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期適應課程

簡介及成效分享
2020.12.17

學校社工︰卓穎欣姑娘 謝穎欣姑娘

1

明愛培立學校



2



(一)課程目標

 協助在普通學校有適應困難的學生，改善：

• 情緒及行為問題

• 言語溝通、社交能力

• 學習態度及動機

• 生活技能

 重新適應普通學校的校園生活

資料來源︰教育局通告 第22/20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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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主要/其他問題

在學校的行為問題 在社群的適應問題 學生的情緒調控問題

S1 曠課／逃學

S2 作出不合作行為

S3 破壞課室秩序

S4 違反校規

S5 其他(請述明)

D1 有傷人或破壞財物的行為

D2 離家出走

D3 流連／通宵在外

D4 結黨或參與群黨活動

D5 偷竊／店內盜竊

D6 其他(請述明)

P1 情緒和行為調控問題

P2 其他(請述明)

資料來源︰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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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對象及服務年期

 普通學校小四至中三的女學生

 經<<中央統籌轉介系統>>(Central Co-ordinating Referral Mechanism, CCRM) 

申請，可由校長或社工轉介*

 走讀生 或 住宿生

 服務年期為 3個月至1年，每3個月舉行一次個案檢討會議

*請參考 教育局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CCRM)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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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費用

 學校費用：簿費及影印費

 課本及校服：可借用二手課本或校服 (如有合適)

 院舍費用：食宿費及一般活動費用全免

 家長負責︰生活用品、醫藥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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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特色

 全學年均接受不同時段的入學申請

 雙學位制︰原校須保留其學籍

 小班教學(每班12人)，按學生的教育需要進行調適，

提供個別學習計劃

「重返校園行動」：與原校保持緊密聯繫，

合約完結前安排學生逐步返回原校，確立雙方的期望

 返回原校後仍有兩個月的跟進服務，培立社工會到

原校探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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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瑩瑩 中三

 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六個月後……

• 重啟學習和生活常規

• 穩定情緒

• 減少自我傷害行為

• 增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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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內容
個別
輔導
計劃

學科課程 ~
個別學習計劃

院舍
服務

家舍
群體
生活
訓練

言語治療師、
教育心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社工、教師團隊

針對學生改善目標，
加強輔導及培育，

定期檢討及提出可行建議

體潛潛能小組、
領袖訓練、

生涯規劃體驗課程、
音體藝活動、
義工服務等等

按原校級別就讀、
個別學習計劃、
課程按需要調適、
額外功課輔導、
可配合原校課業安排

學習生活規律，
提升溝通、解難能力、
改善親子關係，

定期舉行個案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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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es 中三

 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五個月後……

• 提高學習動機，改善學習態度

• 提昇自信心

• 增強正面聯繫感

個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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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 中三 懷疑高功能自閉症特徵(ASD)

 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三個月後……

• 學習情緒管理 (認識自己情緒)

• 建立學習目標 (缺課  每天上學)

• 培養正面的學習經歷

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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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善意溝通情緒卡: 認識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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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緒溫度計: 認識情緒及管理情緒

13



以情境解讀漫畫︰認識情緒

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西)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 學校支援模式運作手冊>> 14



1. 事發時間、地點及人物所做的事情
2. 事發經過
3. 自己及其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4. 事情的後果

 助學生表達自己和他人的想法
 學習正確的處理方法

以情境解讀漫畫︰表達感受、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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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西)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 學校支援模式運作手冊>>



學生擁有的能力
及想擁有的能力

運用能力強項卡: 建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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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學習與不同人士相處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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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生日誌: 建立正面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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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三個月後……

父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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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四

 小榆 中一

 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六個月後……

• 建立生活規律

• 學習情緒管理

• 建立正面思考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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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短期適應課程 六個月後……

媽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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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連結

教育局 「群育學校／院舍服務」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subsidy/special-

school/ccrm/index.html

明愛培立學校

http://www.pelletier.edu.hk/

電話︰2320 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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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subsidy/special-school/ccrm/index.html
http://www.pelletier.edu.hk/


參考資料

 教育局通告第22/2019號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2C.pdf

 教育局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CCRM)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subsidy/special-school/ccrm/index.html

 教育局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CCRM)申請表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subsidy/special-
school/ccrm/ssd_5_application%20form_chi.pdf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校支援模式運作手冊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autism/asd_operation_guide.html

 善意溝通(Just Feel)情緒卡

https://www.justfeel.hk/product-page/just-feel-%E6%84%9F%E5%8F%97%E9%9C%80%E8%A6%81%E5%8D%A1

 Cardshouse: 能力強項卡

http://www.cardshouse.com.tw/html/cardshouse_card.php?op=detail&product_code=201111141708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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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位對我們的分享有任何提問、分享、

回應或意見，歡迎在留言區直接留言。

或在分享會後與我們聯絡

電郵:cps.admin@pelletier.edu.hk

電話:2320 3884

謝謝大家！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