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學生支援

1.

家長轉介學生接受輔導之程序
原則上，校方會將在學業及學校生活適應上有困難之學生轉介輔導組處理；但當家長覺得子女有需
要接受輔導，而希望輔導老師或社工提供協助時，可依下列程序處理︰
1.1

家長以電話或親身聯絡班主任，表達需要。

1.2

班主任與輔導主任初步討論個案。

1.3

輔導主任安排跟進。

1.4

經初步接觸同學後，跟進老師或社工將與班主任討論有關輔導的目標及計劃。

1.5

跟進老師或社工按時約見同學，並

1.6

與班主任及家長保持聯絡，跟進個案的進展。

註︰

2.

a)

有需要的話，家長亦可主動聯絡社工，直接尋求協助。

b)

遇有特殊情況，跟進老師或社工可能會諮詢心理學家或醫生的意見，為同學提供最適切的輔
導服務。

c)

為同學的利益著想，個案的處理將以保密原則進行。

d)

如事情緊急，家長亦可嘗試聯絡政府及其他機構的家庭服務。

學校社工服務
本校由香港青年協會派出富有輔導同學經驗之社工，於星期一至四駐校，歡迎家長透過電話
（26466129）或親臨本校，與學校社工共同商討子女成長的問題。

3.

教育心理服務
3.1

在聖公會駐校的教育心理學家，均具備教學經驗，曾在大學修讀心理學及教育理論，並在研究
院完成教育心理的專業訓練課程，取得有關的碩士學位，為聖公會轄下的中學提供教育心理
服務。

3.2

服務範圍
3.2.1 提供直接服務，包括個案或危機處理等︰
3.2.1.1

評估
為個別學生提供心理及學習評估，找出學生在心理或學習上的需要，提供建
議給老師和家長，以協助學生適應及成長。

3.2.1.2

輔導
輔導有情緒、行為或學習問題的學生，加強老師及家長對學生問題的瞭解，
並與他們商討適當的處理方法及跟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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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危機處理
協助學校處理危機，例如學生自殺，與學校商討應變方法及跟進計劃。

3.2.2 提供間接服務︰
3.2.2.1

諮詢
定期探訪學校，為老師、家長及有關的專業人士提供諮詢服務，互相交流。

3.2.2.2

培訓
透過講座、研討會或工作坊，加強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學生輔導主任及家
長對以下幾方面的認識︰
i)

瞭解學生的特殊需要，例如有自閉症、過度活躍或特殊讀寫困難的學生。

ii)

認識老師的工作及心理需要，例如有效的課室管理、紓緩壓力的方法等。

iii)

協助學校推行新的教育概念或模式，例如優質教育計劃，配合學校現有
資源，提高學習及教學效果。

3.2.3 校本調查及研究︰
3.2.3.1

教育研究
設計及進行有關教育心理的研究。

總括來說，教育心理學家的工作目標是希望藉著與各方面合作，包括校長、老師、社工、家長或其
他專業團體等，為同學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使他們更好地學習和成長。

4.

體育課學生應注意事項
體育科是本校課程的一部份，每位學生均須參加體育課。如學生患有任何疾病，家長應徵詢醫生之
意見，看其是否適宜上體育課。如同學需要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育，則需出示註冊醫生證明書並具
函向學校提出申請。
4.1

上體育課時之裝束
4.1.1 體育服裝
衣服

學校要求之款式

襪

白色

鞋

白色為主

4.1.1.1

學生可於上體育課當天穿著整齊體育校服回校；

4.1.2 女生頭髮長及肩膞要束起；
4.1.3 勿帶貴重物品上課，例如：手錶、指環、頸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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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評分方法
4.2.1 等級：

合格

C-或以上

不合格

D 或以下

4.2.2 評分內容：技術、體能及態度
（中一至中三下學期加筆試評分）
4.2.3 若學生未能參加體育科考試，則需遞交體育科報告，作為體育科考試成績。
4.3

如遇意外的處理步驟
4.3.1 通知在場老師，即時停止活動。
4.3.2 勿隨便移動受傷的同學，可安慰傷者。
4.3.3 通知校務處。

4.4

其他
4.4.1 上體育課前，確保多喝水。
4.4.2 若果上體育課前感到不適，緊記通知體育老師。

5.

