觸學弟妹。

朋輩小組 「伴我敵航朋輩支援」 。 5 10 NA 小組順利完成， 並於 5月3日進行 100% 
計劉 學長學弟活動 頒獎暨大食會活動，藉此回顧學長

學弟活動和成長。 85%學長認為自
2017年11月16日、30 己能發揮學長的作用，主動 關懷及
日、201 8年1月4日、 鼓勵學弟/學妹。 85%學長認為學長
2月8日、 3月8日及 4 學弟活動能協助他們更缺認識學
月12 日 校，適應中學生活。在活動時間以
(共六節) 外 ，每斗回學長都有主動接觸及 關
地點:學校104A室 - 懷學弟妹。75%學弟妹滿意這個學

長學弟活動。75%學弟認為學長能
在活動中協助我更'抉認識學校，適
應中學生活。

學生小組 正向午間小聚 。 。 43  NA 小組順利完成，全部學生積極參 100% 
與J 90%參與學生都表達喜歡活動

201 8年1月2日、l 內容 ，活動分二期進行(有中國剪
月29日、2月5日、2 紙、拼貼及手作絮染)。各期約有
月12 日、3月5日、4 7-10名學生參與。今年加 推旱地冰
月9日、4月16日 、 4 球體驗活動，學生反應熱烈，有21
月23日、5月17日及 名同學參與， 85%學生表示喜歡球
24日 (共十節) 類及戶外活動。 建攝下年繼續推廣
地點:學校104A室 旱地冰球、藝術及手工活動，並在

午膳後舉行。
學生講座 「至正像我」學生講座 。 11 133 NA 講座讓中一至中五學生認識正向思 100% 

想和積極生活 ，讓他們面對逆境之
2017年11月8日 道 ，懂得求助之道。講座進行中，
(週會時間) 學生專注聆聽，積極回應。

講座順利完成，遞過遊戲、分享、
地點:學校禮堂 J 互動及短片傳遞正向思維。73.7%學

生認為講座幫助他們了認識正向J心
理學的基本概念、 積極生活的方
法。 大部分學生表示講座播放許多
有趣的影片，幫助他們認識
rpositive正」的意義，講座可幫助

他們在于解壓力， 也讓他們知道如何
正面思考。
由於當天有3班學生外出進行身體
檢查，另有22 人參與精神健康CBT
認知小組，因此參與人數少 於200
人。

I
li
--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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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措引可於鐘質教育基金網頁htt12:lkLeLm_rUlk下載﹒



4清 優 質 教 育基合
‘三尬 Quality Bducatio 

學生講座 「管理好情緒」學生講
座

2017年11月15日
(盟會時間)

地點:學校禮堂

學生講座 「察覺朋友的需要」學
生講座
201 8年 1月31日

(週會時間)

地點:學校禮堂

學生小組輔 「拱樂有 你(理) J學生
導 小組

201 8年1月29日、 2
月5日、2月1 2日、3
月5日、3月1 2日、4
月9日、 4月16日、4
月 23日、5月7日、5
月14日 (共十節)
地點:學校1 04A室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r情緒管理與
正向管教」

2018年2月8日

地點:學校1 04A室及
學校圖書館(地下)

J 

。 16 137 

。 6 99 

。 。 83 

。 2 。

i能表格/措弓i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恤�p://({e(o，.g.hk下載﹒

NA 講座讓中一至中五學生認識個人的 100% 
情緒變他，了解管理情緒的基本概
念。講座欒他們調整思維，積極面
對困難和挑戰。
宮時E自順利完成，透過遊戲、分享、
互動及短片，奮起學生覺察自己的情
緒及如何處理負面情緒。9 0%學生
認為講座幫助他們以積極的方法面
對情緒。大部分學生喜歡 「拳搶糖」
遊戲及短片部分。
由於當天有 22人參與精神健康
CBT 認知小組，因此參與人數較預
期少 。

NA 講座讓中一至中三學生學習互相欣 100% 
贊同學的優點，包容他人的缺點。
學習察覺朋友的情緒變化和需要。
講座順利完成· 83%同學們能掌握
正面聆聽的技巧。77 %學生表示講
座能讓他明白通過觀察朋友的需
要'73.9 %學生表示講座能幫助他們
通過識別動作/語氣等，明白朋友
的需要。建鐵下年 QEF講座主題包
括認識精神健康、 焦慮症、抑鬱症
及如何面對。

