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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學生輔導 

 
一、學生輔導服務 

1. 學生輔導服務簡介 

教育暨青年局透過資助民間輔導機構，安排學生輔導員駐校，並配合學校個

別的特性和需要，為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與輔導相關的專業支援和協助。 

服務對象包括學生、家長及教師，服務內容主要包括個案輔導、小組輔導、

諮詢服務、轉介服務、資料提供服務、預防及發展性活動（例如：生涯規劃、

性教育、新生適應等主題的講座或工作坊）、評估服務、社區教育活動等。 

若在學的兒童和青少年期望進一步認識自我、發展潛能、改善學習方法、提

升溝通技巧，或在成長生活上遇到疑難，需要有成年人協助解決時，均可聯

絡學生輔導員。 

校內教職人員若發現學生出現上述各方面困難，可轉介予駐校學生輔導員進行

輔導；當學生有離校的情況時，學校要詳細了解學生離校原因，若屬學業表現

及行為有關的原因，則需在學生未離校之前先轉介予學生輔導員跟進，協助其

解決問題，以儘量能留校就讀。倘學生必須離校，則學校須按“學校運作指南”

第三章學校管理中所列，於學生最後上課日起 7 天內向本局通報。（流程請閱附

件一） 

為協助學生從小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並提升家長教養子女的技巧和

了解子女的需要，於 2010/2011 學年，開展幼兒教育學生支援服務主要以預防

性及發展性的活動進行，並同時配合學校的需要而設計有關的主題和進行方

式。 

 

 

2. 學生輔導員的角色和功能 

學生輔導員是指受資助機構派駐在學校內或在社區內提供學生輔導服務的社工

及心理輔導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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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學生輔導員主要在校內提供服務，除預防及發展性輔導服務外，更須提供

補救性服務，以發展學生潛能和幫助學生處理問題，工作中涉及心理輔導。 

離校學生支援服務主要為本澳義務教育及非義務教育範疇的離校學生服務，協

助他們提升學習動機、解決在學習、人際溝通及成長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好

讓他們可以儘快重返校園，順利完成基礎教育或協助他們投身合適的工作，此

外，亦需協助處理家長的工作。有關服務主要以家訪及上門等形式提供輔導服

務，由於需要配合家長時間而安排家訪等工作，故有需要時亦須在週日及假日

提供服務。工作內容主要有個案輔導、家長支援、輔導活動（如學習小組、人

際關係小組、生涯規劃工作坊）、轉介服務及諮詢服務等等。 

 

3. 申請手續和所需文件 

當學生有需要上述服務，或家長、教師期望轉介學生接受有關服務，均可親

往或致電聯絡駐校學生輔導員或教育暨青年局轄下的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

育中心，此外，亦可透過本局“伴我同行網”直接預約輔導服務，網址

http://www.dsej.gov.mo/standbyme。學校轉介時可向駐校學生輔導員索取申請

服務表格，或可在教育暨青年局網頁上列的“網上服務”內“表格下載”的

“學校專用表格”區下載。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457 

附件一：學校處理離校學生個案流程圖 
 
             
                     
 

 
 
 
 
 
 
 
 
 
 
 
 
 
 

 
 
 
 
 
 
 
 
 
 
 
 
 

 

學生需要離校？ 

校方發現學生有可能離校 

駐校學生輔導員輔導跟進 

 

離校原因為學業表現不良或

行為違規？ 

是 

否 

按校方既定學生離

校程序處理。 

有關學生資料交由駐校學生輔導員轉介所屬

輔導機構或教育暨青年局轉介 

有駐校學生輔導員

 
是 

學生情況有所改善？ 
是 

否 

否 

是 

否 

按校方既定輔導機

制協助學生 

提供離校學生支援服務的機構繼續跟進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458 

二、諮詢及評估服務 
 

1. 特殊教育專業諮詢服務 

若教師、學生輔導員或家長發現學生有語言、學習、行為情緒或動作等方面的

問題，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查詢和預約，中心會

安排相關專業人員與求助者進行面談，並於諮詢後提供評估服務轉介或建議報

告。 

1.1 特殊教育專業諮詢所需文件 

出席特殊教育專業諮詢，家長或監護人請與學生一起攜帶下列所需文件前往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a. 諮詢及評估服務申請表 

b. 學生及其父母的證件副本 

c. 教育暨青年局發出的學生證副本 

d. 學生最近的手冊、書本、功課簿、試卷及成績表 

e. 其他參考資料 

備註：從未入學的申請人無須遞交上述c及d項文件。 

 

2. 教育安置評估服務 

“教育安置評估＂是為那些身體機能出現障礙、學習困難或有長期且持續性的情

緒行為問題，以致在學習上出現重大困難，或是有醫生證明顯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而設置的。教師、學生輔導員或家長若懷疑／發現學生有以上的情況，

可親往或致電教育心理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查詢和預約評估服務，中心將為學

生安排在智能、學習能力、情緒及行為表現、動作或溝通等方面的評估服務，

並按學生的個別能力作適切的教育安置建議及提供建議報告。 

2.1. 申請手續和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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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監護人請攜帶下列所需文件親臨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a. 諮詢及評估服務申請表 

b. 學生及其父母的證件副本 

c. 教育暨青年局發出的學生證副本 

d. 學生近照一張 

e. 嬰兒健康手冊及衛生局電腦資料卡副本  

f.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醫生證明書 

g. 最近的學校成績表副本  

h. 其他參考資料 

備註：從未入學的申請人無須遞交上述c及g項文件。 

 

3. 治療評估服務 

當教師、學生輔導員或家長懷疑學生可能須要接受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語言

治療或訓練，可親往或致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查詢，若學生有醫生

證明書（證明有接受治療/訓練需要），則可直接預約治療評估服務；若學生沒

有醫生證明書，則會先安排其接受特殊教育專業諮詢服務，再按諮詢結果決定

學生是否需作進一步評估；完成治療評估後，中心同事會向教師、學生輔導員

或家長提供建議報告和接受治療或訓練的資訊。 

3.1. 申請手續和所需文件 

家長或監護人請攜帶下列所需文件親臨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a. 諮詢及評估服務申請表 

b. 治療轉介附表 

c. 學生及其父母的證件副本 

d. 教育暨青年局發出的學生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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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生近照一張 

f. 嬰兒健康手冊及衛生局電腦資料卡副本  

g.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醫生證明書 

h. 最近的學校成績表副本  

i. 其他參考資料 

備註：從未入學的申請人無須遞交上述 d 及 h 項文件。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或致電教育

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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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成長紀錄表 

 
     

                學 生 成 長 紀 錄 表 
 
 
一．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齡： 

就讀學校： 年  級： 

面 談 者： 面談日期： 

申請服務：  

 
二． 成長方面： 

1. 成長史（出生地、居住地、居住地/環境的改變、語言及身體發展情況等）： 

 

 

2. 教育史（過去及現在所就讀學校的入讀及離校年份、學生輔導員及教師的回饋等）： 

 

 

3. 健康狀況（身體疾患、肢體殘疾、服藥情況等）： 

 

 

4. 生活自理、飲食習慣（如廁控制、用膳情況、飲食偏好、食物或藥物過敏、衛生及其他

自理情況等）： 

 

 

編號：_______________ 
(此欄由教育暨青年局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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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方面： 
1. 家庭狀況（同住成員、父母婚姻狀況）： 

 

 

2. 經濟狀況（父母職業、居住情況、經濟支柱、經濟援助情況等）： 

 

 

3. 親子關係及教養態度（主要照顧者、教養方式及學生的配合度等）： 

 

 
四．學習方面： 

1. 學習態度、習慣（學習動機、課堂表現、守規及專注表現等）： 

 

 
2. 行為及情緒問題（在校及在家的情緒表現、同儕互動及社交表現等）： 

 

 

 
五．其他 

1. 輔助（教師/學生輔導員曾否使用一些方法幫助該生及有關方法的成效） 
 
 
 
 
 
學生輔導員簽署：   填表日期：  

 

 
(請在橫線下以電子打
印或正楷書寫姓名，並
在橫線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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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童整體表現問卷—家長／主要照顧者版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學童整體表現問卷—家長／主要照顧者版 

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_歲_________個月 

就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使用語言（可多選）：□粵語 □國語 □英語 □葡語 □其他_____________ 

主要照顧人員（可多選）：□父母 □父親 □母親 □祖父母／外祖父母 □其他______ 

課後跟進課業情況（可多選）：□家長跟進 □補習社跟進 □私人導師跟進  

                          □學校人員跟進 □沒有跟進 □其他_____________ 

填表人資料：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與學生關係：□父 □母 □其他__________  

填寫說明： 

請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根據該生在日常生活的表現，在□中勾選出符合該生表現的描

述，並填寫下列問卷內容，以讓評估人員了解該生日常生活表現。 

* 若對填寫內容有疑問，可致電___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__聯絡。 

問卷內容： 

一、健康狀況  

□ 1. 身體狀況長期欠佳，經常因病請假或缺課 

□ 2. 經常表示身體不適或疼痛，但醫生找不出原因 

 □ 3. 曾經接受手術（___________歲月，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 曾經患過重大疾病（_________歲月，疾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 醫院診斷現在患有疾病（疾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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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需要長期服用藥物（何時開始？___________ 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 7. 需要配戴眼鏡（□近視 □散光 □弱視 □遠視 □其他__________） 

 □ 8. 需要配戴助聽器（□左耳 □右耳 □雙耳） 

 □ 9. 需要使用輔助器材（□輪椅 □放大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 10. 沒有健康問題 

□ 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家庭狀況 

 12. 同住情況（必填）：□與父母同住 □與父同住 □與母同住 □其他_________ 

□ 13. 長期不和父母同住（目前監護人：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  

□ 14. 家長長期在其他國家／地區生活或工作（□父 □母 原因：_______________） 

□ 15. 曾經居住在本澳以外地區（何時？______________ 哪裏？________________） 

□ 16. 家庭有經濟困難（現正接受社工局或民間機構的援助） 

□ 1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評估／治療／訓練情況 

□ 18. 曾接受醫院或其他機構的智力評估 

   （評估機構：__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__________ 結果：_____________） 

□ 19. 曾接受醫院或其他機構的治療評估 

   （評估機構：__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__________ 結果：_____________） 

□ 20. 曾接受醫院或其他機構的治療／訓練（項目：□語言治療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認知訓練 □行為訓練 □社交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___） 

 □ 21. 未曾接受相關評估、治療及訓練服務 

□ 22.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學習表現   

 □ 23. 理解能力較弱（如：經多次教導後，常弄不清楚抽象或較複雜的符號或詞彙） 

 □ 24. 記憶力較弱（如：經多次提醒後，仍記不住當天父母囑咐的訊息） 

□ 25. 組織力較弱（如：說話或做事顯得凌亂，沒有重點與組織） 

 □ 26. 學習時，專注表現較弱，經常四處張望、玩文具或發呆 

 □ 27. 需要重複講解及練習才能掌握學習內容 

 □ 28. 不願意進行學習活動或藉著各種理由逃避進行學習活動 

 □ 29. 寫字出界 / 左右方向錯誤 / 漏寫或增加筆劃 / 筆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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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整體學業成績自_____年級起突然未能跟上同級進度 

 □ 31. 部分學科（____________________科）自_____年級起突然未能跟上同級進度 

 □ 32. 沒有出現明顯的學習問題 

 □ 3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語言表現 

 □ 34. 學習語言出現早期遲緩（如：兩歲時未能說出 50 個單詞） 

 □ 35. 理解指令及別人說話的內容出現困難 

 □ 36. 經常仿說別人的說話，影響溝通 

 □ 37. 用詞欠具體，經常使用「依啲」、「嗰度」較空泛的字詞來表達 

 □ 38. 口語表達出現困難，未能準確使用口語表達自己的需要、想法和感受 

 □ 39. 不願意或抗拒使用口語溝通 

 □ 40. 經常出現發音錯誤 

 □ 41. 說話聲線控制出現困難（如：聲量過大或偏高音） 

 □ 42. 出現口吃行為（如：字詞重複－「我我我唔知道」、字音拉長） 

 □ 43. 進食及飲水出現困難（如：十分偏食、抗拒咀嚼或韌性較大的食物、容易嗆

喉） 

 □ 44. 沒有出現明顯的語言問題 

□ 4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動作表現   

□ 46. 日常生活中，在轉位及移位活動（如：坐、站、步行、上下樓梯等）需要

別人協助或使用輔具才能進行 

□ 47. 從事體能活動時，較容易疲累 

□ 48. 經常不小心碰撞到身邊物件或容易跌倒 

□ 49. 不喜歡或抗拒從事體能活動 

□ 50. 從事體能活動時（如：跳躍、拋球或接球等），與同齡學童比較出現困難，

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舉例說明） 

□ 51. 從事扣鈕、拉拉鍊或綁鞋帶等活動出現困難 

□ 52. 從事溜滑梯、盪鞦韆或爬攀爬架等活動出現困難或表現抗拒 

□ 53. 不喜歡或抗拒從事寫畫活動 

□ 54. 進行寫畫活動時，未能掌握合適的力度（如：落筆太用力或太輕） 

□ 55. 使用剪刀或餐具（如：筷子或刀叉）等工具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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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沒有出現明顯的動作問題 

□ 57.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行為表現 

 □ 58. 未能專心做一件事（如：經常轉換玩具或遊戲） 

 □ 59. 未能安坐在座位上做事（如：經常動來動去或離開座位） 

□ 60. 未能耐心等候（如：經常打斷別人的談話、插隊等） 

□ 61. 未能保管自己的東西，經常遺失個人物品  

□ 62. 行為表現衝動，經常不顧後果（如：攀上窗台、衝出馬路等） 

□ 63. 經常故意做出引人注意的行為（如：發出叫聲、扮鬼臉等） 

□ 64. 經常出現對抗行為（如：不合作、唱反調、頂撞長輩或教師等） 

□ 65. 經常表現出與當下情境不符的行為（如：無故大笑、大聲說話等） 

□ 66. 經常做出奇怪的姿勢或不尋常的行為（如：搖擺身體、扭曲手指等） 

□ 67. 對某些事物有特別喜好（如：偏愛圓形物品、對數字或英文特別有興趣等） 

□ 68. 對周遭的事物缺乏或不感興趣 

□ 69.十分固執，須按特定的方式做事、玩耍玩具或物品 

□ 70. 經常做出自我傷害的行為（如：拍打自己、弄破傷口、撞頭、割手等） 

□ 71. 沒有出現明顯的行為問題 

□ 72.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情緒表現   

 □ 73. 情緒表達不適當，與當下情境不符（如：看到別人受傷或遭遇不幸，會發笑） 

 □ 74. 經常悶悶不樂、沒有精力似的 

 □ 75. 經常坐立不安，容易緊張、焦慮 

□ 76. 脾氣暴躁，經常會因生氣而罵人、傷人或破壞物品 

□ 77. 事情未如願時，容易發脾氣 

□ 78. 未能適應環境／常規／生活程序改變，容易哭鬧 

□ 79. 對外界事情容易產生恐懼感 

□ 80. 沒有出現明顯的情緒問題 

 □ 8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社交表現   

□ 82. 經常獨自玩耍，較少與別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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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較少或未能參與團體活動（遊戲、比賽） 

