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 夢 人想 生路尋
小學支援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及學校支援服務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一所國際性非政府機構，因應香港的需要，致力為個人、兒童、青少年、長

者、家庭及移居人士提出多類型的本地、內地及國際社會服務，並肩負推動專業發展，提供家庭系

統理論培訓及輔導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及學校支援服務簡介

本社的學校社會工作及學校支援服務已累積達三十多年的服務經驗。現時，我們分別於中學、小學

及幼稚園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及學校支援計劃，服務範圍遍及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區。

為協助青少年自我成長，我們過往曾推行不同類型的訓練活動，如：領袖培訓、歷奇訓練等。自

2008年開始，我們的團隊以「正向心理學」為服務發展方向，積極運用「正向心理學」之概念於兒

童及青少年成長教育工作。同時，我們亦運用了「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及技巧，透過多元化的工作

坊讓學生認識正向心理學，從而協助學生尋找自己的個人長處及美德，驅使他們了解如何達致快樂

，以致掌握處理負面情緒及逆境的技巧，讓他們於身、心、社、靈方面得正面改變。

此外，過去的服務經驗當中，本服務的活動計劃已滲透生涯規劃元素，為不同的級別學生剪裁及設

計一系列的活動。在2014-2015學年，本服務更開展了《劃出你‧想人生路》中學生涯規劃活動計

劃，活動理念著重個人優點發掘，技能訓練及提升﹝包括解難能力及抗逆力﹞，經驗學習與實踐，

以協助學生具方向性展開個人生涯規劃。

2017-18學年，本服務承傳過去豐富的服務經驗，為各小學提供「童尋夢想人生路」小學支援服務

計劃，分別設有生命教育系列及生涯規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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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自己

熱愛家庭

關愛社區

尊
重
生
命
、
關
懷
他
人

計劃的理念及目的

根據懷海德(N.Whitehead)的哲學理念，

「生命教育」能促進學生的道德實踐和

人格發展，進而尊重和熱愛自己及他人

的生命，激發出生命的潛能和活出生命

的光彩。

本服務於過往多個學年積極推廣正向心

理學活動，協助學生發展品格強項及建

立效能感，把正向心理學融入生命教育

活動中，並透過「G.R.A.C.E.」理念，

希望學生從「欣賞自己、熱愛家庭、關

愛社區」不同系列之活動，提高抗逆能

力及建立健康正向思考模式，並達至尊

重生命及關懷他人之效果。



 

名稱 對象 時間 內容及目標 形式 

「『賞』識你」 

正向心理嘉年華 

小一至小六 

學生 

2 小時 透過嘉年華活動讓同學了解正向心

理學中的個人美德及品格強項，從

而提升正能量，及學懂解決困難 

攤位遊戲/ 

大型活動 

「正向 POWER UP」

減壓講座 

小四至小六 

學生 

1 小時 透過講座讓同學了解正向心理學，

從而提升正能量及釋放個人壓力 

講座/ 

工作坊 

「情緒日日賞」 

情緒管理小組 

小四至小六 

學生 

6 小時 (4 節) 

(每節 1.5 小時) 

透過活動認識情緒及管理自己的情

緒，建立樂觀積極的人生觀 

小組活動 

「逆風翱翔」 

抗逆力及正向心理

小組 

小四至小六 

學生 

6 小時 (4 節) 

(每節 1.5 小時) 

透過活動中進行不同任務，讓同學

了解正向心理學中的 5 個幸福元素

(PERMA)，包括正向情緒、投入、人

際關係、意義和成就感，從而提升

學生解難能力及正向價值觀 

小組活動 

「快樂『煮』角」

身心健康小組 

小一至小六 

學生 

6 小時 (4 節) 

(每節 1.5 小時) 

透過健康營養小食製作，使學生學

懂投入、分享、讚美等元素，建立

正向的生活態度 

小組活動 

「正向小主播」 

正向心理小組 

小四至小六 

學生 

訓練:  

6 小時 (4 節) 

(每節 1.5 小時) 

服務: 

1 小時 (2 節) 

(每節 0.5 小時) 

透過小組討論學生會訂立校園廣播

主題及設計廣播講稿，從而提升溝

通能力，同時亦透過校園廣播向同

學分享正能量 

小組活動、

早會/午間

廣播 

欣賞自己活動

2017-2018學年生命教育系列概覽

G.R.A.C.E. 
(運用理念) 

活動名稱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欣賞自己活動 
G.A.C.E.  「『賞』識你」正向心理嘉年華       