NA 學生學習情緒管理和 建立正面信 1 00% 
念 ，如何察覺、抒發內心的需要、
釋放壓力和提升自我
透過組前組後問卷，評估學生參與
小組後的改變。80%學生參與小組
活動後，認識自己的個人強項及情
緒表達方法。7 0%學生提升正向情
緒及覺察自己的情緒變化。9 0%學
生喜歡小組內容· 80%學生喜歡從
遊戲及影片討論學習。個別潛危學
生護安排轉介駐校 社工持續跟進他
/她的情緒需要。

21 總參與家長能了解子女的想法及需 100% 
(家 要，減少 雙方的衝突。

長) 首詩座順利完成，分初中及高中家長
組進行。7 0%參與家長認為講座能
提升家長的親子溝通及管教技巧。
75 %參與家長表示日後有 興趣參加
此類講座。
建議下年度家長講座可繼續分初中
及高中家長組進行，講題有關精神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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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講座 教師講座 「鐵別及輔導 61 。 。 幫助老師剖析學生常見的情緒問題 100 %  
受情緒困擾之學生」 及輔導學生情緒的技巧。

全體同事認為講座能幫助他們認識
2018年5 月21日 學生自殺的評估 、 介人和處理方
地點:學校禮堂 法。 75 %老師及宿舍同事認為講座

能加強他們面對學生進行自殺危機
評估的信心。85 %同事認為講座能
提升他們面對學生自殺危機評估的
技巧。 98%同事對訓練非常滿意。
大部分同事喜歡摸擬訓練環節 ，質
用地討論怎樣跟 學生傾談自殺問
題。
建議下年 度教師講座可進階探討如
何協助情緒困擾學生，指引老師如
何處理實 例。

教師講座及 「青少年情緒急救工作 9 43 。 NA 透過青少年情緒急救工作坊，讓老 100 %  
工作坊 坊及精健真人圖書館」 師及宿舍職員明白處理與精神健康

相關的危機。例如:學生出現精神
(額外加開教師專業培 病病發、暴力行為及自殺念頭和行

首11) 為。
1.100 %老師及參與訓練的同事諒為

2018年8 月27日 工作坊增加他們對常見精神健康的
地點:學校禮堂 語、誠，及85 %參與者認為訓練能幫

助他們緩和學生情緒激他的技巧。
2.他們表 示能親身與真人圖書接
觸 ，了解精神病，可消除對精神病
患者的標籤。

通訊 「擁抱生命，正我心靈」 。 。 200 NA 學生及家長從通訊中獲得至正向思 100 %  
(第一期通訊) 維的資訊，在面對成績表派發的時

主題:面對成績衰派發 穢，傳遞正向情緒和減壓的方法，
2018年 1月 幫助學生面對成績的正向態度。

電話輔導 家長跟進工作 O
. 

。 。 8 (家 透過電話輔導 ，家長能了解子女的 100% 
長) 想法和需要，並掌握與子女的溝通

技巧。 90%家長認為電話輔導幫助
他們明白子女。

通訊 「擁抱生命，正我心靈」 。 。 200 NA 學生及家長從通訊中獲得正向思維 100% 
(第二期通訊) 的資訊，在暑假開始前，藉通訊向

主題:善用餘暇，夏 日 學生 建鵲合宜的暑期 活動並說明
FunFunGo 「打機成權」精神疾病的成因及代
20 18年 7月 價。鼓勵學生及家長正視沉逃打機

的影響，並提供一些求助方法及建
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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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劃變動
計劃變動的詳情及理據:
1.1 (伴我做航朋輩支援計翻一學長學弟活動》原設計4節，每節1小時，共4小時(240分鐘)， 

計劉變動成活動6節， 每節40分鐘，共4小時(240分鐘)。理接如下:經 參考學生的上課時
間衰，並與訓導組主任商量後，學長學弟活動建議在午飯後舉行 較可行及以維持理想的出席
率。唯午飯時段只有1小時，絕大部分的學長及學弟都未能有足夠時間吃飯及參與活動。因
此 ，此活動希望改成活動6節， 每節的分鐘， 共4小時(240分鐘) 及延期至4月完成 。變
動後，整個活動增加節數，維持原計劃總時數不變。此 變動不僅加強學長與學弟 妹的互動及
合作機會，更能提供多一點時間 給學長主動接觸學弟 學妹，了解他們的特性，建立默契，達
至更好的聯繫和支援中一 同學。

