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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2017-2018 年度「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五) 

全年計劃檢討報告 

 

(一)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活動名稱：「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五強化課程 

推行時期：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對    象：小五學生 (曾參加上年度小四輔助課程) 

人    數：10 人 

 

項目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學生出席率 (%) 

1.  強化小組(1) 15/1/2018 100 

2.  強化小組(2) 22/1//2018 80 

3.  愛心之旅 26/1/2018 30 

4.  強化小組 (3) 29/1/2018 70 

5.  戶外活動 3/3/2018 50 

6.  黃金面談 3/2018 100 

 

(二) 全年活動情況 

本年度全年計劃活動學生的平均出席率為 66%，整體出席率一般，部份學生有時

因參加其他活動而未能出席小組活動，但未於事前通知工作員，因此出席率較不

穩定。 

 

於小組活動中，五年級的小組活動只有三次，因此學生更珍惜參與小組活動的時

間，從工作員觀察，大部份學生在小組的表現積極投入，與組員的關係亦顯得密

切，雖然有個別組員於分組時未能樂於與所有組員合作，需由工作員安排其分

組，但當參與小組討論或合作活動時，學生大致能實踐有效溝通，理性地得出共

識。在情緒管理方面，個別學生對活動過於投入，尤其是比賽的時候，因著重勝

負而容易以說話傷害他人，但經工作員提醒後，學生記得以「溫柔的態度」提點

組員，於小組後期，即使與組員意見不合，仍能保持冷靜下作溝通。 

 

於愛心之旅中，學生整體皆表現積極，由於學生清潔的正是平日上課用的課室，

以及成長的天空活動用的課室，故學生清潔時份外用心。雖然參與學生人數較

少，但學生並無怨言下自行分工合作，並把課室清理整齊，亦能體驗校工們日常

的工作，加強他們對校園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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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戶外活動中，學生積極參與定向活動，並嘗試完成所有任務，表現投入。當小

組需要作出決定時，學生懂得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並列出各選項的優劣處，得到

共識後再實踐，可見學生漸趨成熟，能理性地解決問題。另外，大部份時間學生

皆能履行自己崗合位的責任，並主動協助組員，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總括而言，本年度學生的溝通及解難能力有進步，面對困難時積極處理，與組員

相處更融洽，反映其樂觀感、效能感和歸屬感均有所加強。 

 

(三)  成效評估 

3.1  活動後評估學生問卷統計 

學生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對自己在以下範圍，有幫助及非常有幫

助的百份比為：(詳見附件一) 

 

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100% 

控制自己情緒       100% 

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100% 

解決問題的能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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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別學生表現 

在個別學生的發展及達成目標方面，工作員根據每位學生在校內及戶外的小組活

動、個別面談中的表現及工作員的觀察，歸納出學生的表現，請參考以下表格： 

 

 學生姓名 表現評估 跟進建議 

1 5A 

張俊熙 

 投入參與每次活動，願意與他人

合作和溝通，雖然有時因出席其

他活動而缺席本計劃活動，但學

生會主動向工作員請假，其責任

心強 

 情緒控制能力較以往進步，當與

組員有意見不合時，嘗試表達自

己意見，列出其優劣處，與組員

理性地分析其得出共識，表現成

熟 

 願意接納他人意見，在戶外活動

初時負責閱讀地圖，惟因不熟悉

地圖閱讀技巧，願意讓組員提供

意見，協助其帶領小組，互相合

作 

 欣賞學生在情緒管理及與

人相處技巧的進步，鞏固

其在小組所學的 

 鼓勵學生嘗試擔當領袖角

色，發揮其組織及溝通能

力 

2 5A 

鄭弘智 

 學生的投入程度一般，有時候不

專注於小組活動，或對於部份活

動不感興趣時不願意參與，工作

員需多提醒及鼓勵學生 

 容易受別人影響，當組員表現積

極時，學生較容易投入於小組中 

 解難能力有所提昇，面對挑戰時

多能提出意見，並與組員互相配

合完成挑戰 

 在活動上安排學生與較主

動的組員同組，提高學生

的參與動機 

 欣賞學生的解難能力，在

活動上製造機會讓學生發

揮其解難技巧，增強其滿

足感，有助其更投入在活

動中 

tss
Rectangle



4 

 