□ 84. 別人不喜歡與他／她玩耍 

□ 85. 未能洞悉別人面部表情的意義 

□ 86. 表現退縮，較少或未能在團體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 

□ 87. 表現霸道，經常要別人遷就他／她 

□ 88. 與別人交談時，較少與別人有視線接觸 

□ 89. 容易與別人發生口角或肢體衝突 

□ 90. 不會保護自己，經常受同儕欺負或被同儕佔便宜 

□ 91. 沒有出現明顯的社交問題 

□ 92.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請列出上述沒有提及，但按觀察，與該生有關的其他情況：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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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童整體表現問卷—教師版（幼兒教育階段適用）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學童整體表現問卷—教師版 

（幼兒教育階段適用） 

 

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歲_____個月 

就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資料：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學生時間： _______年_______個月 

任教該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填寫說明： 

請班主任或熟悉該生的教師根據該生的在校表現，填寫下列問卷內容，並在□中勾

選出符合該生表現的描述，以讓評估人員了解該生的在校表現。 

*若對填寫內容有疑問，可致電___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__聯絡。 

 

問卷內容： 

一、學習表現 

 □ 1. 學習速度未能跟上同班同學進度 

 □ 2. 記憶力較弱（如：經多次提醒下，仍記不住當天教師囑咐的訊息） 

 □ 3. 理解能力較弱（如：經多次解釋後，仍弄不清楚抽象或較複雜的符號或詞彙） 

□ 4. 組織力較弱（如：說話或做事顯得凌亂，沒有重點與組織） 

 □ 5. 認字表現較弱，或會認讀的字很少（比同齡學童少很多） 

□ 6. 仿寫或抄寫生字出現困難（幼二及幼三學生適用） 

□ 7. 未能默寫簡單筆劃的生字，如：人、口、手等（幼二及幼三學生適用） 

□ 8. 未能正確點數物件 

□ 9. 未能正確唱數 1-10  

□ 10. 未能辨別顏色或形狀 

□ 11. 對書本及故事的興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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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不願意進行學習活動或藉著各種理由逃避進行學習活動 

 □ 13. 整體學業成績長期（一學年以上）為全班最後五名（或約 l5%） 

 □ 14. 部分科目長期（一學年以上）為全班最後五名（或約 15%） 

□ 15. 學業表現經常起伏很大，可以由中等以上滑落到全班倒數 

  16. 該生現有的學業表現大致如何？請依各項勾選：（必須填寫） 

        整體學業：□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數學科：□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語文科：□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 17 學習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1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語言表現 

 □ 19. 學習語言出現早期遲緩（如：兩歲時未能說出 50 個單詞） 

 □ 20. 理解指令出現困難 

 □ 21. 命名人物及物件出現困難 

 □ 22. 用詞欠具體，經常使用“依啲＂、“嗰度＂較空泛的字詞來表達 

 □ 23. 未能說出完整句子 

 □ 24. 未能專注於話題上（如：經常離題、答非所問） 

 □ 25. 回答問題時，經常仿說別人的說話，影響溝通 

□ 26. 未能回答“邊度＂、“邊個＂、“乜嘢＂的問題 

 □ 27. 經常出現發音錯誤 

 □ 28. 說話聲線控制出現困難（如：聲量過大或偏高音） 

 □ 29. 出現口吃行為（如：字詞重複－“我我我唔知道＂、字音拉長） 

 □ 30. 語言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3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動作表現  

□ 32. 日常生活中，在轉位及移位活動（如：坐、站、步行、上下樓梯等）需要

別人協助或使用輔具才能進行 

□ 33. 從事體能活動時，較容易出現疲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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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經常不小心碰撞到身邊物件或容易跌倒 

□ 35. 不喜歡或抗拒從事體能活動 

□ 36. 進行唱遊課或體育課時，經常未能做到要求的活動，如：_________________ 

□ 37. 從事扣鈕、拉拉鍊或綁鞋帶等活動出現困難 

□ 38. 不喜歡或抗拒從事寫畫活動 

□ 39. 進行寫畫活動時，未能掌握合適的力度（如：落筆太用力或太輕） 

□ 40. 使用剪刀或餐具（如：筷子或刀叉）等工具出現困難 

□ 41. 進行美勞課時，使用美勞材料或進行手工活動出現困難  

□ 42. 動作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43.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課堂適應表現  

□ 44. 上課專注表現較弱，未能持續專注在學習活動上，經常東張西望、玩文具

或發呆 

□ 45. 上課經常隨意離開座位或教室 

□ 46. 上課經常亂發聲、說話或捉弄別人而干擾課堂 

□ 47. 經常未能跟上班級常規做事（如：未能把個人物品放在課室指定位置） 

□ 48. 經常未能配合完成堂上任務 

□ 49. 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完成課堂任務 

□ 50. 未能或不願意接受教師的指導 

□ 51. 經常需要輔助人員看管才能參與課堂活動 

□ 52. 課堂適應表現與同班同學表現相若 

□ 5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行為表現 

 □ 54. 未能專心做一件事（如：經常轉換玩具或遊戲） 

 □ 55. 未能安坐在座位上做事（如：經常動來動去或離開座位） 

 □ 56. 未能耐心等候（如：經常打斷別人的談話、插隊等） 

□ 57. 行為表現衝動，經常不顧後果（如：攀上窗台、在走廊亂跑等） 

□ 58. 經常故意做出引人注意的行為（如：突然發出叫聲、扮鬼臉等） 

□ 59. 經常表現出與當下情境不符的行為（如：無故大笑、自言自語等） 

□ 60. 經常做出奇怪的姿勢或不尋常的行為（如：搖擺身體、扭曲手指等） 

□ 61. 對某些事物有特別喜好（如：偏愛圓形物品、對數字、英文特別有興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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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對周遭事物缺乏或不感興趣 

□ 63. 十分固執，須按特定的方式做事、玩耍玩具或操作物品 

 □ 64. 經常做出自我傷害的行為（如：拍打自己、撞頭等） 

 □ 65. 沒有出現明顯的行為問題 

□ 6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情緒表現    

 □ 67. 經常情緒表達不適當，與當下情境不符（如：看到別人受傷或遭遇不幸時，

會笑） 

 □ 68. 經常悶悶不樂、沒有精力似的 

□ 69. 經常坐立不安，容易緊張、焦慮  

□ 70. 脾氣暴躁，經常會因生氣而罵人、傷人或破壞物品 

□ 71. 事情未如願時，容易發脾氣 

□ 72. 未能適應環境／常規／生活流程改變，容易哭鬧 

□ 73. 被批評或遇到挫折時，情緒起伏大，會大發脾氣或憂鬱沮喪 

□ 74. 容易對外界事情產生恐懼感 

 □ 75. 沒有出現明顯的情緒問題 

□ 7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社交表現  

□ 77. 經常獨自玩耍，較少或未會與別人互動 

□ 78. 較少或未能參與團體活動（遊戲、比賽） 

□ 79. 別人不喜歡與他／她玩耍 

□ 80. 表現退縮，較少或未能在團體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 

□ 81. 表現霸道，經常要別人遷就他／她 

□ 82. 容易與別人發生口角或肢體衝突 

□ 83. 不會保護自己，經常受同儕欺負或被同儕佔便宜 

□ 84. 與別人交談時，較少與別人有眼神接觸 

□ 85. 沒有出現明顯的社交問題 

□ 8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輔導跟進情況    

 □ 有駐校輔導員跟進（跟進時間：_______年_______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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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駐校輔導員跟進                     

九、請列出上述沒有提及，但按觀察，與該生有關的其他情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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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童整體表現問卷—教師版（中小學適用）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學童整體表現問卷—教師版 

（中小學適用） 

 

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歲______個月 

就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資料：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學生時間： _______年_______個月 

任教該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填寫說明： 

請班主任或熟悉該生的教師根據該生的在校表現，填寫下列問卷內容，並在□中勾

選出符合該生表現的描述，以讓評估人員了解該生的在校表現。 

*若對填寫內容有疑問，可致電___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__聯絡。 

 

問卷內容： 

一、學習表現 

 □ 1. 學習速度未能跟上同班同學進度 

 □ 2. 記憶力較弱（如：經多次提醒下，仍記不住當天教師囑咐的訊息） 

 □ 3. 理解能力較弱（如：經多次解釋後，仍弄不清楚抽象或較複雜的符號或詞彙） 

□ 4. 組織力較弱（如：說話或做事顯得凌亂，沒有重點與組織） 

□ 5. 對書本及故事的興趣不大 

□ 6. 未能理解課本或考卷說明 

□ 7. 閱讀表現欠流暢 

□ 8. 閱讀理解能力較弱 

□ 9. 會抄寫但不知字彙的意義 

□ 10. 寫字及抄寫手冊出現困難 

□ 11. 寫字出界 / 左右方向錯誤 / 漏寫或增加筆劃 / 筆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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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默寫生字、課文或問答時會出現困難 

□ 13. 造句或作文時會出現困難 

□ 14. 辨識數學符號能力較弱（如：大於、小於符號） 

□ 15. 基礎運算能力較弱 

□ 16. 解答應用題的能力較弱 

□ 17. 理解數學概念能力較弱 

□ 18. 不願意進行學習活動或藉著各種理由逃避進行學習活動 

 □ 19. 學業表現經常起伏很大，可以由中等以上滑落到全班倒數 

 □ 20. 整體學業成績長期（一學年以上）為全班最後五名（或約 l5%） 

 □ 21. 整體學業成績自______年級起突然未能跟上同級進度 

 □ 22. 部分科目長期（一學年以上）為全班最後五名（約 15%） 

 □ 23. 部分學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科）自______年級起未能跟上同級進度  

□ 24. 已參加校內課後加強／輔導班（科目：______________ 頻率：___星期___次） 

 25. 該生現時學業表現大致如何？請依各項勾選：（必須填寫） 

      整體學業：□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數學科：□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語文科：□中等以上    □中等 

                □中下 □最後 15% 

□ 25. 學習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2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語言表現 

 □ 27. 理解指令及別人說話的內容出現困難 

 □ 28. 用詞欠具體，經常使用「依啲」、「嗰度」較空泛的字詞表達 

 □ 29. 維持話題出現困難（如：經常離題、答非所問） 

 □ 30. 敘述故事出現困難（如：內容過簡、情節連貫性低） 

 □ 31. 講述過去的事情出現困難 

 □ 32. 說話會出現用字錯誤及詞序倒轉（如：「哥哥俾門夾親」會講成「門俾哥哥

夾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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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不喜歡或抗拒使用口語溝通 

 □ 34. 經常出現發音錯誤 

 □ 35. 較難明白成語、俗語、笑話、幽默、雙關語等 

 □ 36. 語言運用技巧出現困難（如：未能保持適當眼神接觸、未能保持對話） 

 □ 37. 說話聲線控制出現困難（如：聲量過大或偏高音） 

 □ 38. 出現口吃行為（如：字詞重複－「我我我唔知道」、字音拉長） 

 □ 39. 語言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40.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動作表現  

□ 41. 日常生活中，在轉位及移位活動（如：坐、站、步行、上下樓梯等）需要

別人協助或使用輔具才能進行 

□ 42. 從事體能活動時，較容易出現疲累表現 

□ 43. 經常不小心碰撞到身邊物件或容易跌倒 

□ 44. 未能保持正確坐姿(經常彎腰駝背) 

□ 45. 不喜歡或抗拒從事體能活動 

□ 46. 進行體育課時，經常未能做到要求的活動，如：___________（請舉例說明） 

□ 47. 從事扣鈕、拉拉鍊或綁鞋帶等活動出現困難 

□ 48. 不喜歡或抗拒寫畫活動 

□ 49. 進行寫畫活動時，未能掌握合適的力度（如：落筆太用力或太輕等） 

□ 50. 使用剪刀或餐具（如：筷子或刀叉）等工具出現困難 

□ 51. 進行美勞課時，使用美勞材料或進行手工活動出現困難  

□ 52. 動作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或更好 

□ 5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課堂適應表現 

□ 54. 上課專注表現較弱，未能持續專注在學習活動上，經常東張西望、玩文具

或發呆 

□ 55. 上課經常隨意離開座位或教室 

□ 56. 上課經常亂發聲、說話或捉弄別人而干擾課堂 

□ 57. 上課經常未能跟從教師的指示做事 

□ 58. 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完成課堂任務 

□ 59. 經常在上課鐘響後仍未能自行回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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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未能或不願意接受教師的指導 

□ 61. 經常不願意上課或缺課 

□ 62. 課堂適應表現與同班同學相若 

□ 6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行為表現 

 □ 64. 未能耐心等候（如：經常打斷別人的談話、插隊等） 

□ 65. 行為表現衝動，經常不顧後果（如：在走廊跑、在桌面或窗枱跳等） 

□ 66. 經常故意做出引人注意的行為（如：突然發出叫聲、扮鬼臉等） 

□ 67. 經常遺失個人物品 

□ 68. 經常表現出與當下情境不符的行為（如：無故大笑、自言自語等） 

□ 69. 經常做出奇怪的姿勢或不尋常的行為（如：搖擺身體、扭曲手指等） 

□ 70. 十分固執，須按特定的方式做事、玩耍玩具或操作物品 

□ 71. 經常做出自我傷害的行為（如：拍打自己、撞頭等） 

□ 72. 經常說粗言穢語 

□ 73. 經常沉迷電子遊戲、上網等活動 

□ 74. 沒有出現明顯的行為問題 

□ 7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情緒表現  

 □ 76. 經常情緒表達不適當，與當下情境不符（如：看見別人受傷或遭遇不幸時，

會笑） 

 □ 77. 經常悶悶不樂、沒有精力似的 

□ 78. 經常坐立不安，容易緊張、焦慮  

□ 79. 脾氣暴躁，經常會因生氣而罵人、傷人或破壞物品 

□ 80. 事情未如願時，容易發脾氣 

□ 81. 未能適應環境／常規／生活流程轉變，容易哭鬧 

□ 82. 被批評或遇到挫折時，情緒起伏較大，會大發脾氣或憂鬱沮喪 

□ 83. 容易對外界事情產生恐懼感 

□ 84. 沒有出現明顯的情緒問題 

□ 8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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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交表現   

□ 86. 經常獨自一人，較少或未會與別人互動 

□ 87. 較少或未能參與團體活動（遊戲、比賽） 

□ 88. 別人不喜歡與他／她玩耍 

□ 89. 未能洞悉別人面部表情的意義 

□ 89. 表現退縮，較少或未能在團體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 

□ 90. 表現霸道，經常要別人遷就他／她 

□ 91. 容易與別人發生口角或肢體衝突 

□ 92. 不會保護自己，經常受同儕欺負或被同儕佔便宜 

□ 93. 沒有出現明顯的社交問題 

□ 9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輔導跟進情況 

 □ 有駐校輔導員跟進（跟進時間：_______年_______個月） 

 □ 沒有駐校輔導員跟進 

九、請列出上述沒有提及，但按觀察，與該生有關的其他情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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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私隱指引 

 

1. 定義 

1.1. 「私隱」是指受助學生的個人資料或其正接受輔導服務這件事，無須被與

事情不相關的人士知悉、查閱或監察； 

1.2. 以下「輔導員」是指教育暨青年局聘請或資助機構聘請，為本澳學校學生

提供輔導服務的駐校學生輔導員或離校學生輔導員。 

 