G.C.E. 「正向 POWER UP」減壓講座       

R.C.E. 「情緒日日賞」情緒管理小組       

G.A.C.E. 「逆風翱翔」抗逆力及正向心理小組       

G.R.A.C. 「快樂『煮』角」身心健康小組       

G.R.A.C.E. 「正向小主播」正向心理小組       

熱愛家庭活動 
G.R.A.C.E. 「至型一家人」親子日營       

G.R.A.C.E. 「愛 FUN 享」親子競技活動       

G.R.A.C.E. 「『桌』越家庭」 

親子桌上遊戲活動 

      

G.R.A.C.E. 「與『您』同行」親子定向活動       

關愛社區活動 
G.R.A.C.E. 「抗逆奇兵」關愛社區體驗活動       

G.R.A.C.E. 「『義』人同行」義工訓練及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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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亦可以親子義工服務形式進行         

註: 本服務可依據學校的要求及學生的需要剪裁活動內容

熱愛家庭活動

關愛社區活動
 

名稱 對象 時間 內容及目標 形式 

「至型一家人」 

親子日營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8 小時 透過不同活動，認識個人美德及品格

強項，了解各家庭成員的性格類型，

肯定大家的價值，回應大家的身心靈

需要，建立融洽家庭關係 

團體活動、 

角色轉換、 

原野烹飪、 

心聲分享 

「愛 FUN 享」親子

競技活動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4 小時 透過體驗活發掘家庭成員的優點，打

破固有的認識，學習彼此欣賞，及多

以說話及行動感謝及讚美家人，並建

立同理心，學習互相體諒 

運動遊戲、 

解難活動 

「『桌』越家庭」 

親子桌上遊戲活動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2.5 小時 透過桌上遊戲促使家長與子女溝通

及建立良好關係，加強親子互動，多

分享快樂事情，放下責備與埋怨，並

學習包容及尊重 

桌上遊戲、 

團體活動、 

角色轉換 

「與『您』同行」

親子定向活動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4 小時 透過定向活動，促進親子合作，及觀

察家人的優點，學習細心聆聽家人的

分享，留意其感受和需要，提升親子

關係重要元素如諒解及支持，建立同

理心和學懂關懷他人 

定向活動、 

合作訓練  

童 夢 人想 生路尋

 

名稱 對象 時間 內容及目標 形式 

「抗逆奇兵」關

愛社區體驗活

動 

小五至小六 

學生 

8 小時 (2 節) 

(每節 4 小時) 

 

透過模擬長者及殘疾人仕之體驗活

動，使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尊重及

關愛他人，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東

西，反思生命的重要性 

外出參觀、 

體驗活動 

(如坐輪椅) 

「『義』人同行」

義工訓練及服

務活動 

小一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訓練: 

3 小時 (2 節) 

(每節 1.5 小時) 

 

服務: 

4 小時 

透過不同類型義工服務如探訪長

者、殘疾人仕或精神病康者等，建立

同理心及關愛他人，珍惜自己所擁有

及學懂反思，學習珍愛生命 

義工訓練、 

校外義工服務、

服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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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個人優勢，認清個人性格和專長  、正面看待和發展自己

‧拉闊選擇，激發對升學或職業探索的好奇

‧提升解難能力，應對繁重課業及多樣化的課外活動，適應升中的轉變

‧經驗學習與實踐，體驗個人潛能，認清規劃方向，確立不同階段的目標

‧強化抗逆力，敢於迎難而上，裝備自己，實踐理想

Ｓ
Ｕ
Ｐ
Ｅ
Ｒ
2017-2018「童尋夢想人生路」小學生涯規劃服務活動概覽

S.U.P.E.R. 

(運用理念) 

活動名稱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S 「奇趣小小兵」興趣體驗工作坊       

E 「夢想分享會」 職場參觀       

S.P.E.R. 「Leader Ship」領袖訓練       

S.U.P.E.R. 「人生體驗開心 share」模擬人生       

S.U.P.E.R. 「向中學 Say Hi」模擬面試       

U 「跟著快樂上學去」升中講座       

S.U.P.E.R. 「跟著快樂上學去」升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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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舒伯(Donald E. SUPER)的生命彩虹發展論，小學生身處成長階段（6-13歲）充滿好奇