學生資助
5.1

政府資助
每年四、五月間，個別家庭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有關下一學年之「學校書簿津貼」及
「學生車船津貼」等資助項目，惟各申請人（學生家長/監護人）及申請學生於提出各項申請
時，須注意下列三點：
(a)

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b)

申請學生必須是香港居民而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註】；及

(c)

申請學生必須符合以下個別資助計劃的條件：
「學校書簿津貼」

「學生車船津貼」





十二歲或以上；



居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



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

本校中一至中六學生。

【註】 (i)

已獲批准領取綜援（按：不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家庭，無須就以上
項目向該辦事處另行申請資助。若所領綜援不包括申請學生，則申請人可將
已填妥的申請表（有關表格由校方代為派發）
，連同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書」副本，一併交回校方處理。

(ii)

申請人如已領取由任何公、私營機構發給與上述各項資助計劃同類的津貼，
則不應向該辦事處再行申請額外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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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申請，以個別家庭就家庭成員的需要一併提出申請。申請家庭可透過學生向就讀學
校索取新申請表格，而舊有申請之家庭會收到由「學生資助辦事處」寄出以家庭為單位之申請
表格一份，填妥後連同証明文件（包括銀行戶口名簿影印本、申請人及其配偶全年收入証明、
身分證副本）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
。審查完畢後，
「學生資助辦事處」會向申請人發出申請
結果通知書或資格証明書；申請資助的學生透過學校向「學生資助辦事處」呈交資格証明書。
5.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計劃由教育局資助，讓清貧學生多參與課後活動，包括功課輔導，文化及體育活動、領袖訓
練等，以擴闊他們在課堂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以達全人均衡發
展。詳情可與吳惠章副校長聯絡。

5.3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下稱基金）旨在資助財政上有困難的各級學生參與學校舉辦
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方面獲得均衡發展。該基金
津貼的對象包括：
＊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或
＊ 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學生資助）」
；或
＊ 符合學校的審批條件
給予學生全費或部份資助。
本校於每年九月向全校發出通告，各同學／家庭可向學校交回申請，學校會按該基金的條文
要求審批及通知家長及同學。
有關該基金的一般資料，亦可參閱教育局的全方位學習網頁：http://www.edb.gov.hk/cd/lwl。家
長及同學如有查詢，可聯絡校務處馮嘉賢小姐。

5.4

本校助學金：
5.4.1 (a)

林啟雲夫人助學金：資助初中家境清貧的學生。

(b)

林裘謀夫人助學金：資助高中家境清貧的學生。

申請人須注意下列兩點：
(a)

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b)

申請學生必須是香港居民而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

如有需要，學生須於新學年 9 月向校方申請(申請表格可到校務處領取或於 eClass 系統
下載)。若同學於學年中有特別需要，可隨時直接聯絡班主任。
5.4.2 林啟年基金之領袖訓練資助計劃：
用以鼓勵同學參與校外領袖訓練活動 / 課程；擴闊同學的視野，提升同學的領導才能。
同學如有需要可隨時聯絡李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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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險保障
6.1

6.2

教育局「綜合保險計劃-團體人身意外」，重點如下：
承保範圍

不論學校是否疏忽，只要學生參加學校活動時因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即
可獲發特惠款項。

賠償金額

以每名學生不超過港幣20萬元為限

本校額外為學生購買之保險，重點如下：
保險項目

最高保障額(港幣)

承保活動範圍

1. 死亡

250,000元

2. 永久完全殘損(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250,000元

參加學校所舉辦的
活動或回校上課期
間之意外事故。

3. 意外燒傷補償(2nd級及3rd級)

75,000元

4. 醫療費用(包括最高港幣2,000元之跌打或針灸費)

10,000元
有效日期至 4/11/2020，每年更新

上述項目之保障細節均受保單條文規限，以保單所列明的內容為準，家長如有疑問可向本校校務處
查詢。同學必須注意，如在上述情況下受傷，應立即聯絡校務處，處理申領保費事宜。所有申領賠
償之申請，須於意外發生三十天內完成。而賠償單據日期，必須於事發日期一年內方為有效。
此外，各位家長亦須注意，不論教育局之「綜合保險計劃－團體人身意外」或本校額外為學生購買
之保險，均並非學生一切之保障，家長如有需要，可為子女購買其他保險。

7.

急症室收費事宜
同學若在學校活動期間受傷，而本校又未能聯絡到家長，為免延誤救援，本校將代為墊支有關費用，
家長須於事後交還款項。

8.

學生證明文件及推薦書
8.1

補領學生證及學業證明文件
8.1.1 學生如遺失學生證 (Student Card)，可申請補領，惟補發手續需時。
8.1.2 學生如遺失成績表 (Report Card)，可向校方申請補發副本。2011 年或以前之學生，本校
只能發出在學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Schooling)。

8.2

申請推薦書及其他學業成績證明
8.2.1 學 生 可 向 學 校 申 請 推 薦 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 或 補 發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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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如學生到海外升學，可向學校申請學業成績證明書 (Transcript)。
8.2.3 如 畢 業 生 遺 失畢 業 證 書 (Graduation Certificate) ， 只可 向 校 方 申 請 補 發 在 學 證 明 書
(Certificate of Schooling) 。
8.3

補領手續及費用
8.1 及 8.2 所列之補領手續須於七個工作天前向校方作書面申請，並繳交相關行政費用。

8.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成績證明文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成績證明書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簽發，必須由考評局補發或加簽。
(詳情可參閱考評局網頁 http://www.hkeaa.edu.hk/tc/our_services/cert/sor_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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