2. 適用範圍 

本澳學校、學生輔導員及其直屬機構在處理受助學生個案時適用，包括資料收

集、使用、查閱、修訂及銷毀等。 

 

3. 職責 

3.1. 學校負責人必須確保學校人員及學生輔導員知悉保障受助學生私隱的程

序，並予以執行； 

3.2. 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提供輔導服務的機構負責人，必須確保所屬機構輔導員

知悉保障受助學生私隱的程序，並予以執行； 

3.3. 若有學校人員或輔導員作出違反保障受助學生私隱的行為時，學校或輔導

員所屬機構須按學校或各機構的有關程序處理，並作出糾正和預防。 

 

4. 原則 

4.1. 一般原則 

a. 學校及機構須確保學校人員及輔導員知悉受助學生之私隱應受到保

障，每位受助學生擁有其個人私隱權、選擇權、訂定其個人目標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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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規劃的權利； 

b.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一視同仁，不論受助者年齡、性別、國籍、信仰、

文化背景、家庭經濟狀況、社會狀況或其他個人情況，必須以誠懇、

有禮及專業的態度，竭力保障所有受助者的尊嚴和私隱；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對受助學生所透露的私隱保密，除認為受助學生

會對或已經對其個人或他人造成傷害；又或者在受助學生同意及學校

和家庭給予協助的情況下，適當地按需要透露跟進的內容，以配合改

善受助學生的情況，然而透露之有關內容，必須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 

d.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不得私下談論或向他人公開受助學生的個人資料，

除非是因專業督導而披露所需資料，或事前得到受助學生之同意，否

則學校人員或輔導員對於所有收集的學生個人資料必須絕對保密。 

4.2. 受助學生受傷的處理 

a. 當受助學生因受傷或情緒激動需要接受即時護理或輔導時，輔導員須

考慮避免當事人在公開情況下接受服務；如受助學生傷勢不容許搬動

時，或因急救需要接觸傷者身體私隱部位時，輔導員須疏散附近人士，

以免學生在其他人的觀看和談論下進行護理工作或其他服務，並須以

尊重傷者身體、安全及尊嚴為前提。輔導員同時須按情況即時聯絡學

校和機構負責人，協助給予支援和作出處理。 

4.3. 受助學生私隱之處理 

a. 如受助學生投訴輔導員有違反尊重其私隱的行為時，為澄清事件，輔

導員應儘快向所屬上級報告，由機構即時作出調查和處理； 

b. 如輔導員發現所屬機構有其他輔導員違反尊重學生私隱的情況，須即

時將有關情況通知該輔導員之直屬機構負責人或上級負責人。負責人

須在接獲通知後即時展開調查，如證明違反情況屬實，須立即進行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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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及預防行動，以確保有關違反情況得到糾正及避免錯誤再次出現，

並把報告交其上級審閱及存案； 

c. 若有關違反情況涉及人為錯失，直屬負責人須通知其上級，商討所應

給予該輔導員的協助或處分。 

4.4. 資料收集、使用、查閱及轉移 

a. 在收集受助學生資料時，學校人員或輔導員必須向有關人士說明收集

資料之目的、種類及用途等。 

b. 所有學生檔案均統一存放於就讀的學校內，若屬離校學生個案，則有

關檔案存放於負責跟進的輔導機構內，並且不可擅自攜離存放單位。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若因公務收集資料作輔導或教育研究用途時，須事

先向所收集資料的對象說明收集資料之目的和用途，並須得到其書面

同意，方可使用。有關資料必須使用匿名方式，不可洩露所收集資料

對象的身份資料。 

d. 查閱受助學生個人資料 

學生或其家長 / 監護人要求查閱學生個人檔案或資料，若向機構申請

查閱，申請人需要以書面詳列原因，親身或郵寄予相關機構負責人。

機構負責人需要與負責跟進該個案的輔導員詳細了解及討論，分析查

閱原因，並於兩週內回覆申請人，對有關申請的審核結果為接納或附

具理由的拒絕。若申請被接納，負責跟進該個案的輔導員將撰寫工作

報告予申請人，但學生檔案將不予提供，機構須複印有關資料存檔。 

若向學校要求查閱個人檔案或資料，則按學校既定程序進行申請及處

理。 

e. 若拒絕有關申請，須書面向申請人解釋拒絕原因，情況包括： 

a) 申請人未能提供足夠資料以識別其具有查閱相關資料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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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閱或要求索取的資料涉及他人的個人資料，但機構不能披露他

人資料，而申請人亦未取得當事人的書面同意； 

c) 申請不是以書面提出； 

d) 沒有充分理據而重覆索閱資料。即一般情況下，就同一份資料，

提出超過兩次類似查詢要求而無合理依據。 

f. 若以學校或機構名義索取，須以書面列明原因，由學校負責人或機構

負責人按情況之需要作出審批和處理。 

g. 資料轉移 

a) 在校學生 

若學校停止接受學生輔導服務，則有關學生檔案須以密件形式全

數交回教育暨青年局有關負責部門保管，並在六年後銷毁，在保

存期內若學校重新開始學生輔導服務，則有關資料由教育暨青年

局交回有關學校。若學生轉校，並同意其個人資料可作轉移時，

原來學校的輔導員可把資料轉移予該生新入讀學校的輔導員。 

b) 離校學生 

若離校學生重新返回校園，有關檔案仍須存放於輔導機構內，離

校學生輔導員需把有關個案情況繕寫個案轉介報告，並交予駐校

學生輔導員繼續跟進。 

4.5. 資料處理 

因應學生輔導服務之保密性，處理學生個案資料的職員只能為負責處理該

個案的學校人員、輔導員、學校負責人、機構負責人及該輔導員之協調員，

以及直接督導相關個案的輔導員。 

4.6. 資料的儲存及銷毀 

a. 學校或機構須制定處理受助學生個人資料的方法，以確保有關資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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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外洩； 

b. 電腦檔案要儘量以磁碟儲存，並存放於在可上鎖的地方，如文件櫃或

有鎖的抽屜，而檔案須有密碼才能開啟； 

c. 文件資料按保密性而分類，並只可由有關的負責專業人員取閱，載有

個人資料之文件和檔案不應擺放於公眾地方； 

d. 檔案櫃應加以上鎖； 

e. 郵寄或遞送載有個人資料之文件時，必須封妥並蓋上“機密”之印章； 

f. 儘量避免將有關資料傳真，如屬緊急事故必須傳真個人資料時，須請

收件人親自到傳真機前收件，並須即時電話聯絡確保其已收妥文件； 

g. 印有機密之文件必須由收件人或機構負責人親自拆閱； 

h. 未經機構/學校負責人許可，一切載有個人資料之文件，包括電腦檔案，

不得攜離機構/學校。 

4.7. 存放期限 

a. 學生個案和活動參加者資料均在停止接受服務後 6 年銷毀； 

b. 有關資料在儲存期限屆滿時，活動參加者資料由機構負責處理，機構

負責人須安排指定的同事將資料在非公眾地方以碎紙機切碎，以免資

料外洩；而學生檔案須以密件形式全數交回教育暨青年局有關負責部

門銷毀。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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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免受虐待指引 

 

1. 定義 

1.1. “尊重”是指人與人之間在生活上受到的應有重視和公平對待，不會因年

齡、性別、國籍、信仰、文化背景、家庭狀況、姓名、行為、身體狀況、

說話模式、樣貌或其他個人情況等而受到嘲諷； 

1.2. 在此指引文件中，“虐待”是指任何引致兒童或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受到

傷害的行為，此種行為不論屬於身體虐待、疏忽照顧、精神虐待，亦不論

是由於疏忽或蓄意，均稱為“虐待”； 

1.3. “身體虐待”是指持續地對兒童或青少年施以嚴重的體罰，或使他們的身

體受到任何非因不可抗力而引致的傷害； 

1.4. “疏忽照顧”是指持續地不能給予兒童或青少年必要的照顧和保護，包括

在衣、食、住、行、衛生、醫療、教育等各方面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或

強迫從事與其體力或年紀不相稱的工作； 

1.5. “精神虐待”是指，任何人士的行為，無論是疏忽或蓄意而導致兒童或青

少年在行為、智力、情緒或身體功能方面受到即時或永久性的傷害，都屬

“精神虐待”。精神虐待通常與疏忽照顧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行為並存，對

受虐者所產生的傷害，影響深遠； 

1.6. 以下“輔導員”是指教育暨青年局聘請或資助機構聘請，為本澳學校學生

提供輔導服務的駐校學生輔導員或離校學生輔導員。 

 

2. 適用範圍 

2.1. 本澳學校、學生輔導員和其直屬機構在處理受助學生時適用； 

2.2. 離校學生輔導員可參照本指引內的主要理念及步驟，按實際狀況作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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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責 

3.1. 學校負責人必須確保學校人員及學生輔導員知悉受助學生免受虐待的指

引，並予以執行； 

3.2. 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提供輔導服務的機構負責人，必須確保所屬機構輔導員

知悉受助學生免受虐待的指引，並予以執行； 

3.3. 學校人員及輔導員須保持警覺，若發現受助學生有受到虐待的跡象時，須

主動關心和留意學生身上是否有傷痕或情緒上是否有顯著變化，若發現或

知悉學生有被虐待的投訴事件，應即時採取應變措施和提供協助。 

 

4. 原則 

4.1. 一般原則 

a. 學校或機構須確保學校人員或輔導員知悉受助學生免受虐待的處理程

序； 

b.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一視同仁，不論受助學生年齡、性別、國籍、信仰、

文化背景、家庭經濟狀況、社會狀況或其他個人情況，必須以誠懇、有

禮及專業的態度，竭力保障所有遭受或懷疑受虐待的學生能得到應有的

尊重和協助；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對受助學生所透露的虐待事件適當處理，必須以學

生的安全和福祉為首要前提，以保障學生避免繼續受到虐待； 

d.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不得私下談論或向他人公開受助學生受虐待的事件

和資料，除向學校或輔導員所屬機構的上級報告，或因配合司法警察

局、法院及醫護人員保障學生安全之所需，又或因督導需要外，學校人

員或輔導員對於所有的相關資料必須絕對保密。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485 

4.2. 預防工作 

a. 學校或輔導員在校須透過舉辦輔導活動或宣傳單張，增強教師對學生受

虐待的敏銳觸覺，包括認識學生身體上的傷痕、引發的情緒行為表現，

以及求助的方法。 

4.3. 處理受虐待個案的步驟 

a. 當發現或懷疑學生受虐待時，學校人員或輔導員應即時把學生帶到安全

的地方，進行面談及作出了解； 

b.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保持冷靜，不要因個人的情緒反應（如驚訝、憤怒）

影響學生，並需客觀地了解學生受虐待的情況及類別（包括疏忽照顧、

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多重虐待等），且需以信任、支持及鼓

勵的態度提供輔導，不要作任何的假想或推測；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需儘量掌握有關資料，如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涉

及人物、被傷害程度、受害人是否有即時危險、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份

等； 

d. 若學生有需要在學校內檢查傷勢或受傷部位情況，須交由相關專業人員

並有由學校認可的第三者在場下進行，完成檢查後應制作書面資料以作

記錄； 

e. 若發現學生確實受到虐待，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首先須知會學校負責人

（或校方指派負責學生輔導服務的聯絡人），收集資料和了解是否有先

例、或是偶發、或已是多次發生的事件，並建議由事件發現人或學生的

班主任，把學生受傷狀況和發現過程通過書面形式記錄並簽署，將有關

文件存檔或在需要時轉交警方處理；輔導員需同時須把事件通知機構負

責人或協調員； 

a) 學校或輔導員須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但若學校或輔導員懷疑施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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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當事人的家長或監護人，學校或輔導員則需通知其他當事人較

信任的家人； 

b) 若事件是首次發生，或偶發而傷勢不嚴重，或施虐者不是家長或監

護人，學校人員或輔導員可跟學校負責人商討後，一起或分別約見

家長面談，了解情況並給予輔導，包括為家長提供抒發情緒、減壓

技巧及親子溝通等方法；輔導員除給予輔導外，也需提升家長或監

護人對學生受虐情況的敏銳觸覺，並與校方一起繼續跟進。 

f. 對於虐待事件，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審慎處理。若情況嚴重、或多次發

生，且受虐者傷勢嚴重，輔導員在聯絡機構負責人或協調員後，或學校

人員與輔導員及學校負責人溝通後，商討報警的需要，同時說明保密處

理的原則和報警的程序，學生在學校負責人或指派的代表，家人（若不

是施虐者）以及輔導員陪同下報警處理； 

g. 輔導員須支持和鼓勵學生及其家人報警，並向他們解釋報警的原因是為

保障學生不再繼續受虐待，並需要告訴他們所需辦理的手續（如提供資

料和身體檢驗等）。要儘量說服學生及其家人，以得到學生家人的配合

去支持和協助學生跨越受虐待的事實； 

h. 報警前可先致電所屬治安警察局的各分區學校聯絡警官（警司、副警司

或警長），報告情況，以避免值日警員當眾查問報警原因，亦可考慮直

接往司法警察局報案； 

i. 若施虐者是學生的家人，且學生有被安排進院舍或侵犯者有被拘留的可

能性時，輔導員需協助學生及其他家人接受會被分開的事實，並解釋這

只是為學生安全所作的措施； 

j. 若有傳媒要求採訪，為確保學生的安全和私隱，學校人員或輔導員宜謝

絕傳媒的訪問，並通知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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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輔導員須按第 2/2016 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的規定及相關指

引，把事發經過書面報告，並連同相關載有受虐學生記錄文件，循有關

程序告知社會工作局，並把副本存放於學生檔案內； 

l. 輔導員繼續在校內跟進學生的情緒、行為、學習及與家人相處等情況，

並配合社會工作局的跟進措施協助有關學生；若家長是施虐者，有需要

時，可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同時，輔導員需與醫院方面社會工作部

聯絡，跟進學生醫療方面的進展和需提供的支援。 

4.4. 資料的存放和處理 

a. 有關文件資料必須保密處理，文件須蓋有“機密”字樣，一切文件往來

須放在密封和蓋有“機密”的信封內，並只可由輔導員及協調學生輔導

服務的學校主管人員取閱； 

b. 有關檔案須留在“機密”檔案櫃內，櫃應加以上鎖，且不列作可銷毀檔

案之處理範圍內。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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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免受性侵犯指引 
 

1. 定義 

1.1. “尊重”是指人與人之間在生活上受到的應有重視及公平對待，不會因年

齡、性別、國籍、信仰、文化背景、家庭狀況、姓名、行為、身體狀況、

說話模式、樣貌或其他個人情況等而受到嘲諷。 

1.2. “性侵犯”有關定義是指為滿足侵犯者性慾或其他目的，而透過暴力、欺

哄、物質引誘等方式，引導受害者進行性接觸（包括身體或非身體接觸的

行為）。性侵犯可以是： 

a. 性侵犯受害者，如強姦、亂倫及性騷擾等； 

b. 引導受害者察看或觸摸其性器官，如向受害者露體等； 

c. 向受害者提供不當的性訊息，如用猥褻言語挑逗、給予觀看色情電影、

錄影帶或刊物等； 

d. 利用受害者提供服務，如拍攝裸體照片、利用受害者從事色情行業等。 

不同年齡和性別的學童，都有可能遭受性侵犯。同樣地，侵犯者亦可以是

任何年齡和性別的人，他們可能是陌生人，亦可能是受害者認識或日常接

觸的人。 

1.3. 以下“輔導員” 是指教育暨青年局聘請或資助機構聘請，為本澳學校學生

提供輔導服務的駐校學生輔導員或離校學生輔導員。 

 