 學生姓名 表現評估 跟進建議 

3 5A 

譚梓游 

 學生於小組中表現正面，樂意接

受挑戰，投入參與每項活動，表

現主動及積極，專注於完成活

動，並願意嘗試更大的挑戰 

 樂於助人，常留意身邊的組員及

事物，並於需要時予以協助，亦

願意擔當工作員的小助手 

 情緒管理較以往進步，學生於大

部份時間能保持樂觀，惟仍有時

因活動落敗或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時，表現情緒低落，並表示不願

意參與活動，但當工作員介入及

了解後，學生願意嘗試以另一角

度思考，重新投入活動 

 欣賞學生的主動及積極

性，予以機會學生任務，

讓學生照顧組員和帶領組

員完成挑戰 

 在小組活動上讓學生更多

經歷與人溝通及情緒控制

技巧，強化其情緒管理能

力 

4 5A 

Mohmmad 

Abrahaem 

Khan 

 本年度學生只出席一次活動，缺

席大部份活動，工作員曾向駐校

社工及組員了解其情況，惟學生

因校內其他事務，使其未能出席

活動 

 繼續向駐校社工了解其出

席活動的困難，嘗試與校

內其他活動或事務協調，

讓學生至少每次出席一半

時間活動 

5 5A 

Alina Bibi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性格多言開

朗，面對挑戰時即使感到困難仍

勇於嘗試，惟有時在小組中與組

員嬉戲，未能專注在小組活動中 

 與組員相處上較以往進步，學生

願意多接納他人意見，嘗試先聆

聽再表達自己意見，尋找共識再

作決定 

 讚賞學生積極嘗試的態

度，鼓勵其帶動小組的氣

氛，加強小組組員的參與

動機 

 多提醒學生專注在小組

上，當學生表現專注時給

予獎勵，以提升其活動的

專注度 

6 5A 

劉丹妮 

 表現積極主動，態度正面，每個

活動皆投入，決策能力高，常於

討論時促進組員達成共識 

 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及社交技巧

強，遇到難題願意努力嘗試，並

協助組員一同解決，與組員建立

良好及正面的關係 

 繼續肯定學生在小組中的

正面行為，給予其責任和

角色，促進其參與，使其

於小組中發揮領導的角色 

 鼓勵學生多關心較被動和

寡言的組員，讓其學習嘗

試協調組員的需要，把正

面的態度感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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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表現評估 跟進建議 