心及開始探索不同的職業，並逐漸形成他們所認為的興趣或偏好。

有見及此，本服務將生涯規劃服務拓展至小學，並希望透過「S.U.P.E.R.」理念，為小學生

剪裁多項合適之活動。

計劃的理念及目的



名稱 對象 時間 內容及目標 活動形式 

「奇趣小小兵」

興趣體驗工作坊 

小一至 

小六學生 

2.5 小時 根據多元智能理論設計不同攤位，透過攤

位體驗，探索及發掘自己的職業興趣 

多元智能 

攤位體驗 

「夢想分享會」 

職場參觀 

小一至 

小六學生 

1.5-2 小時 高小:透過實地考察及體驗相關職業的工

作內容讓學生探索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 

體驗活動、 

實地考察 

初小:透過校內職業體驗活動,引發探索不

同職業的興趣，提升尋找夢想的動力 

「Leader Ship」

領袖訓練 

小三至 

小六學生 

6 小時 透過領袖培訓，認識自己的優點及特質，

學習與人溝通合作，提升獨力解難能力，

發揮個人潛能 

歷奇活動 

「人生體驗開心

share」 

模擬人生 

小四至 

小六學生 

2.5 小時 在學校舉辦小社會活動，讓學生了解將來

踏出社會面對的挑戰及選擇、提升學生對

學歷重要性的關注及增加學生的求學動

機；了解個人正確的處事態度 

模擬活動、 

目標訂立、 

人生體驗 

「向中學 

    Say Hi」 

模擬面試 

小六學生 2.5-3 小時 讓學生有機會以個人及小組形式參與面

試，了解有關面試技巧及改進地方。在工

作坊結束時，每位同學會獲得一份面試評

估表（附設評語及建議） 

個人檔案資

料夾製作、 

面試活動 

「跟著快樂 

上學去」 

升中講座 

小六學生

及其家長 

1 小時 透過活動讓學生及家長了解中學的校園及

學習生活，為升中做好良好的心理準備 

親子講座 

 

 小組名稱 「跟著快樂上學去」小六學生升中活動 

計畫節數 4 節，每節 1.5 小時 

建議學生人數 10 人 

建議舉行日期 全年 

活動內容  自我認識 

 目標訂立 

 中學和小學分別 

 人際關係能力 

 解難能力 

童 夢 人想 生路尋

大型活動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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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學年 小學生命教育系列價目表 

項目 活動形式 建議人數 活動時數 服務費用 

欣賞自己活動 

「『賞』識你」正向心理嘉年華 攤位活動 50 人 2 小時 $100/人 

「正向 POWER UP」減壓講座 講座 全級 1 小時 每場每社工$1,200 

「情緒日日賞」情緒管理小組 小組活動 10 人 共 4 節 

每節 1.5 小時 

$4,500 

「逆風翱翔」抗逆力及正向心理小組 小組活動 10 人 共 4 節 

每節 1.5 小時 

$4,500 

「快樂『煮』角」身心健康小組 小組活動 8 人 共 4 節 

每節 1.5 小時 

$4,500 (材料費另計) 

「正向小主播」正向心理小組 小組活動 10 人 訓練:  

共 4 節 

每節 1.5 小時 

服務: 

共 2 節 

每節 0.5 小時 

$4,500 

熱愛家庭活動 

「至型一家人」親子日營 日營 15 個家庭 8 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愛 FUN 享」親子競技活動 歷奇活動 15 個家庭 4 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桌』越家庭」親子桌上遊戲活動 桌上遊戲 15 個家庭 2.5 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與『您』同行」親子定向活動 定向活動 10-12 個家庭 4 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關愛社區活動 

「抗逆奇兵」關愛社區體驗活動 體驗活動 20 人 8 小時 (2 節) 

每節 4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義』人同行」 

義工訓練及服務活動 

 

 

義工活動 12 人 訓練: 

3 小時 (2 節) 

每節 1.5 小時 

服務: 

4 小時 

$5,000 

2017-2018 學年 生涯規劃系列價目表 

項目 活動形式 建議人數 活動時數 服務費用 

「奇趣小小兵」興趣體驗工作坊 攤位活動 50 人 2.5-3 小時 $120/人 

「夢想分享會」職場參觀 參觀 20 人 1.5-2 小時 $120/人 

「Leader Ship」領袖訓練 歷奇活動 50 人 4 小時 按活動內容安排報價 

「人生體驗開心 share」模擬人生 模擬活動 50 人 2.5-3 小時 $120/人 

「向中學 Say Hi」模擬面試 模擬活動 全級 2.5-3 小時 $120/人 

「跟著快樂上學去」升中講座 講座 全級 1 小時 每場每社工$1200 

「跟著快樂上學去」升中小組 小組活動 10 人 共 4 節 

每節 1.5 小時 

$4500 

 
註: 1. 本社可依據學校的要求及學生的需要剪裁活動內容，價目可經討論再確實 

    2. 外出活動之交通費不包括在報價內 

    3. 偏遠地區需附加工作人員車船津貼 



曾 供 務服 之學校提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立學校

‧惇裕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華富村寶血小學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聖公會主風小學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周氏宗親總會學校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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