2. 適用範圍 

2.1. 本澳學校、學生輔導員和其直屬機構在處理受助個案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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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離校學生輔導員可參照本指引內的主要理念及步驟，按實際狀況作出處

理。 

 

3. 職責 

3.1.  學校負責人必須確保學校人員及學生輔導員知悉受助者免受侵犯的指

引，並予以執行； 

3.2. 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提供輔導服務的機構負責人，必須確保所屬機構輔導員

知悉受助者免受侵犯的指引，並予以執行； 

3.3. 學校人員及輔導員須保持敏感度，若發現受助學生有受到侵犯的跡象時，

須主動關心和留意學生身上是否有傷痕或情緒上是否有顯著變化。若發現

或知悉學生有受到侵犯的跡象或投訴事件，應即時採取應變措施和提供協

助。 

 

4. 原則 

4.1. 一般原則 

a. 學校或機構須確保學校人員或輔導員知悉受助學生之免受侵犯原則； 

b.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一視同仁，不論受助者年齡、性別、國籍、信仰、

文化背景、家庭經濟狀況、社會狀況或其他個人情況，必須以誠懇、

有禮及專業的態度，竭力保障所有證實或懷疑受到侵犯的學生能得到

應有的尊重和協助；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對受助學生所透露的性侵犯事件適當處理，必須

以學生的安全和福祉為首要前提，以保障學生避免再次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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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不得私下談論或向他人公開受助學生受性侵犯的事

件和資料，除向學校或輔導員所屬機構的上級報告，或因配合司法警

察局、法官及醫護人員保障學生安全之所需，又或因督導需要外，輔

導員對於所有的相關資料必須絕對保密。 

4.2. 預防工作 

學校或輔導員在校須定期透過舉辦輔導活動或壁報，增強學生認識預防受

性侵犯的知識和求助的方法。 

4.3. 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步驟 

a. 當發現或懷疑學生被性侵犯時，學校人員或輔導員應即時把學生帶到

安全的地方，安撫其情緒，並提供輔導； 

b.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保持冷靜，不要因個人的情緒反應（如驚訝、憤

怒）影響學生，並需以信任、支持及鼓勵的態度提供輔導，處事要客

觀，不要作任何的假想或推測； 

c. 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儘量掌握有關資料，如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

涉及人物、被傷害程度、受害人是否有即時危險、是否需要報警等； 

d. 若發現學生確實受侵犯，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即時通知機構負責人或

協調員，以及學校負責人； 

e. 學校或輔導員須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但若學校或輔導員懷疑侵犯者

為當事人的家長或監護人，則需通知其他當事人較信任的家人； 

f. 考慮到性侵犯是刑事罪行（第 8/2017 號法律修改 《刑法典》及 11 月

14 日第 58/95/M 號法令《刑法典》第二卷第一編第五章“侵犯性自由

及性自決罪”），輔導員須在聯絡所屬機構負責人或協調員後，通知學

校，說明保密處理的原則和報警的程序，學生在學校負責人或指派的

代表，家人﹙不是侵犯者﹚及輔導員陪同下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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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輔導員須支持和鼓勵學生及其家人報警，並向他們解釋報警的原因是

為保障學生不會繼續受侵犯，並且需要簡單告訴他們需辦理的手續（如

提供資料、身體檢驗、認人等）。要儘量說服學生及其家人，以得到學

生家人的配合去支持和協助學生跨越受侵犯的事實； 

h. 學校於報警前可先致電所屬治安警察局的分區學校聯絡警官（警司、

副警司或警長），報告情況，以避免值日警員當眾查問報警原因，由於

有關案件由司法警察局專責處理，亦可考慮直接往司法警察局報案； 

i. 若侵犯者是學生的家人，則須按第 2/2016 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

力法》的規定及相關指引作出跟進處理，考慮到學生有被安排暫住院

舍或侵犯者有被拘留的可能性，輔導員須協助學生和其他家人接受會

被分開的事實，並解釋這是為學生安全所作的措施； 

j. 若有傳媒要求採訪，為確保學生的安全和私隱，學校人員或輔導員須

即時通知上級，並徵得上級意見作出適當處理； 

k. 輔導員須把事發經過書面報告，並以機密方式把文件存放於學生檔案

及機密檔案內； 

l. 輔導員繼續在校內跟進學生的情緒、行為、學習及與家人相處等情況，

另亦可按情況給予該生有關性教育方面的輔導服務和對教師提供相關

資源，以提供相應的協助。 

4.4. 資料的存放和處理 

a. 有關文件資料必須保密處理，文件須蓋有“機密”字樣，一切文件往

來須放在密封和蓋有“機密”的信封內，並只可由輔導員及協調學生

輔導服務的學校主管人員取閱； 

b. 有關檔案須留在“機密”檔案內，櫃應加以上鎖，且不列作可銷毀檔

案之處理範圍內。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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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處理受助學生受虐待或受侵犯事件流程圖（駐校學生輔導員適用） 
 
 

 

 

 

 

 

 

 

 

 

 

 

 

 

 

 

 

 

  

 

 

 

 

 

 

 

 

 

 

 

 

備註： 

1. 學生輔導員在整個過程中須陪同學生及給予輔導和跟進工作。 
2. 若學生有需要在學校內檢查傷勢或受傷部位情況，須交由相關專業人員並有由學校認

可的第三者在場下進行，完成檢查後應制作書面資料以作記錄。 

得悉有學生懷疑被虐待或性侵犯 1 

儘快與學生或投訴人進行面談及了解情況 

與學校一起或分別約見家長，了解

情況及給予輔導。 

懷疑屬性侵犯事件？ 
是 

否 

評估學生受侵犯之程度 

通知學校負責人，說明保密處

理原則及報警程序。 

 

 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鼓勵報

警處理。 

學校負責人或指派人員、學生

輔導員及家人﹙非為侵犯者﹚

陪同學生報警，警方會安排學

生作身體檢驗。 

學生輔導員按個案處理程序，把有關記錄文件

存放於學生檔案內。並繼續跟進學生的情緒、

行為、學習及與家人相處等情況。 

評估學生被虐待的程度及危險性 2 

與學校討論情況及收集有關資料 

 

情況嚴重及/或多次發生？ 

否 

是 

 通知學校負責人，說明

保密處理原則和報警的程

序，並徵詢其報警的意見。 
 通知學生家人﹙非為施

虐者﹚，支持和鼓勵學生及

其家人報警，並給予輔導。 
 通報社會工作局跟進。 

與學校負責人或指派的代

表及學生家人一起報警，且

在警方安排下往醫院作身

體檢驗，並作出初步調查。 

社會工作局按需要安排院舍

和作出跟進輔導。 

 

倘有需要，通報社會工作局協助跟

進。 

- 轉介社會工作局處理的情況： 
- 侵犯者為學生家人，按第 2/2016
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

法》的規定告知。 
-學生有需要，並徵得學生家人同

意後，在辦公時間內，轉介往學

生居所所屬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

中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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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理在校園內發現懷疑毒品指引 
 

校園是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場所，建立和諧安全及充實的學習環境是必要的。

鑑於校園有可能發生懷疑毒品的情況，為使學校能更清晰及有效地處理懷疑毒品的

事件，故教育暨青年局提供相關指引供校方參考及執行。 

1. 定義： 

“毒品”是人類將具有功能性的藥物任意使用。通常只是為了產生身體或心理

上的娛樂目的而濫用藥物，而非用來作生理或心理治療之用。許多原本用於醫

學用途的“藥品”，如精神科藥物或麻醉鎮痛藥等，若是過量使用或是經常吸

食則被稱為“毒品”。“毒品”通常具有成癮性，身體對於毒品的劑量需求也

會不斷提高，除了在吸食之後造成行為異常，過量毒品將造成死亡。 

 

2. 常被濫用物質及濫用後果 

 物質類別 濫用後果 

麻醉鎮痛劑 Narcotics Analgesics 

海洛因 (白粉) Heroin 
嗎啡針劑 (嗎啡針) Morphine Ampoules 
鴉片 (福壽膏) Opium 

成癮、昏睡、壓抑呼吸、噁心以及出現『斷

癮跡象』如：流眼水、流鼻涕、打呵欠、食

慾不振、煩躁、震顫、感到寒冷、出汗、痙

攣等症狀。 

興奮劑 Stimulants 
安非他命 Amphetamine： 
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命(忘我、搖頭丸) 
MDMA(Ecstasy) 

脫水、筋疲力盡、失眠、抑鬱、食慾不振、

心臟及腎臟衰竭、中毒性精神病，出現幻覺

或妄想。 
甲基安非他命(冰) Methylamphetamine 
可卡因(可可精) 
Cocaine 

激動不安、被迫害感覺、幻覺、幻聽、感覺

扭曲、情緒波動、影響記憶力、破壞鼻腔組

織、性無能、精神錯亂及心臟衰竭導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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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類別 濫用後果 

鎮靜劑 Tranquilizers 
苯二氮䓬類 Benzodiazepines 

成癮、昏睡、暈眩、抑鬱、動作不協調、失

憶等。 

安定 (羅氏五/十號) 
Diazepam(Valium) 
咪達唑侖 (速眠安) (藍精靈) 
Midazolam(Dormicum) 
三唑侖 (藍精靈/白瓜子) 
Triazolam 
氟硝西泮 (氟硝安定 ) (十字架) 
Flunitrazepam(Rohypnol) 

迷幻劑 Hallucinogens 
大麻 (草)  
Cannabis 

舉止失常、判斷力失準、支氣管炎、結膜炎、

內分泌紊亂。 
麥角副酸二乙基胺 LSD 舉止失常、判斷力失準、噁心及嘔吐、心跳

加速及血壓上升。 

其他 
氯胺酮 (K 仔) Ketamine 說話迷糊、記憶力衰退、行動/呼吸/心臟機能

受損、形成耐藥性及心理依賴。 
煙草 (煙、煙仔、雪茄) 
Tobacco 

長期服用會導致成癮及肺部受損，提高肺

癌、慢性氣管炎、肺氣腫及心臟病和令中風

的可能性增加。 
咳藥 Cough Medicine： 
可待因 (止咳水)Codeine 
右甲嗎南 (DM 丸、黃豆仔、O 仔) 
Dextromethorphan 

成癮，壓抑呼吸、便秘、食慾不振、暈眩和

中毒性精神病等。 

酒精 (含酒精類飲品如：啤酒、香檳、

葡萄酒、白蘭地、威士忌等) 
Alcohol 

酒精過量會令人反應緩慢、四肢動作不協

調、判斷力失準，甚至昏迷。長期濫用會導

致成癮，令肝臟、腦部及心臟機能受損。 
有機溶劑(膠水、天拿水、打火機油) 
Organic Solvents 

昏昏欲睡、知覺受損、失去協調及判斷力、

壓抑呼吸及腦部受損。 

 

3. 處理校園發現懷疑毒品的步驟： 

     3.1. 若學校教職員工、學生輔導員及學校健康促進人員等專職人員在校園場所

內發現“懷疑毒品”，必須即時報告校方負責人通知司法警察局跟進處

理； 

3.2. 在處理發現“懷疑毒品”事件時，學校協助處理事件人員須盡快安排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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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的人群離開現場，並確保現場環境和懷疑物品的完整性，以及不可移

動或銷毀有關懷疑物品； 

3.3. 學校協助處理事件人員需盡量掌握有關資料，如：事件發生地點、時間、

涉及人數及證人，同時校方亦須提供相關人員作證； 

3.4. 若校內設有監察視像錄影系統，校方須保存發現“懷疑毒品”當天或之前數

天的有關錄像，並當有需要時可應司法警察局的要求將有關錄影帶或光碟

送交該局進行調查； 

3.5. 若有學生牽涉毒品，校方須通知有關學生家長或學生的監護人，並交由司

法警察局跟進處理。 
 

4. 預防工作： 

4.1. 學校可在“校園危機管理小組”內組織相關的工作，制訂校園預防濫藥策

略，並以宣導形式讓學生及教師知悉有關情況及處理步驟；在長遠預防工

作規劃方面，則可由“學校德育工作小組”負責協調； 

4.2. 學生輔導員在校應透過舉辦輔導或宣傳活動，增強教師及學生對毒品危害

的認識，了解相關的法規內容，預防學生接觸毒品及觸犯法律。 

 

5. 參考法例：第 10/2016 號法律：修改第 17/2009 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

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http://bo.io.gov.mo/bo/i/2014/14/lei04_cn.asp) 

(修法重點：一、提升“販毒罪”刑期下限，由 3 年改為 5 年，最高刑期 15 年不

變；二、加重“吸毒罪”和“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施”的刑期，由原本的最高 3

個月，改為 3 個月至 1 年；三、“吸毒罪”中引入毒品數量限制（5 日量）；四、

引入強制驗尿措施；五、調整法案附表所載物質。) 

一些毒品犯罪的量刑幅度： 

犯罪行為 刑罰（徒刑） 

製毒（不法生產麻醉品及精神藥物） 5-15 年 

販毒（不法販賣、運載或持有麻醉品及精神藥物） 5-15 年 

http://bo.io.gov.mo/bo/i/2014/14/lei04_c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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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製毒所需的設備和物料 
2-10 年（生產） 

1-8 年（持有） 

提供場地予人製毒、販毒或吸毒 2-8 年 

較輕的生產和販賣 1-5 年 

慫恿他人吸毒 最高 3 年 

吸毒(毒品數量限制為五日量） 3 個月-1 年 

不當持有吸毒器具或設備 3 個月-1 年 

 
6.  熱線電話： 

6.1. 司法警察局 

a. 查詢“懷疑毒品”處理：關注少年組 8800 5500。 

b. 舉報毒品案件：報案熱線 993。 

6.2. 社會工作局禁毒諮詢熱線：2878 1791。 

6.3. 教育暨青年局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黃先生∕張小姐：2840 1010。 

 

7. 參考資料： 

7.1.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2%E5%93%81 

7.2. 社會工作局 http://www.ias.gov.mo 

7.3 澳門禁毒網 http://www.antidrugs.gov.mo/anti/web/cn/index.php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2%E5%93%81
http://www.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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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協助學生善用網絡指引 

  校園是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場所，隨著網絡及智能手機的普及，網絡社交平台已為大眾

所普遍使用。學生在使用社交網站或社交應用程式時，由於缺乏社會經驗及自我保護意識，

有可能出現危險。為預防有關情況的出現，以及協助學生善用網絡資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

指引供校方參考。 

 

1. 使用網絡及手機應用程式，有可能產生： 

1.1 正面作用：認識世界各地的資訊，快速獲得知識，增加語言和人際溝通能力。 

1.2 負面作用：不正確或沉迷使用網絡，結交不良朋友、遇到網上欺凌，被虛假訊息欺

騙，涉及網絡犯罪等。 

 

2. 沉迷網絡活動可能帶來的影響： 

2.1 減少使用在課業上的時間，導致課業退步。 

2.2 與現實脫節，真實與虛擬的界限變得模糊，難以分辨真實和虛擬的事情。 

2.3 人際關係變得疏離，減少與人交往，甚至表現退縮。 

2.4 影響正常作息時間及身體健康。 

 

3. 學生沉迷網絡的察覺和協助 

3.1  什麼是沉迷網絡 ? 