7 5A 

Miriam 

Bibi  

瑪莉林 

 在小組中積極投入，協助身邊的

組員，在不同的活動中均能察覺

身邊組員的需要，並予以協助 

 學生為非華語學生，有時未能完

全明白小組內容或工作員的指

示，但仍積極嘗試，主動發問，

讓自己更投入在小組活動 

 肯定學生於活動中正面的

行為，鼓勵其繼續以樂觀

及積極的態度參與小組活

動 

 安排本地學生在其身旁，

有需要時多作解釋及說

明，讓學生更容易明白小

組內容 

8 5B 

甘愉晴 

 學生出席全部活動，雖然很多時

候學生表現被動及安靜，對活動

不感興趣，但學生與組員的關係

良好，享受與組員參與小組的時

間 

 學生的自信心較低，對於接受挑

戰較猶豫，當遇到困難或挑戰

時，通常會拒絕或者請組員協

助，在戶外活動時，經過商討後，

學生擔當管理金錢一職，惟很多

時學生需要組員及工作員提醒，

並讓組員一同協助，讓其感覺到

有同行者才能完成挑戰 

 安排學生在活動中嘗試不

同的崗位，讓其更有信心

完成挑戰，能更積極與小

組組員互相交流及合作完

成任務，以增加其歸屬感

及效能感 

9 5B 

Ahmed 

Uzair 

馬仁智 

 本年度學生只出席一次活動，工

作員曾向駐校社工及組員了解其

情況，惟學生因校內其他事務，

使其未能出席活動 

 繼續向駐校社工了解其出

席活動的困難，嘗試與校

內其他活動或事務協調，

讓學生至少每次出席一半

時間活動 

10 5B 

伍薇臻 

 學生整體表現有明顯進步，對活

動的投入度增強，雖然很多時候

學生未必一開始便表達意見或感

受，但其會先觀察和聆聽，分析

後再於小組討論時主動提出意

見，與組員取得共識，合作完成

任務 

 在戶外活動時擔當計時員一職，

能盡責地完成自己的職務，更主

動協助組員，如閱讀地圖及管理

金錢等 

 給予機會發揮其長處，保

持其責任感，並作為小組

的榜樣，讓組員學習 

 繼續給予不同的角色及任

務，提高學生對小組的歸

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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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標達成度 

5.1 學生於活動中大致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困難，不容易放棄或逃避，亦漸漸學

習及實踐以分工合作、互相接納的態度解決問題，可見其信心及樂觀感均正

在進步中。 

 

5.2 於控制情緒方面，大部份學生能掌握控制情緒的技巧，較以往更能接納他人

的意見。透過工作員或組員的協助及鼓勵，學生在活動中會先討論，嘗試一

同尋找解決方法，互相合作以完成任務，可見其情緒管理能力及解難能力均

有所提升。 

 

5.3 在戶外活動中，學生需要應用認清問題、處理衝突、訂立目標等學習範疇，

如制訂路線，對於運用金錢及進行任務時需要達成共識，過程中學生均能盡

力發揮合作精神，並完成任務。 

 

5.4 本年度計劃中不同的挑戰及任務均提供機會讓學生與組員彼此合作及交流，

並有機會在愛心之旅中為學校服務，從而增強其對小組和學校的歸屬感。 

 

(六)  總結 

總括而言，「成長的天空」計劃在本年度的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學生在效能感、

歸屬感及樂觀感三方面亦有所提昇。就工作員觀察及個別面談所得，大部份參加

的學生均有所成長，表現亦較去年進步；透過計劃，學生嘗試提出及接納意見、

控制情緒、訂定合宜的目標，嘗試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及克服困難。相信有

賴學校、家長及學生的付出及支持，學生來年將會有更大的成長。 

 

 

 

 

負責社工簽名： 

  

督導主任簽名： 

 

 

負責社工姓名： 

 

張允寧 

 

督導主任姓名： 

 

葉劍菁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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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小五活動相片 

 

強化小組 

  

學生與組員透過討論，並以互相合作的態度把紙牌順次序打開。 

 

  

學生參與「MI3」活動，每人拉著一條繩子，把高爾夫球升起而防止球跌下，以

考驗其溝通能力及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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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之旅 

 

  

學生分工合作，有的抹黑板，有的抹桌椅，有的清潔抹布，迅速地清潔一個課室。 

 

  

在抹乾淨桌椅後，學生把桌椅整理好，整個課室頓時變得乾淨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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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 

 

 

學生積極研究地圖，尋找下一個任務點，期待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定向任務。 

 

 

學生在少林武術文化中心前扮演打功夫的樣子，學生皆表現得甚有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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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2017-2018 年度「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六) 

全年計劃檢討報告 

(一)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活動名稱：「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六強化課程 

推行時期：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 

對    象：小六學生 (曾參加上年度小五強化課程) 

人    數：9 人 

 

項目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學生出席率 (%) 