1.2有關三次QEF互動講座的參與人數較計劃書內的預計受惠對象/參與者的人數較少。原因如
下:

第一節講座: 8/11/2017 共有三班學生(約60 人〉外出進行身體檢查 ， 參與人數比預期少。
第二節及第三節講座 (11月15 日及1月31日)跟一個 校內精神健康認知治療 (Co俱itive
Behavior Therapy )小組撞期，約有20-22 名同學缺席講座。此小組是學校、香港明愛與查這
玄學社工丟失共同舉辦，以供臨床觀察及收集調查數據作研究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狀況。此

小組一連十節於週會時段以認知治療小組形式進行 。學校及社工部 同事考慮過活動，性質、重
要性、校曆活動及人手安排等因素，認為小組不宜改期，而講座亦應該如計劉繼續進行，把
普及精神健康資訊及正向心理學知識帶給餘下大部分同學。另外，因學校也有學生缺席上
學，因此 兩節講座的參與人數未達預期。
第一節講座後，由於預計參與人數較預計少，第二節及第三節(f管理好情緒」及「察覺朋
友的需要J) 學生講座沒有安排2位活動助理(外邀)協助，而變動由項目社工協助 。因此
項目開支節省計預算內的兩位活動助理的導師費用。

1.3 因應學校需要，教師講座「誡別及輔導受情緒困擾之學生l安排上分開兩次進行。
教師講座分別於2018 年5月21日及8月27日舉行(共6小時) 。計劉增加活動次數及財政

調撥的原因如下:
﹒ 因應學年內有多於一位 的學生企圖自殺， 校內有老師及宿舍職員未有相應培訓，因此把第一

次培訓的焦點放在識別情緒困擾及企圖自殺的個案處理。培訓邀請各.，_ r專業
輔導員( 資 深社工 ) 負責，他們已獲得: -方贊助，不再另行收取導師費用。所以 ，
此部分的開支調至津貼第二部分額外培訓用。

﹒ 第二部分的教師講座及培訓i於新學年前(2018 年8月27日) 舉行 ，按學校老師及職員對精
子申健康需專學生的認識作深λ培訓!一主題「青少年情緒急救工作坊及真人圖書館」。此活動
聯同 守 支 金辦，以回應有精神健
康需要的學生作王題講座。本活動並 沒有聘請輔導心理學家，而是與三間 機構合作。因為學
校及機構也認為三小時的互動及體驗活動較座談論座更合適老師的需要。另外，透過 真人圖
書館活動 ，讓受訓教師親身接觸復元人仕，練習聆聽、溝通和回應技巧。經調整 後 ，輔導心
理學家兩小時的導師費足夠資助三個小時培訓服務。以上變動能充分配合學年內學校及教師
的需要，提供適切的培訓給學校教師及新人職教職員。

1.4 (正向午間小聚〉一一因應本 校的學生特質及優點，本 計劃 下學期動用〈正向午間小聚〉的
活動時間 及資源，設計三節午間 體驗活動;旱地冰球一一一種富有挑戰性及趣味性的團隊
運動。15 至20 名學生於午間 參與適量的體育活動及進行比賽，目的除了鼓勵同學多做運動、

認誠旱地冰球及體驗運動帶來的減壓好處，更提升學生的精神健康。是二欠活動的報名反應熱
烈，出席率 較其他午間小聚活動更為理想。

此表格/措弓同齡優質教育基金鋼頁hUo://aefol'f!.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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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評鑑計劃成效
表二:預算核對衰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變更
(根據協美麗書附表昀 (甲) (乙) [(乙)-(甲)] / (甲)

+/一%
職員薪酬 137，844.00 134，089.96 - 2.72% 
服務 40，230.00 38，222.80 -4.99% 
一般開支 18，5 26.00 17，0 25.40 -8.10% 

2.1 目標的實踐
計劃能有效地達到目標，從完成 所有計劃的活動所見 ，包括講座、午間小蔥、學生小組 、朋
輩支援計劃等， 計劃能普及支緩中一至中五學生、個 別情緒有 需要的學生及在校內推廣關注
精神健康。計劃亦如期舉辦家長講座， 提升家長對青少年子女情緒困擾的認識及支援。計創
期內，計劉社工多舉辦.一場培訓予教師， 增強他們識別青少年精神困擾，並及強化他們的信
心及支援技巧。