沉迷網絡是指在網絡使用上出現下列的癥狀及影響，包括： 

﹣ 強迫性：理智上知道要控制使用時間，但不能克制使用網絡的衝動。 

﹣ 戒斷性：不能使用網絡時會出現身體或心理上不適的現象。 

﹣ 耐受性：使用網絡的慾望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 

﹣ 在人際層面、健康層面及生活管理層面等都因為過度使用網絡而受到負面影響。 

 

3.2  常見的沉迷網絡徵狀： 

﹣ 因缺乏睡眠而疲倦不堪。 

﹣ 上課缺乏專注。 

﹣ 情緒波動，當被阻止使用網絡時，變得有攻擊性和煩躁不安。 

﹣ 把使用網絡視作生活的唯一動機，忽略學業或提不起興趣參與其他活動。 

﹣ 身體出現頭痛、頸痛、背痛、眼睛疲勞等症狀。 

 

3.3  沉迷網絡的成因  

﹣ 缺乏生活目標。 

﹣ 在現實生活常感到挫敗，缺乏成功感。 

﹣ 缺乏關懷和認同。 

﹣ 追逐潮流、自制力弱。 

﹣ 缺乏社交技巧，社交圈子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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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情緒或精神疾患衍生的問題。 

﹣ 缺乏正向的生活選擇。 

 

3.4  如何協助沉迷網絡的學生  

當學校或家長發現學生/子女出現懷疑沉迷網絡的情況時，建議： 

﹣ 與家長溝通，以了解有關學生在家的生活情況。 

﹣ 與任教該生的教師溝通，了解學生在校的行為表現。  

﹣ 把所有資料與學生輔導員溝通，以了解是否需要轉介。 

﹣ 倘學生有需要接受醫療協助，由學生輔導員協助進行轉介。 

 

4. 協助學生正確使用網絡，有如下的策略： 

4.1 向學生介紹使用網絡的知識和有關法例，並指出觸犯法例的嚴重性及可能遭受的刑

罰，以及在網絡應有的行為及規範。 

4.2 透過案例讓學生認識網絡世界所隱藏的未知和危險，如網絡陷阱和騙局、網絡欺凌、

網絡病毒、私隱洩露及不良網站等。 

4.3 教導學生正確使用網絡的態度和習慣，如必須安排適當時間使用網絡，並應平衡課

業和休閒時間。 

4.4 提醒學生應時刻保持警覺，要有保護自己、保密個人資料，以及網絡安全的意識；

對網絡上結交的人士需提高警覺，對有關人士提出聊天、邀約會面或親密行為等要

求時要注意，並懂得分辨和拒絕不合理的要求。 

4.5 教導學生學會辨識及篩選網上的資料，並要深入了解網絡上的資料和分析真偽，切

勿輕易相信和傳播。 

4.6 校方與家長保持溝通，交流學生在校和在家表現，對學生生活和交友狀況充分掌握。 

4.7 建議學生如遇困難，應馬上向家長、師長或學生輔導員尋求協助，以儘快解決問題，

避免引致嚴重的後果。 

 

參考資料： 

1. 香港青年協會(http://ywc.hkfyg.org.hk/page.aspx?corpname=ywc&i=4084) 

2.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http://iad.heart.net.tw/Q&A-01.html) 

3. 資訊安全網(http://www.infosec.gov.hk/tc_chi/yourself/socnetwk.html) 

4. 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計劃(http://cyberaddiction.tungwahcsd.org/) 

 

●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電：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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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通報懷疑家庭暴力個案程序 

  

    第 2/2016 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簡稱“家暴法”)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正式

生效，為讓學校更清晰有關具體操作的程序，能及時通報家暴個案，以協助學生儘快獲得所

需的支援，擬訂有關工作的跟進流程。 

 

1. 家暴兒童個案定義 

按社會工作局《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程序指引》家暴兒童個案的定義： 

1.1 指施暴者對有親子（包括收養人和被收養兒童）/監護關係或非親子/監護關係但共同

生活且依賴其照顧的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士（不包括 16-18 歲已婚人士）作出危害或損

害他們身/心健康的行為，或因不作出某些行為而導致他們的身/心健康受危害或損

害。  

1.2 此類個案除了在子女與父母或受監護兒童與監護人之間發生，還包括一些受委託照顧，

與施暴者同住的有親屬或沒有親屬關係的兒童。 

2. 家暴兒童個案類別 

2.1 社會工作局《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程序指引》涉及家暴兒童個案的類別  

1) 身體虐待：指具有一定程度的傷害行為，包括具重複性的傷害行為，及透過強

烈或嚴重手段作出的單一傷害行為。 

2) 性的虐待：指以暴力或威脅之手段，強迫對方與自已進行性交、肛交或進行重

要性慾行為；又或乘對方喪失意識之狀況，與對方進行上述行為。 

3) 精神侵害：指危害或損害兒童情緒或智力發展的重複行為、態度或極端事件。 

4) 不適當照顧：指嚴重或重複地忽視兒童的基本需要，以致危害或損害兒童的健

康發展或生命安全。不適當照顧包括身體方面、醫療方面及教育方面，可以單

一或多項出現。 

2.2 四個鑑定家暴兒童個案的識別指標 

在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時，學校應留意兒童表現的相關指標，“身體”一般可以輕

易察覺；“情緒/行為”是另一個主要觀察指標；至於“家長行為”和“環境”的指

標，可能獨立出現或會是同時出現。以上都是識別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的表徵或線索，

然而，實際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時，須再按每個個案的不同性質作出判斷。以下是

四個識別指標的描述： 

識別指標 指標描述 

身體 

-  不明原因或突發的受傷、瘀傷或疼痛，且並非疾病引致。 

-  發展緩慢或有明顯障礙。 

-  個人衛生狀況不佳，長期營養不良。 

-  健康問題長期沒有處理或接受治療。 

-  透露生殖器官或其附近部位有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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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指標 指標描述 

情緒/行為 

-  情緒持續低落或不穩定，失眠或易醒。 

-  生活及飲食習慣與以前有明顯的改變。 

-  學業表現退步，表現退縮，失去動力。 

-  有不合適其年齡的表現或話語。 

-  自傷行為或暴力行為。 

-  不願回家，與家人關係疏離。 

-  須承擔與年齡不符的家務或責任。 

-  與以往的情緒或行為表現有明顯的差異。 

-  對性好奇或有不符合其年齡的性經驗。 

家長行為 

-  對子女漠不關心，忽視或否定子女需要。 

-  經常責罵、貶低或侮辱子女。 

-  過度或不適當的處罰或教養方式。 

-  無故不讓子女上學或允許兒童在外遊盪。 

-  迴避學校或不理會學校的意見。 

-  逃避與學校溝通或拒絕與學校教師見面。 

環境 

-  居住環境惡劣或髒亂。 

-  經常無人照顧兒童或由不適合的人士照顧。 

-  夜間沒有為兒童安排照顧者。 

-  常常獨留兒童在家。 

 

2.3 如何以識別指標判別懷疑家暴兒童個案 

 建議以識別指標順序作為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的識別依據，總括而言，懷疑家暴個   

    案的首要識別指標均從兒童的“身體”情況開始，其次為兒童的“情緒或行為” 

    表現，最後“家長行為”或“環境”等則為輔助識別指標。學校必須注意，倘發  

    現兒童“身體”方面出現任何徵狀，應立即處理跟進。 

類別 
識別指標順序 

○1  ○2  ○3  

身體暴力 

身體 情緒/行為 家長行為/環境 
性侵犯 

精神侵害 

不適當照顧 

 

3. 個案通報程序及流程 

3.1 通報程序 

個案類型 程序 

一般個案 個案不涉及即時人身危險。 

1. 填妥“懷疑家庭暴力個案通報

表”(附件 1)傳真至社會工作局

專線並致電核實 1。 

2. 同步通知教育暨青年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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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類型 程序 

緊急個案 

個案涉及： 

-  兒童嚴重受傷。 

-  兒童被性侵犯。 

-  暴力情況持續及趨嚴重或施暴

者曾使用致命的利器或暴力行

為。 

-  施暴者威脅殺人或自殺。 

-  受害人有自殺/殺人傾向。 

1. 致電社會工作局專線
1，向輪值

人員通報個案資料(包括受害人

基本資料、住址及電話等)，要

求即時介入協助。 

2. 填妥“懷疑家庭暴力個案通報

表”傳真至社會工作局專線並

致電核實
1。 

3. 同步通知教育暨青年局
2。 

4. 按個案緊急情況安排接受醫療

服務或向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

局求助。 
註： 

 
1  
家暴通報專線(公共部門、學校、機構)：2823-2520 

   家暴通報專線傳真：2823-2521 
2  聯繫教育暨青年局相關部門： 

  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電話：8397-2304) 

  學前暨小學教育處(電話：8397-2394) 

  延續教育處(電話：8397-2322) 

 

3.2 通報流程 

    見“教育暨青年局通報懷疑家庭暴力個案流程”(附件 2) 

   

4. 建議處理程序 

4.1 啟動“校園危機管理小組”機制。 

4.2 學校委派處理有關個案的負責人，並由有關人員向社會工作局作出通報。 

4.3 主要處理人員包括：負責處理個案的輔導主任或其他行政人員、學生班主任、學校健

康促進人員及學生輔導員。並按個案具體狀況加入其他人員。 

4.4 分工建議 

1) 輔導主任：評估所需提供輔導的範圍及性質，協調、支援及分配學生輔導員的工

作。 

2) 學生班主任：關注個案在學校情況並提供資料；為個案的學習安排提供意見；與

學生輔導員配合支援家長。 

3) 學校健康促進人員：提供初步身體檢查及是否送院治療提出意見。 

4) 學生輔導員：為個案提供情緒輔導及支援其家庭；與班主任配合為個案提供學習

及生活上的意見；為個案與其他部門溝通及進行個案會議。 
 

5. 查詢 
請致電本局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電話：2840-1010。詳情請查閱第 2/2016 號法
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 
 

●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電：教育      
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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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暨青年局通報懷疑家庭暴力個案流程 
 

 

 
 
 
 
 
 
 
 
 
 
 
 
 

 

 

 

 

    

 

 

 

 

 

 

通報社工局 

1. 填妥「通報表」並傳真至家暴通報專線. 

2. 致電家暴通報專線核實通報表已收妥 

3. 同步通報教育暨青年局 

2016.9.28 

發現懷疑家暴個案 

社會工作局接收個案 

1. 社會背景調查. 

2. 深入評估（危機程度及家庭福利需要). 

3. 制訂安全計劃 

4. 如需要，召開多專業協作會議. 

個案協作 
教育暨青年局轄下設施、學校代

表(例如：學校輔導員、訓導主

任、教師等)出席多專業個案協

作會議。. 

1. 即時報警 
2. 安排醫療服務 

是 

否 

教育暨青年局、學校 

 

跟進個案 教育暨青年局等相關機構歸檔 

 
\ 
 
 

 

識別個案 

1.搜集資料 
2.識別是否懷疑家暴個案 

是 

否 評估即時危險 
屬緊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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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園危機處理 

 

學校是教師施教和學生學習的重要場所，更是家庭以外培育和塑造兒童、青少

年品格的主要地方，學生除了學習知識，也同時學習與人溝通相處和解決困難等技

巧，因此，安全的校園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特別重要，更是預防他們墮進危機的重

要防線之一。以下的一些建議，主要是協助學校和教師對危機處理有更深入的認識，

且同時協助教職員掌握對預防、處理及跟進危機事件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1. 校園危機管理小組 

成立“校園危機管理小組”主要是處理“校園危機”的工作，現時本澳全部學

校都有此小組的設置，小組除了在突發事件發生時介入外，更可以進行預防工

作，發掘和分辨潛在的危機，訂定處理的策略和方法；此外，小組更可與教育

暨青年局、社會工作局、衛生局、治安警察局、社會服務機構及友校等，政府

和民間團體保持密切聯繫，善用學生輔導服務和社區資源，妥善預防危機事件

發生，並在問題發生時給予協助。小組成員須熟習危機預防和處理的策略及技

巧，且須持續地提升對危機意識、危機處理及危機辨識的敏感度和知識能力。 

1.1. 校園危機管理小組的主要職責 

a. 處理校園內外危急或突發事件； 

b. 制訂不同危機處理的程序和指引，可就不同類型的危機事件及事件的

嚴重性先訂預案及工作指引，以及制訂處理流程供全校教職員工知悉

（請見附件一參考流程圖）； 

c. 評估校園內外可能發生的危機，並及早作出預防； 

d. 安排演習和裝備教職員對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力。 

1.2. 校園危機管理小組的工作 

a. 成立小組後，應立即進行任務分配，讓每位成員清楚知悉當危機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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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各人的任務、崗位及責任； 

b. 決定合適的發言人； 

c. 擬定危機應變計劃，計劃的內容必須包括幾項重點：緊急事件處理綱

要、相關資料的建檔和資源管理，以及社區資源資料庫。 

 

2. 校園危機事件的處理 

2.1. 危機事件的處理步驟和原則 

a. 預防 

a) 成立校園危機管理小組有助協調和預防有關事件的發生； 

b) 營造和諧校園文化，重視師生雙向溝通； 

c) 加強道德教育和情緒教育； 

d) 培養學生正確的自我概念，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e) 加強親職教育和家校溝通； 

f) 建立支援網絡； 

g) 為可能出現的危機事故制定預案和處理措施。 

b. 事件發生時的處理 

a) 評估問題的情況和嚴重程度，瞭解原因和發展狀況； 

b) 研究問題的性質和蒐集解決問題的資料； 

c) 制定及執行解決問題的模式和策略； 

d) 檢討執行結果並從中汲取經驗學習。 

c. 事後輔導 

a) 掌握事件的發展狀況並作詳細記錄； 

b) 對外發表消息、澄清疑慮； 

c) 給予當事人適當的輔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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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當事人及/或關鍵人物的情緒或其他需要給予說明或輔導； 

e) 檢討處理手法以作為改善日後工作的參考。 

2.2. 校園危機發生時的處理程序 

a. 即時聯絡緊急事務電話 999 求助，並通知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廳轄下中

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暨小學教育處或延續教育處派員協助（電

話：2855 5533）； 

b. 聯絡學生輔導員所屬機構安排有關輔導工作； 

c. 啟動校內的校園危機管理小組或即時組成小組，並按需要分派工作職

務； 

d. 決定緊急處理方案，統一所有訊息； 

e. 向家長及校內教職員工說明事件及處理策略，並協助教師安定學生情

緒； 

f. 與教育暨青年局有關部門及學校輔導服務機構保持合作和密切聯繫，

並提出所需的支援； 

g.  事件處理完成後對整個處理程序和方案進行檢視及總結。 

3.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 

3.1. “校園危機事故”的定義 

“校園危機事故”是指與學生相關而發生在校園內外的突發事件，包括涉

及人身安全、影響範圍廣泛以及導致經歷或知悉事件者心理上受到傷害、

情緒不安等事故。例如：學生遭遇交通意外、學生自殺、校園暴力事件等。 

3.2.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的成立目的 

學生就學期間，正是身心發展階段，當遭遇校園危機事故，處理的恰當與

否，將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長，故成立“校園危機支援小組”