1.  強化小組(1) 16/4/2018 66.7 

2.  強化小組(2) 23/4//2018 33.3 

3.  強化小組(3) 30/4/2018 77.8 

4.  愛心之旅 4/5/2018 66.7 

5.  強化小組(4) 28/5/2018 100 

6.  強化小組(5) 11/6/2018 88.9 

7.  黃金面談 5/2018 100 

 

(二) 全年活動情況 

本年度全年計劃活動學生的平均出席率為 72.2%，整體出席率一般，部份學生有

時因參加其他活動而未能出席小組活動，但未於事前通知工作員，因此出席率較

不穩定。 

 

小六的小組活動因戶外活動參加人數太少取消，並改為增加兩節強化小組活動，

總節數為五節。由於小組人數較少，加上初期學生的出席率較低，小組氣氛較弱，

後來學生的出席較穩定，學生能在小組活動體驗與組員的溝通和合作。大部份學

生在小組的表現積極投入，對參與活動的動機高，惟因小組成員包括華語及非華

語學生，兩者組員間較少交流，當分組活動時兩者較少互相合作，需由工作員安

排其分組。當參與小組討論或合作活動時，大部份學生嘗試實踐有效溝通，在討

論後得出共識，再選擇方法解決困難。 

 

在愛心之旅過程中，整體表現正面，每人願意嘗試參與清潔部份，由於學生清潔

的正是平日上課用的課室，清潔時容易投入。雖然參與學生人數不多，但學生仍

嘗試自行分工合作，把課室清理整齊，亦能體驗校工們日常的工作，加強他們對

校園的歸屬感。 

限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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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年度學生的溝通及解難能力有進步，面對困難時願意嘗試處理，與

組員相處更融洽，反映其樂觀感、效能感和歸屬感均有所加強。 

 

(三)  成效評估 

3.1  活動後評估學生問卷統計 

學生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對自己在以下範圍，有幫助及非常有幫

助的百份比為：(詳見附件一) 

 

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100% 

控制自己情緒       100% 

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77.8% 

解決問題的能力      88.9% 

 

 

(四) 個別學生表現 

在個別學生的發展及達成目標方面，工作員根據每位學生在校內及戶外的小組活

動、個別面談中的表現及工作員的觀察，歸納出學生的表現，請參考以下表格： 

 

 學生姓名 表現評估 

1 6A 

Asnaat 

Hussain 

Shah 

 學生投入參與小組活動，雖然有時不專注於活動或未跟從

工作員的指示，但當工作員提醒後，學生很快便再次專注

於活動上 

 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有所提昇，當與組員意見不合，或組

員與其發生衝突時，學生能保持冷靜，嘗試以理性的溝通

方式與組員尋求解決方法 

2 6A 

陳家熙 

 學生投入小組活動，本年度出席全部活動，偶爾因其他學

校事務而遲到，但亦會於活動前向工作員解釋 

 學生的組織能力和解難能力較強，學生於小組活動時多主

動提出建議，帶領組員完成挑戰 

 學生與組員的關係良好，願意關心他人的需要和感受，當

組員的參與動機較低時，學生會鼓勵組員一同完成任務 

3 6A 

蔡奕春 

 學生性格平易近人，與華裔及非華裔的組員關係融洽，通

常作為兩者之間的橋樑，分組活動時願意與所有組員合作 

 較以往主動參與活動，在小組討論時多提出意見，亦在分

享時願意表達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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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A 