2.2 活動的成效
﹒ 學生層面
從活動後問卷可見，三個講座能正面幫助 學生認識情緒及精神健康、舒解壓力及建立正向思
維及互助文化 ，透過遊戲、分享、互動及短片，讓 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及掌撞處理負面情緒
的方法。73.7%學生認為講座幫助他們了認識正向心理學的基本概念、積極生活的方法。大
部分學生表示講座播放許多有趣的影片，幫助他們認識fPosi世ve正」的意義。講座也幫助

他們好解壓力， 也讓他們知道正面思考的方法。90.2%學生認為講座幫助他們以積極的方法
面對逆境和困難。84.7%同學們願意學習正面聆聽和觀察朋友的情緒變他。77%學生表示講
座能讓他明白如何通過觀察朋友的需要， 73.9%學生表示講座能幫助他們通過識別動作/語
氣明白朋友的需要。另外學生小組組前組後問卷見，80%學生詔、為 小組幫助他們面對負面情
緒 。90%學生參與 小組後有 信心能應付負面情緒，80%學生懂得欣賞自己的長處和說出個 人
優點， 學會多角度看事情、感恩的心及願意和其他人分享。
﹒ 老師層面
從活動後問卷可見，全體老師認為講座能幫助他們認識 學生自殺的評估、介入和處理方法。
75%老師及宿舍職員認為講座能加 強他們面對學生進行自殺危機評估的信心。85%同事認為
講座能提升他們面對學生自殺危機評估的技巧。98%同事對訓練非常滿意。大部分同事喜歡
摸擬訓練環節， 實用地討論怎樣跟學生傾談自殺問題。因此，活動能增強 老師認識精神健康
及識別青少年精神困擾的認知，強他他們對學生支援能力。另外，52位教職員參與額外加
開教師專業 培 訓。100%老師及參與訓練的同事認為工作坊增加他們對常見 精神健康的認

識，85%參與者認為訓練能幫助他們緩和學生情緒激他 的技巧。他們表示 能親身與真人圖書
接觸，了解精神病，可消除對精神病患學生的標籤。

家長層面
講座分初中 及高中家長組進行， 從活動後問卷可見70%參與家長認為講座能提升家長的親子
溝通及管教技巧。講座提高85%家長對青少年子女精神健康需要的諒織，提升他們對青少年
子女情緒困援的支援能力。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http://qeCo/'g.hk N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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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用於活動的資源

\可

計劃社會工作員(社工)每星期駐校兩天，負責設計及統籌活動，協助 計劃進行及檢討，幫
助 學校推行正向生活講座及出版通訊等。透過西方正向心理學理論應用在校園內，以人班、
小組及個別情緒輔導形式進行，使活動更符合校內學生的需要，有效吸引受情緒困擾的學生
參與活動。
計劃並沒有購置器材及其他資產，只購買活動及相關的獎勵禮物予參加者。

3. 成果及經驗推廣
表三:計割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例如種類、名稱、 (例如模式、日期等)
數量等)

及推廣價 值評鑑
及反應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擁抱生命，正我心 學生及家長從通訊中 於2018年1月家長日 是。值得推廣，通訊內容傳遍及分
靈J(第一期通訊) 撞得正 向 情 緒 的 資 分發給全校2∞ 名學 享正向資訊給學生及他們的家長，
主題:面對成績衰派 訊，傳遞正向情緒的 生及家長。 也透過介紹一位生活小習慣、親子
發 知識和應用。 活動來實踐關注個人及家人的精神
印冊2 50份派發予家 健康。
長及學生

「擁抱生命，正我心 學生及家長從通訊中 第一 期通訊於 7月 13 是。值得推廣，通訊介紹打機成癮 |
靈J (第二期通訊) 獲得正 向 情 緒 的 資 日派發成績衰日派發 及精神健康的關像。鼓勵學生善用
主題:善用餘暇，夏 訊，傳遞正向情緒的 給全校2∞名學生。 餘暇為自己 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日FunFunGo 知識和應用。 另外通訊亦提供平台，續家長了解
印冊封0份派發予家 QEF好心情計劃在學校推行的狀況
長及學生 及學生參與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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