有其必要性，透過小組協調及運用校內外資源，儘量減低危機事故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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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及校內教職員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3.3.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的服務對象 

在本澳中小學及幼稚園就讀的學生、學生家長及學校的教職員工。 

3.4.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成員 

小組成員由教育暨青年局及其他輔導服務機構選派的具相關專業資格的

學生輔導員組成。 

3.5.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的角色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為一獨立運作組織，在恪守保密原則的前提

下，須向發生事故的學校及教育暨青年局負責。當小組成員參與小組工作

時，均已跨越機構的界限，僅以小組的名義提供危機介入服務。 

3.6.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的啟動程序﹙請見附件二啟動流程圖﹚ 

若學校內發生危機事故，需要小組支援，可按以下程序啟動小組： 

a. 學校沒有駐校學生輔導員 

學校通知教育暨青年局，由本局通知小組召集人；召集人聯絡校方，

同時向相關人士收集資料，並與學校按危機事故的狀況（如受事故影

響的人數或牽涉層面是否廣泛等）決定是否啟動小組。 

b. 學校內有駐校學生輔導員 

學校通知駐校學生輔導員，由輔導員所屬輔導機構聯絡小組召集人；

召集人與機構按危機事故的狀況﹙如受事件影響的人數或牽涉層面是

否廣泛等﹚決定是否啟動小組。 

若啟動小組按 3.7 之安排；若不需啟動小組則按 3.8 之工作安排。 

3.7. “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啟動後的工作安排 

a. 由小組召集人聯絡組長，共同制定危機處理計劃，確定所需人手數目； 

b. 組長按計劃所需的人手數目聯絡各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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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召集人及組長與校方商討危機處理計劃的各項方案； 

d. 由召集人主持召開介入前簡介會及危機處理策略會議，向各小組成員

分派工作； 

e. 進入處理事件的行動； 

f. 在每項工作完成後，組員需向組長滙報事件的處理狀況、特別發現及

後續支援，組長則向召集人及校方滙報工作進展； 

g. 危機處理的各項工作完成後，對於有需要進行事後輔導的個人或班

級，在與校方商討後，由駐校學生輔導員負責跟進，若學校沒有駐校

學生輔導員，則由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提供跟

進服務。 

3.8. 輔導機構支援學校處理危機事故的工作安排 

a. 決定不需啟動危機小組，輔導機構按事故的嚴重程度，安排機構的其

他駐校輔導員協助有關工作； 

b. 召集人及機構與校方商討危機處理計劃的各項方案； 

c. 由召集人主持召開介入前簡介會及危機處理策略會議，分派工作； 

d. 進入處理事件的行動； 

e. 在每項工作完成後，輔導員需向機構協調員及召集人滙報事件的處理

狀況、特別發現及後續支援，機構協調員則向校方滙報工作進展； 

f. 危機處理的各項工作完成後，對於有需要進行事後輔導的個人或班

級，在與校方商討後，由駐校學生輔導員負責跟進。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

致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508 

附件一：校園危機管理小組處理事件參考流程* 
 
 

 
 
 
 
 
 
 
 
 
 

 

 

 

 

 

 

 

 

 

 

 

 
 
 

 
 
*本流程圖謹供參考，學校可按校內實際狀況作出修改。 
**有關輔導工作的安排請參考附件二：「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啟動流程圖 
 
 
 
 
 
 

學校內發生危急事件 

通知教育暨青年局 

﹙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暨小學教育處 

或延續教育處﹚ 

電話：28555533 

啟動校園危機管理小組 

按既定程序作出即時處理 

按危機管理小組預案處理事件 

與教育暨青年局保持聯繫，更新訊息 

聯絡輔導機構安排輔導工作** 

 

制作事件處理報告並存檔 

事件處理完成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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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啟動流程圖 
 
以下所稱教青局是指教育暨青年局，小組召集人是指「校園危機事故支援小組」召集人。 

 
 
 
 
 
 
 
 
 
 
 
 
 
 
 
 
 
 
 
 
 
 
 
 
 
 
 
 
 
 
 
 
 
 

學校內發生危急事故 

按教青局/學校既定處

理危機的方式處理事件 

學校/機構通知教青局 

機構聯絡小組召集人 

處理事件需要小組支援？ 

是 否 

開始處理事件並隨時檢討和修訂處理方案。 

學校內有駐校輔導員？

  
 

否 

 

召集人召開危機處理策略會議並分派工作 

教青局聯絡小組召集人 

小組召集人聯絡相關學校/機構，收集資料並判斷危機的嚴重程度 

是 

召集人聯絡組長制定危機 

處理計劃，並確定所需人手 

召集人及組長/機構與校方商討 

危機處理計劃的各項方案 

啟動小組？

  
 

是 

否 機構按事故的嚴重程度， 

安排其他駐校輔導員協助 
是 

學生生命事件？

  
 否 

召集人聯絡社工局溝通事件初步情

況，待家長同意後再正式轉介個案 

繼續危機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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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處理校園欺凌事件指引 
 

  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總有起源，若能從發生欺凌事件的原因即時處理，讓事件

不致像滾雪球般出現嚴重後果，在處理的過程中，優先關注修復欺凌者及被欺凌者

之間的關係，讓雙方學習接納、包容及欣賞不同的意見，為學生往後在人際相處方

面提供重要的啟示作用。 
  為有效應對校園欺凌事件，首要必須提升教職人員對欺凌行為的認識及敏感

度，不論在課堂或餘暇活動，學校教職人員需要多留意及關心學生之間的互動情況，

倘學生發生衝突時，務必儘快介入處理；日常在校營造尊重及友愛的校園氛圍，並

教導學生遇有衝突事件時應運用適當的方法處理（如：冷靜情緒、避免動怒、或選

擇離開現場待情況緩和後再處理等）。從微小衝突事件著手解決，果效較顯著，並可

避免衝突事件持續出現而惡化，最終有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欺凌事件。 
  為讓學校教職人員了解及處理欺凌行為事件，以下就欺凌行為的類型、欺凌事

件處理技巧，以及通報處理程序等作出說明： 
 
一、常見的校園欺凌行為類型 

1. 肢體暴力：如推撞、打人、以肢體暴力惡意侵害等。 
2. 攻擊性語言：如惡意中傷、言語侮辱、改不雅綽號、譏笑身材、樣貌或背

景等。 
3. 排擠孤立別人：如故意無視別人存在、聯同他人加以排斥、恐嚇阻止等。 
4. 強索行為：如刻意強取或收藏別人的物品，或以威嚇方法強迫別人為自己

服務等。 
5. 網絡欺凌：如透過電郵、短訊及互聯網等發放侮辱性的訊息或作人身攻擊

的言論，以嘲弄及中傷別人。除文字外，還包括發放照片、短片、聲音等

使別人感到尷尬、並感受威脅的訊息。 
上述欺凌行為類型可能會單獨出現，也可能是同時或先後出現。 
 

二、處理欺凌事件的理念 
  在學校處理學生欺凌行為時，學校的教職人員、家長及學生輔導員必須注意教

育學生明白及反省欺凌行為的成因及需承擔責任的後果之外，還要讓學生有機

會學習改善日後人際相處的模式才是處理欺凌事件的目標。以下為處理欺凌事

件的理念： 
 鼓勵被欺凌者說出真相，建立堅強及勇於面對困難的性格。 
 教育無惡意及無意識的欺凌者。 
 嚴正處理懷有惡意的欺凌者。 
  積極推廣構建“和諧校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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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欺凌事件的重要基礎 
  必須包括以下四項重要基礎： 

 及早介入及持續監察學生欺凌行為。 
 透過課堂及輔導活動教導學生情緒管理、社交技巧及解難能力的方法。 
 加強教職人員的專業培訓，提高識別潛在的欺凌行為及處理能力。 
 增強家校合作。 

 
四、處理欺凌事件的模式 

  必須是採用「全校總動員」由學校（包括：教職人員及校工）、家長、

學生輔導員及學生共同參與合作，及早並一致地作出介入、協助及處

理。 
 校方必須擔任領導的角色，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校園欺凌問題，若校方

能有堅定的政策和立場，教職人員及學生才會有一致的價值觀。 
 校方須注意如何平衡管理及輔導工作，在運用校規紀律懲治時，亦要

關顧學生個人的需要。 
 

五、處理欺凌事件的方法 
  運用「恥感重建」及「復和調解」是有效處理欺凌事件的方法。 

1. 恥感重建 
 教師/輔導員須指出欺凌者所作出的欺凌行為是可恥的，引導欺凌者明白

自己犯錯的地方，增強同理心，從而讓欺凌者有發自內心的悔改動機； 
 欺凌者悔改後，須讓他/她去經歷重新被同儕、學校及家人接納的感受，

從而退去欺凌者的身份。 
2. 復和調解 

 讓欺凌者與被欺凌者自願共同參與復和調解，雙方真誠面對事件，合作

找出解決方案。 
 欺凌者經歷知恥的過程產生悔意，願意向被欺凌者道歉或賠償，被欺凌

者通過寬恕而放下憤怒，彼此關係從而得到修復，回復本來的狀態。 
3. 復和調解會議 

       以自願參與的性質及保密會議內容的前題下，召開復和調解會議，目標是找

出一個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達成協議，並須簽署及遵守協議內容。 
       參與會議成員： 

 調解員：校方指派人員、訓輔人員或班主任及學生輔導員擔任，以中立

態度主持會議。 
 參與者：欺凌者與被欺凌者，雙方必須是自願參與。 
 其他參與者：倘條件許可，可邀請雙方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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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理通報程序 
     倘學校發生與欺凌相關的嚴重事件，須儘快啟動校園危機管理小組，並按程序

處理及通報： 
 通報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廳轄下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暨小學教

育處或延續教育處(辦公時間電話：2855 5533)。 
 倘有需要，報警求助(司法警察局報案熱線：993 或治安警察局求助熱

線：999/110/112)。 
 同時必須儘快通知涉事學生的家長，以溝通及處理事件。 

 
七、參考資料 

1.學童欺凌研究及對策－以生命教育為取向 黃成榮博士著 
2.平息風暴－復和調解的理念及實務 黃成榮、李文輝、曾淑儀譯著 
3.教育暨青年局“和諧校園－以愛同行 拒絕欺凌”網頁

https://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site/harmony/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31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

致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電話：284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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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常見問題處理策略 
 

1. 師生衝突輔導策略 

1.1. 教師避免用權威方式，平時多關懷學生，了解他們的個人特質； 

1.2. 善用獎懲原則，避免當眾責罵學生； 

1.3. 引導學生用理性的態度和言詞表達自己的感受； 

1.4. 鼓勵學生以適當管道向教師表達心中真正的想法，如班會、週記、上課舉

手發言、跟教師閒談等； 

1.5. 提供學生自我表現的機會，使學生從成功的機會中獲得自我肯定，減少衝

突發生。 

 

2. 學生學習問題輔導策略 

2.1. 協助了解能力、性向及興趣，引導學生多方面發展專長； 

2.2. 採用靈活和多元化的方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3. 妥善利用獎懲原則； 

2.4. 教導學生應試和答題的技巧，以及記憶的秘訣； 

2.5. 安排多元學習空間，鼓勵學生多參與體育和技藝的學習，以發掘潛能； 

2.6. 培養學生課前預習，課堂做筆記，課後複習的學習習慣； 

2.7. 與家長配合，鼓勵學生學習，不作不合理的比較和要求； 

2.8. 教導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法以建構知識，減少被動學習方法和不理解內容的

背誦方法，讓學習生動及生活化，產生樂於學習的動力和習慣； 

2.9. 引導學生自學，培育自評與持續進步的學習態度。 

 

3. 學生情緒問題輔導策略 

3.1. 先讓學生表達，用心聆聽，不要批評或教訓，多作鼓勵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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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說話反映學生的情緒，讓學生知道教師明白和接納他的感受； 

3.3. 培養學生的自覺能力，覺察自己的感受，分辨憤怒、悲傷、恐懼、快樂等

情緒； 

3.4. 引導學生有效處理情緒，用正向且恰當的方式表達，如打球、散步、聽音

樂、告訴親友師長，都是可行的方法； 

3.5. 培養學生忍受挫折的能力，學習克制慾望，延遲滿足感； 

3.6. 讓學生學習如何結交朋友，如何與人合作和分享，建立社交能力和人際網

路； 

3.7. 如仍出現困難，應儘快轉介予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學生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4. 人際關係不良輔導策略 

4.1. 協助學生改善社交和溝通技巧，擴展人際關係； 

4.2. 設計各類型的活動，幫助學生開放自己，嘗試接納他人，與他人和諧共處； 

4.3. 引導學生如何提出建設性意見的技巧，增加對自己正面肯定的態度； 

4.4. 提供學生自我表現機會，使學生從成功的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 

4.5. 如情況嚴重，可轉介往專業輔導機構或醫療機構作進一步的診斷。 

 

5. 欺凌行為輔導策略 

5.1. 培養學生恰當表達個人情緒的方法，讓學生明白友誼的獲得是需要互相尊

重和關心； 

5.2. 培養學生善用閒暇，鼓勵和協助他們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適當宣洩精力； 

5.3. 教導學生多反思和檢討自己的言行舉止，並學習自我保護，遇事時要尋求

適當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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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供機會給學生參與校務或班務，為學校和同學服務，激發其榮譽感； 

5.5. 積極推廣和諧校園及反欺凌的文化； 

5.6. 充分善用社區資源，建立學校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間的聯絡網； 

5.7. 深入了解發生欺凌行為的原因，事發時即時適當作出處理和跟進，讓學生

知悉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5.8. 建議家長須審慎處理子女的問題，不要以暴制暴或盲目袒護，以免形成子

女不正確的觀念。 

 

6. 家庭問題輔導策略 

6.1. 增強家庭和學校間的雙向溝通，建立互信關係； 

6.2. 與學生討論或分享在家庭中的經驗和感受，教導學生處理情緒的正確方法； 

6.3. 鼓勵同儕給予正向的關懷，包括行動上和精神上的支援； 

6.4. 主動作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家庭生活和經濟狀況； 

6.5. 協助家長處理個人情緒，並學習從適當的途徑宣洩； 

6.6. 若學生家庭需要學校以外其他資源的協助，如經濟、婚姻或醫療等服務，

可安排轉介其往相關部門或機構尋求援助； 

6.7. 若學生出現較嚴重的情緒困擾或反社會行為時，可轉介予駐校輔導員或其

他輔導機構處理和跟進。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美麗街 31 號德記商業大廈二樓及四樓，或致

電：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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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輔導服務資源 

機構 / 部門 聯絡電話 
緊急事務電話 
（火警、向治安警察求助或召喚救護車） 

999，110，112 

司法警察局報案熱線 993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2852 5222(中文) 
2852 5777(外文) 

教育暨青年局  
教育廳 2855 5533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2840 1010 
社會工作局  
中南區（沙梨頭）社會工作中心 2858 0981 
北區（台山）社會工作中心 2859 6457 
西北區（青洲）社會工作中心 2822 5744 
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 2882 5077，2882 5301 
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氹仔分站) 2882 7285 
家庭服務處 
電話輔導熱線 