吳詠琳 

 小組中唯一一個女生，初時曾因此表示不願意參與活動，

但學生嘗試與組員建立關係，投入參與小組活動，並出席

本年度全部活動，在小組中亦多主動與工作員及組員分享

其想法及感受 

 多關心組員和樂於助人，常主動協助組員或在活動上提示

組員，亦會協助工作員提醒組員出席活動 

5 6A 

Khan 

Haseeb 

 在小組的投入程度高，願意接受不同挑戰和任務，與組員

關係良好，惟容易受他人影響，當組員不專注在活動時，

學生的注意力亦容易被分散，需要工作員提醒其專注在活

動上 

 與非華語組員相處融洽，小組活動時願意與組員配合，一

同完成任務 

6 6B 

Abdul 

Wahab 

 性格隨和，主動積極參與小組每個活動，學生是唯一一個

主動表示想參與戶外活動，活動取消後感到失望，工作員

向其解釋並告知活動將更改形式舉行 

 情緒管理及解難能力高，活動時多提出意見，並成為領袖

帶領組員完成挑戰，當與組員意見不合時，懂得理性地討

論以尋求共識 

 與所有組員關係良好，樂於助人，當組員發生衝突時會主

動嘗試調解，組員不專注時亦會提醒他們 

7 6B 

譚俊邦 

 性格較內斂，在參與活動表現較被動，有時候工作員需個

別鼓勵學生參與 

 社交及溝通技巧有進步，學生與組員的關係較以往融洽，

在活動時亦較以往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願意與組員合作

接受挑戰 

8 6B 

Khalid 

 出席率較低，本年度只出席兩次活動，對小組的投入感不

高，對競技性高的活動較有興趣，投入度較大 

 愛心之旅時，學生初時不願意清潔課室，但在工作員鼓勵

後，願意負責拖地，完成崗位的職責 

 在小組的影響力大，能影響非華語組員的參與情況，當他

投入時，非華語組員的參與度也較高，學生具號召力，與

非華語組員關係融洽 

9 6B 

Ammar 

 學生投入小組活動，每次活動均勇於接受挑戰，積極完成

所有任務 

 性格較衝動，活動時經常在工作員未完成講解便急著開嘗

試，與組員意見不合時，容易與人發生衝突，需要工作員

介入處理，但學生願意冷靜聆聽，尋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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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達成度 

5.1 於活動中大部份學生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困難，勇於接受挑戰，漸漸學習與

組員彼此接納和互相配合，從而完成各項任務，可見學生的自信心及解難能

力均有所提昇。 

 

5.2 於控制情緒方面，大部份學生控制情緒的技巧有進步，面對意見不合時，嘗

試先表達個人意見，再了解他人的想法，嘗試與組員一同設想解決方案，選

擇較理性的方式解決困難。 

 

5.3 本年度計劃中學生在小組經歷多個挑戰及任務，體驗與人相處的社交及溝通

技巧，並參與愛心之旅以服務學校，讓學生與組員彼此合作及交流，從而增

強其對小組和學校的歸屬感。 

 

(五)  總結 

總括而言，「成長的天空」計劃在這三年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學生在效能感、

歸屬感及樂觀感三方面亦有所提昇。就工作員觀察，大部份參加的學生均有所成

長，表現亦愈見成熟；透過計劃，學生體驗和學習與人相處和合作，在面對挑戰

時願意提出及接納意見、控制自己的情緒、訂定合宜的目標，嘗試以正面的態度

克服困難。雖然學生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相信有賴學校、家長及學生的付出及支

持，學生將來會繼續有更大的成長和學習。 

 

 

 

 

負責社工簽名： 

  

督導主任簽名： 

 

 

負責社工姓名： 

 

張允寧 

 

督導主任姓名： 

 

葉劍菁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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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小六活動相片 

 

強化小組 

 

透過紙牌活動，學生與組員透過討論，並以互相合作的態度把紙牌順次序打開。 

 

 

學生二人一組，運用其方法，嘗試解開繩子，活動讓學生體驗解難的技巧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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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驗活動「傳送任務」中，學生只能使用雙腿，把物資傳遞給組員，訓練其溝通技巧和合作。 

 

 

透過不斷嘗試及討論，學生合力把氣球維持在半空，達到其所訂立的目標。



7 

 

愛心之旅 

 

 

學生仔細地掃去地上的垃圾，桌子下的塵埃也認真地掃出，務求清潔得一塵不染。 

 

 

在抹乾淨桌椅後，學生把桌椅移動好，整個課室頓時變得乾淨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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