家庭暴力求助專線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處 
志毅軒戒賭輔導熱線 

2822 1945，2822 1946 
2826 1126 
2823 3030 
8399 7703 
2832 3998 

戒毒康復處 
禁毒諮詢熱線 
青少年戒毒諮詢熱線 

2871 4086 
2878 1791 
2835 2811 

衛生局仁伯爵綜合醫院 8390 5000，2831 3731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2830 2600 
青年社區中心 2822 6146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2835 3449 
北區青年服務隊 2826 6012(筷子基) 

2847 4236(黑沙環) 
氹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2882 5109，2882 5110 
氹仔青年服務隊 2883 3936 

http://www.skhssco.org.mo/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9&Itemid=159&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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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 部門 聯絡電話 
星願居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家庭輔導熱線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2883 1371 
2850 3123 
2855 6818 
2822 3373 
2823 0101 

澳門明愛 2857 3297，2830 5981 
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2893 0362，2893 4109 
2893 7596(中區服務站)  
2841 2595(北區服務站) 
2845 3587(北區服務分站) 
2850 2064(石排灣服務分站) 
2834 1924 
2893 3918，2893 2719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2897 2779 
鮑思高青年村慈青營 2888 1836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2833 3614 
家庭服務中心 2836 5741，2836 5743 
石排灣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2850 2040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852 5139，2825 9350 
社區青年服務隊 
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2836 3139，2836 3403 
2892 4139，2892 4373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2893 8791 
  筷子基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2823 3902 
  驛站 2835 6331 
天主教教區青年牧民中心 2821 0758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2838 8886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2878 3114 
建華家庭服務中心 2845 2769，2845 4036 

  氹仔家庭成長軒 2883 7001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 2871 1631 
澳門明愛青暉舍 2872 5772 
恩慈院兒童之家 2836 5633 
九澳聖若瑟宿舍 2887 0266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寄宿部—鳴道苑） 2888 1843 
望廈青年之家 2828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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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 部門 聯絡電話 
善牧會 
  善牧中心 
  婦女互助中心服務熱線 

 
2857 3778 
2835 8615 

「仁愛之家」臨時婦女收容中心 
 

2823 4415 

婦聯勵苑 2832 6632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護兒中心 2885 5218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 部落 2847 0802，2847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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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工作指引 

學校的德育工作關係到學生健康成長、公民意識與品德素養，也是家庭美滿，

以及整個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 

培育學生形成良好的品德，進而成為具國際視野的全球公民，進一步加強學校

德育建設，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是為首要。為此，教育暨青年局建議和鼓勵學校在

原有校務基礎上成立“德育工作小組”，負責統籌學校整體的德育規劃並持續優化。

是故，特製定本工作指引，藉此指導學校成立“德育工作小組”，並為有效運作提供

可行的參考模式。 

 

1. “德育工作小組”的組織與運作 

1.1 成立目的 

有系統地統籌及發展學校德育工作，並逐步建立跨校合作網絡，共同促進

學生健康成長，進而成為具國際視野的全球公民。 

1.2 職責與工作內容 

a. 建立“德育工作制度”， 釐訂清晰的架構、分工與工作指引，包括：整

合教訓輔評的制度、統整校內外資源，使制度具備校本、效能及可持

續發展等特色；  

b. 制訂“德育主題”，兼顧教育理念與辦學宗旨，同時考量教師、家長，

以及學生等各成員的責任、義務、權利與價值觀等； 

c. 落實“工作規劃”，制訂學年或跨年度德育工作計劃，計劃須具備短、

中、長期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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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規劃“課程與教學”，完善校園正規與潛在課程，鼓勵負責德育工作的

人員持續進修，形成專業團隊； 

e. 組織“德育活動”，包括：常規和專門性活動，推動班級發展至全校性

活動、並逐步由學校發展至跨校活動，校內推廣至社區活動等； 

f. 優化“校園氛圍”，整合各種德育實施途徑，充分利用校內外資源，逐

步加強家校、跨校，以及與社會各單位的溝通與合作； 

g. 評估“工作成效”，以實證方式，持續檢視校園的德育發展方向，並在

適時作更有效的調整； 

h. 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強化學生會、學生團體的自主能力，積極推動

學生參與校務。 

i. 協助處理和跟進“學生突發事件”，轉化事件的教育價值，建立機制，

從而更有效預防同類事件發生。 

1.3 組織成員 

a. 小組召集人：校長或副校長； 

b. 小組協調員：能具體把握學校德育工作情況，包括：教訓輔評、學生

會等，建議指派不少於一位人員，並由德育範疇主任或科組長擔任； 

c. 小組成員：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可包括：教學或行政人員：任

教宗教/常識/品德與公民科教學人員、訓育、學生輔導的主要負責人、

餘暇活動專職人員、學生會導師、家長/家長會代表、學生/學生團體/

學生會代表等； 

d. 其他成員：學校可根據需要，邀請資深教育工作者、專家或學者，以

至於校友參加學校德育工作小組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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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成員分工與架構 

a. 召集人，負責定期召開並主持小組會議，規劃及監督學校德育工作； 

b. 協調員，負責整合校園德育工作，使其更有系統、效能，並持續與本

局進行溝通，加強合作； 

c. 小組成員，按工作範疇負責落實上述 1.2 所列及的工作內容，積極推動

學校各項德育工作的開展，並定期向小組的協調員進行匯報，相互合

作，以促進校園德育發展； 

d. 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小組架構可參照以下模式建立： 

 

 

 

 

 

 

 

註：上述架構圖為參考建議，可按學校實際情況和需要進行調整 

 

 

 

 

召集人 
校長/副校長 

協調員 
德育範疇主任/科組長 

小組成員 
1. 教學或行政人員：任教宗教

/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人

員、訓育、學生輔導員的主

要負責人、餘暇活動專職人

員、學生會導師…等 

2. 家長/家長會代表 

3. 學生/學生團體/學生會代表 

其他成員 
邀請資深教育工作者、專

家、學者或校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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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德育工作的原則 

2.1 以“品德教育”作為學校首要教育工作 

學校德育工作的成功必須建基於全校推動為基礎、家庭配合為支柱、社會

支援為根本的運行模式，缺一不可。因此，學校須把校園德育發展視為首

要工作，宜有完整的架構、周全的規劃，以及清晰的分工與指引，並持續

進行優化。逐步提升校內全體人員對學生德育的關注，並提供機會共同參

與。 

2.2 依據法律與教育政策作為發展藍本 

學校的德育工作，應緊扣非高等教育制度的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與教育政

策等文本宗旨、目標與理念，配合社會發展。包括：《本地學制正規課程框

架》、《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非高等教育範疇德育政策》等。 

2.3 以國際成功經驗作為借鑒 

在全球化的年代，學校的德育工作更應配合國際發展的需要，並具前瞻性；

學校宜多參照國際的成功經驗，作為釐訂德育政策、建立制度的參考指引； 

2.4 關注社會發展與未來願景  

學校的德育工作應關注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使德育工作更貼合學生生活與

成長環境，從而培養學生具備相應的知識、合宜的態度與價值觀，以及面

對各項社會議題的行動力；進一步培養學生思考社會議題的方法，提升其

國際公民素養，從而更好地回應未來社會的挑戰。 

2.5 發展校本德育氛圍 

學校德育工作因應校園差異而具備校本特色，難以用單一標準應對所有學

生問題。宜透過“德育工作小組”有系統地制訂與開展學校德育工作，並透

過持續優化，逐步建構具學校特色的德育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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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落實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 

學校每一位教職員工的言行，對於學生具有巨大的潛移默化作用。因此，

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並不止於班主任及教師，而是每一位校內人員的共同

責任，須做到以身作則、言教身教，為人師表，提供學生學習的楷模。 

2.7 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 

學生的品德形成必須是知、情、意、行的統一，除了個人的品德修養，更

需要具備相應的知識與實踐機會。因此，學校德育工作除了關顧學生的情

意發展，更應關注知識層面，並宜創設機會與平台，讓學生進行品德實踐。 

2.8 兼顧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 

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發展是品德形成的基礎，學校德育工作須依循不同年齡

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與個別差異進行有效調節；建議多採用小組、個別化

教學、以及多元化教學等模式。因材施教，培養學生的品德。 

2.9 提升學生的自主性為宗旨 

學生的品德發展離不開自主建構與實踐，宜多提供學生發展的空間與平台，

讓學生直接參與、組織與管理校園事務，培養其溝通、合作，以及解難等

能力，更進一步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2.10 構建學生的安全成長網 

學生品德的形成，受到家庭、學校、政府、社會等各方面影響，四者的協

調一致是學生健康成長的主要關鍵。學校宜建立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制，

並創設渠道主動加強與家庭、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合作，為學生營造更

好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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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德育工作的策略 

3.1 學校德育工作小組作為德育統籌單位 

學校德育工作需要有系統、周全與詳盡的整體規劃，並在“德育宣言”的基

礎上提供清晰、明確的目標、分工與指引讓全校共同參與。建立制度具有

必要性，建議以“德育工作小組”作為統籌單位開展相關工作： 

a. 統籌校園德育工作，整合校內意見，並逐步擴大小組的成員構成， 

以便聽取相關意見，從而制訂更貼合學校發展的德育策略； 

b. 制訂並有效實施德育工作計劃，包括：短、中、長期方針，學年或 

跨年度計劃，宜制訂明確的時間表以便按序落實； 

c. 計劃的制訂除考量目標、內容與策略外，更宜列出明確的成效指標、

人力資源、分工指引，以及所需的資源配套等； 

d. 小組宜透過定期舉辦會議或活動，加強溝通與交流，共同檢視與評 

估校園德育情況，適時進行調節。 

 3.2 透過建立資源庫為德育工作提供有效參考 

德育工作除建基於學生、家長、教師，以及學校氛圍等校本因素外，更需

考量政策法規、社會發展，以及國際趨勢等外在因素；因此，系統地收集、

整理與解讀有關訊息，將有助更完善地釐訂、檢訂與進行調節，讓學校德

育工作更客觀、科學，以及具針對性： 

a. 宜建立資源庫，有系統地收集各類有關德育的資源。包括：教育政策、

法律、本地新聞、國際研究、教學資源，以及學生個案等。並進行歸

納分類，包括政策層面、教訓輔評評層面，以及學生資源層面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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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提供有效參考； 

b. 跨校合作，逐步擴大資源庫的相互共用，為學校德育工作提供更豐富

的參考資源； 

c. 強化資源庫的可視像化，盡量避免資訊為單純的文字鋪陳，提升資源、

素材的視覺元素與可讀性； 

d. 為相關工作人員提供培訓，逐步加強資源庫更便於操作，並使其更具

易於進行教育分析。 

3.3 “歸屬感”為核心構建校本德育氛圍 

校本德育氛圍建基於校園文化，學校應以普世價值，包括：關懷、民主、 

平等、尊重、和諧等建構校園文化，並配合學校的歷史背景、辦學理念， 

以至於師生特質等，整合成具校本特色的德育理念： 

a. 提供機會讓不同成員參與校園文化建設，並讓其能感受到參與的過程

與成效，從而提升其歸屬感，更有利塑造校園的德育氛圍； 

b. 善用校園環境，多渠道宣導校園德育文化。包括：張貼海報、製作壁

報、創設刊物、製作媒體及影音等，透過加大宣傳，強化效果； 

c. 定期舉辦與德育主題相關活動，創設互動與交流平台，提升團隊凝聚

力。包括：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學校人員之間； 

d. 推動學校德育氛圍的宣傳，並進一步加強跨校合作，逐步構建跨校的

合作機會，形成本澳整體的德育氛圍。 

e. 促進學生、教職員，以及校友相互交流的機會，逐步形成校內德育文

化的傳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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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強德育工作隊伍的專業成長 

要落實“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原則與理念，必須建基於每一位教職員高

度重視學生的德育工作，視為己任。因此，提升教職員的關注程度 、專業

素養與能力，以及提供其參與機會，才能有效落實上述理念： 

a. 透過集思廣益，建立學校成員共同認同的價值目標。並通過各種渠道

予以強化，讓學校全員能貫徹落實執行，逐步形成團隊精神； 

b. 按學校情況，宜於“德育工作小組”下設置與學生成長相關的小組，可

採用班級、學科或餘暇活動組別等為單位進行分類，從而更全面把握

學生的情況，更有效促進其身心成長； 

c. 建立健全的培訓制度，有計劃地為學校的各級領導、小組協調員、班

主任、科任教師、學生輔導員、餘暇活動人員等各類能接觸學生成長

的教職員提供與德育範疇相關的培訓，從而提升其專業素養與能力； 

d. 鼓勵教職員透過己身的學科專業、興趣或嗜好，建立不同性質的團體

讓學生參與。進一步加強師生間的聯繫，構建更多渠道，進行價值的

潛移默化； 

e. 關注教職員的身心健康情況，提供多元渠道與平台，並建立制度，促

進不同經驗教職員的專業成長、相互交流，構建團隊氛圍。 

3.5 以“個別化”與“多元體驗”的理念持續革新課程的教、學、評 

設立德育相關的課程，是學校實施品德、公民教育的必要途徑。除培養學

生態度、情意外，更須提升其知識與實踐能力。透過合作、小組、體驗，

與有效的評估等方式，將更有效提升學生的批判思維並予以實踐，從而更

有效個別關顧不同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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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據法規設立“常識”及“品德與公民”等有關德育課程，並銜接各學齡

階段的課程內容，有系統地規劃每階段學生的課程與教學； 

b. 加強正規與潛在課程的德育建設，豐富學生校內外的健康生活體驗；

強化品德與公民教育元素在各科中的滲透，培養學生更全面思考社會

議題； 

c. 兼顧學生的個人與家庭、社會與國家發展，以及國際趨勢釐訂學習議

題。貼合學生的生活環境與實際需要，重要議題須包括：自我發展；

群性生活；法律；政治；經濟；資訊、科技與環境；澳門；現代中國；

全球化，以及思維方式與實踐等。宜特別關注“愛國愛澳”教育、政治

與法治教育、性教育、生命教育、預防煙酒賭毒及成癮行為教育、防

止校園暴力與欺凌、環境與環保教育，以及瞭解全球化與國際關係教

育等內容； 

d. 採用多元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建議除直接教學法外，可

採用合作、體驗，以及小組學習等方式進行； 

e. 透過讓學生把握自己的學習情況及知道如何行調節，評估方式，讓學

生能更有效地把握自己的學習情況，進一步促進學生自我培養的能力。

建議可採用紙筆、個案、同儕互評，以及透明化評量等方式，兼顧過

程與總結性評量。 

3.6 推動學生會或學生團體的健康成長 

學生能自主實踐品德行為，是品德教育的最終目的。建立制度，提升學生

直接參與、組織與管理校園事務的機會，將有助學生在過程中思辨、分析

與實踐品德行為。善用學生會與學生組織，促進學生參與，並逐步提升其

自主性與相應能力，將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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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立學生會，推動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參與，並提供參與管理校園事務

的機會；定期為學生會成員提供培訓與交流機會，培養其溝通、組織、

協作，以及管理能力，增強其對學校的歸屬感。 

b. 鼓勵學生組織多樣化的團體，並給予適時支援與指導。提升其參與學

校事務的機會，充實校園品德文化的多樣性。 

c. 鼓勵學生籌組具教育意義的校內、校外活動，使學生建立正面、積極

的價值觀，提高其公民素養。包括：同儕互助、社區服務、關懷長者、

照顧弱勢，以及保護自然環境等； 

d. 逐步推動學生會或學生團體的跨校合作，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公民素

養。 

3.7 結合校內外資源共建學生安全網 

“家校合作”是建構學生安全網的首要基礎，家長的積極投入，將有利學生

的品德成長。學校宜以家庭教育為核心，同時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立

有效的預防與應對機制，為學生的安全成長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a. 建立與家長有效的溝通渠道，鼓勵家長透過正式途徑，瞭解子女的在

校情況，並對學校德育工作提供建言。形式包括：舉辦活動、召開會

議，創設網絡平台等； 

b. 提升家長對學校德育文化的瞭解，持續加強家長教育，提升其教養子

女的責任心與能力。包括：製作資源、舉辦工作坊、講座、親子活動

等； 

c. 建立機制，處理與應對學生突發事件。宜透過整理與歸納個案逐步建

立資源庫，梳理出有效的處理與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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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善用政府各部門、社會服務團體、研究機構、社區等社會資源，有系

統地結合在學校德育工作規劃內，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同時，

透過多樣化的模式，提升學生對各項社會資源的瞭解，從而取得更有

效的支援； 

e. 加強與傳媒合作，善用媒體效應，加強正面價值的推廣，讓學生能潛

移默化。 

 

4. 教育暨青年局提供的支援 

4.1 召開會議，定期組織召開全澳各校德育工作交流會議，邀請各校代表參加； 

4.2 提供培訓，有計劃地為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各成員、負責學生德育成長 

的教職員，以及任教“常識”、“品德與公民”與德育相關科目的教學人員提供

培訓，持續提升其專業能力和水平； 

4.3 研製資源及創置平台，與學術團體、專業機構，以及學校等合作，研製 

有關德育相關的資源與教材；建立《品德與公民》網上教學資源庫，提供

網路、多媒體、圖書等豐富資源，供予學校參考使用； 

4.4 組織活動，主要以 3.5 所列的有關品德與公民教育重要議題為核心，開展入

校、跨校及社區活動，促進德育氛圍的建立。形式包括：國情教育營、升

旗儀式、社會服務、社區教育等； 

4.5 協助學校加強與家庭、社區、相關社會團體、機構及政府各部門合作，借

助各方力量，共同推動學校的德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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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協助學校聯繫相關領域的專家和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幫助學校有針對 

性、有成效地開展德育工作； 

4.7 為學校德育工作提供政策支援、行政協助、經費和設備等方面的資助。 

 

5. 查詢 

姓名：陳藝康 

電話：85901200 

電郵：NHChan@dsej.gov.mo 

傳真：28403440 

 

 本局會持續舉辦培訓及發放資訊以支援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如欲瞭解詳情或

對上述指引有任何疑問，請親臨或致電德育中心，或瀏覽中心網頁：

www.dsej.gov.mo/cem。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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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跨境學生上下課安全指引 

1. 目的 

為保障居住內地但在澳上學的跨境學生的安全，關注學生在上下課時可

能遇到的情況（如乘錯車、迷路、遺失身份證明文件、被利用/威迫/誘
惑運送物品、被欺凌或騷擾、遇熱帶氣旋/暴雨/特殊天氣等），制定跨境

學生上下課安全指引，供學校關注及教導學生上下課遇到危機的處理方

法，為家長和學生提供參考。 

2. 學校須關注事項 

2.1. 關顧跨境學生上下課的情況，掌握校內跨境學生人數及名單，定

期收集學生最新資料，如及時更新學生、家長/監護人聯絡資訊，

以便隨時能與學生、家長/監護人取得聯繫； 

2.2. 遇到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情況，及時發佈最新資訊（如透

過發送手機短訊、手機應用程式或學校網頁等）； 

2.3. 在特殊狀況下對跨境學生的遲到作酌情處理； 

2.4. 提醒跨境學生小心保管身份證明文件。 
3. 為保障學生安全，學校應向學生及家長/監護人作出以下提示： 

3.1.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須注意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下稱“通行證”）的有效期，並且適時更換； 

3.2. 建議於學生書包內放置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通行證副本，以便在

報失時能提供相關資料； 

3.3. 學生於遇到困難時應主動向監護人/保母/警員/關閘邊境大樓工作

人員求助； 

3.4.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應留意學校及相關部門發出與上下課安全有

關的訊息（如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並作出相應配合； 

3.5. 學生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應注意： 
a. 於候車、上落車及乘車時，切勿喧嘩吵鬧、吃喝或與同學玩耍； 
b. 確認所乘路線的車輛才上車，如上錯車或忘記下車，應立刻告訴

司機，請其協助返校或指示轉乘合適路線的車輛； 
c. 候車及上落車時，要注意周邊環境，小心來往的車輛，與車輛保

持安全距離，以及注意道路上正進行的工程； 
d. 上車時，勿爭先恐後；當找到座位後，如非讓座，切勿隨意離座，

若須站立，必須緊握車上扶手，以免受傷；勿將身體任何部分伸

出車外，並在車輛完全停定，才按指示下車； 
e. 應保持警覺，勿與陌生人搭訕，並留意有否非正常的身體接觸； 
f. 於上車前應清楚確認所乘交通工具所屬的公司、路線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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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於行車中打瞌睡而忘記下車，時刻保持警覺。 

3.6. 學生於乘搭保母車/校巴等交通工具時應注意： 
a. 須由家長/監護人/保母於指定地點接送； 
b. 於候車、上落車及乘車時，切勿喧嘩吵鬧、吃喝或與同學玩耍； 
c. 確認所乘的保母車/校巴才上車，遵照乘車指示上落，如上錯保

母車/校巴，應立刻告訴車上保母，並請其協助返校或指示轉乘

合適路線的交通工具； 
d. 倘座位設有安全帶，須繫好，至下車前勿離座； 
e. 勿將身體任何部份伸出車外，並在車輛完全停定，才按指示下

車； 
f. 下車後，應注意周邊環境，小心來往的車輛，與車輛保持安全距

離，以及注意道路上正進行的工程； 
g. 認清乘搭車輛的特徵；於上車時確認保母/司機，乘車時宜保持

警覺。 

3.7. 有關學生迷路的注意事項： 
a. 有保母接送的跨境學生若於過關時走失，應站在原處冷靜地等

待保母，如經過了一段時間（約 15 分鐘）仍沒有人前來，應向

邊檢大樓職員/警員求助，並向其提供聯繫家長、保母或學校的

方法，讓其幫忙處理，切勿跟隨陌生人離開； 
b. 自行上學的跨境學生若迷路，應保持冷靜，確認自己所在地，

嘗試看清楚路面情況，找回正確的路，必要時可報警求助，切

勿跟隨陌生人離開；  
c. 家長/監護人應陪同子女預先視察及體驗上學的路程，教導子女

迷路時的應對方法，亦適宜提供少許零用錢給子女，以備不時

之需； 
d. 搭乘保母車或由保母接送的跨境學生，應保持警覺，緊隨同行

的跨境學生隊伍；若為自行上學的跨境學生，應熟悉過關路程

及路線；學生必須緊熟記家人、學校及保母電話，以在迷路時

能迅速求助。 

3.8. 學生於遺失身份證明文件/通行證時可按下述步驟處理： 
a. 如在內地遺失身份證明文件/通行證，應立即聯繫邊檢大樓職員，

請其幫忙聯絡家長/監護人協助，並須補領證件及通知學校； 
b. 如在內地遺失通行證，可向當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如

珠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一次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入出

境通行證》，辦理時，需提供其他相關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澳門

特區護照； 
c. 如在澳門遺失身份證明文件/通行證，應立即聯繫學校或警員，

請其幫忙聯絡家長/監護人協助補領證件及通知學校，若跨境學

生暫時不能回到內地居住，須由家長/監護人陪伴於澳門暫住及

等待補領證件；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533 
 

d. 如在澳門遺失通行證，可通過澳門中國旅行社向廣東省公安廳

簽證辦事處辦理；辦理時，須提供報失證明及其他相關身份證

明文件，如澳門特區護照； 
e. 提高警覺，每次過關後應即時將相關證件放回證件袋內；上學

期間亦不宜拿出證件，放學前亦應檢查證件； 

3.9.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於遇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時應注意： 
a. 如遇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學校、家長及學生應密切留

意教青局發布的停課訊息，以確定上課/停課； 
b. 可透過教青局手機應用程式及微信帳號、珠海有線電視網路澳

亞衛視頻道（數碼訊號第 10 台/模擬訊號第 43 台），以及關閘

邊境大樓入口屏幕，獲取因惡劣天氣停課的訊息。在熱帶氣旋、

暴雨及特殊天氣情況下，市民亦可透過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網頁、

電台、電視台、澳門日報手機應用程式等，瞭解停課訊息； 
c. 應熟識第 105/2016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以及在熱帶氣旋、

暴及特殊天氣情況下各教育階段停課的安排； 
d. 詳情請參閱本指南第三章第一節。 

3.10. 學生遇被利用/威迫/誘惑運送物品時應注意： 
a. 在任何情況下，不應替陌生人攜帶任何物品過關； 
b. 提高警覺，避免與陌生人接觸，如遇陌生人強行把物品放置在

書包或要求攜帶，應大聲向其說“不”，制止其行為及向邊檢大

樓職員/警員求助； 
c. 避免擱置書包不顧或交予陌生人；若有陌生人將不明來歷的物

品放入書包，應立即告訴保母或邊檢大樓職員/警員。 

3.11. 學生於被欺凌或騷擾時應注意： 
a. 若遇到欺凌或騷擾，應勇敢向騷擾者說“不”，並立即向司機/保

母/邊檢大樓職員/警員尋求幫助，若情況危急，亦可向途人尋求

幫助； 
b. 將事件告訴可信任的人，如家長、監護人、保母、邊檢大樓職

員、警員等，並冷靜記下騷擾者的樣貌及所作的騷擾行為等等； 
c. 若有留意騷擾者的其他特徵、衣服或有騷擾者留下的物品，須

同時向警員/邊檢大樓職員提供； 
d. 由於學生被欺凌或騷擾後或會難於啟齒，家長/監護人或學校應

多加留意，適時教導學生自我保護的方法、正確的性教育知識，

欺凌或騷擾的定義，同時鼓勵學生遇上不快的事件要主動與可

信任的人傾訴； 
e. 學會分辨好與壞、善意與惡意的接觸；當有不良的感覺時，要

堅定拒絕，勇敢說“不”，並儘快速離開；如有陌生人走近，亦

應加緊留意，避免於人少的地方逗留；如陌生人給予糖果或禮

物，千萬不要收取或跟隨其到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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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於爆發流行性傳染病時應注意： 
a. 於爆發流行性傳染病期間，應多留意居住的地區及澳門的傳染

病資訊，家長/監護人應於學生出門前提早了解學校會否因流感

而停課或作其他特別安排； 
b. 學生應留意個人的健康狀況，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輪候過

關時帶備口罩，下課後應及早回家； 
c. 於上學或放學途中，若有不適，應通知家長/監護人、保母、邊

檢大樓職員/警員； 
d. 儘量減少參與有密切接觸的聚會或活動，避免前往人多擠迫、

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3.13.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出入境時備用參考資料： 
a. 珠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地址：珠海市香洲區香華路 493

號，電話：0086-756-8640510； 
b. 澳門中國旅行社；地址：拱北口岸聯檢大樓右側入境大廳二樓

2115 室(不需通過出入境櫃台)，電話：(86)756-8152012；
(853)6660-1117，參考網頁：http://www.dsi.gov.mo/QAndA_c.jsp 

c. 本澳居民遇上旅遊證件確認問題、身份資料問題或出入境等問

題，澳門治安警察局可提供轉介支援服務，如有查詢可致電治

安警察局 24 小時熱線電話：(853) 2857-3333 或 
傳真： (853) 2878-0826 向該局尋求協助。該局接報後會即時通

過聯絡機制將個案轉介身份證明局跟進；可親身或透過在澳親友

致電或傳真至該局尋求協助，亦可於辦公時間直接致電： 
(853) 2837-0777 向身份證明局求助。參考網頁：
http://www.fsm.gov.mo/psp/cht/psp_left_4.html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號一樓教育

暨青年局或致電：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暨小學教育處或教育

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http://www.dsi.gov.mo/QAndA_c.jsp
http://www.fsm.gov.mo/psp/cht/psp_left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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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預防校園發生擁擠踩踏事故及在人潮失控情境中的自我保護指引 

 

1. 引言  

世界各地因節日、宗教慶典、體藝或大型的社會活動，偶爾發生聚集人潮過

於擠迫，或有個別人士不守秩序，引致人群互相推撞，令秩序大亂而影響群

眾的人身安全，造成巨大的死傷，心靈創傷和社會震盪。而學校是教育學生

全人健康成長的基地，有必要在日常的教育中，孕育學生的自律守規及危機

意識，並學會自我保護的技能，減少學生遇上擁擠踩踏事故的風險。 

 

2. 目的 

本指引的總目的是增強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危機意識、認識人流管理

的重要和應對人潮事故的技能；防止學校舉辦或參與大型的慶典和活動時發

生人潮失控情況；並在遇上擁擠踩踏事故時能作出適時及正確的反應，以減

少傷亡。 

 

3. 規劃及教育計劃 

學校宜有全面而多向性的規劃與教育計劃：如 

3.1 做好校園生活管理與大型活動的人流管理規劃； 

3.2 為教師及工友提供培訓，認識人踏人事故的發生、防止與應對； 

3.3 規劃常規的教育方案，培育學生在日常生活和節日活動中注重公德、守

紀自律，避免引發或遇上擁擠踩踏的事故，並學習應對人潮失控的基本

原則，如細心觀察、保持冷靜、小心應對和決斷，還應及早發出警告尋

求幫助，與自我保護技能，減低風險； 

3.4 在家長教育中加入預防擁擠踩踏的事故的內容，加強家長的危機意識、

認知和技能，讓家長與學校一起保護學生免受人潮失控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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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預防和處理擁擠踩踏或人潮失控的歩驟與方法 

4.1 學校在規劃大型群體活動時宜細心分析、規劃與安排，包括人流管理方

案與預演、人事及物資管理，設立應對擁擠踩踏事故的危機小組，以預

防及處理人潮失控事故的發生； 

4.2 學校帶領學生參與大型群體活動前，宜細心了解活動流程及安排、預計

參與人數、場地設置與疏散措施等，做好風險評估和應對方案，由專責

教師執行，避免學生遇上擁擠踩踏事故； 

4.3 活動前應把人潮管理的規劃與應對方案讓所有參與者知悉並作演習，讓

教師及學生有所準備，提高警覺性； 

4.4 在舉辦和參與大型群體活動時，學校宜委派專人關注人流狀況及現場環

境的變化，向各主要負責人員定時通報並及時作出相應的預案作應對，

減低意外事故發生的風險； 

4.5 如遭遇或發生人潮或擁擠踩踏的不幸事故，學校領導應立即依據危機處

理流程運作，如即時致電求救及停止活動，引領師生及其他人員冷靜面

對，指揮疏導人流，避免更多人受傷害，在等候救援時悉心照顧傷者； 

4.6 不幸事故發生後，宜依據“校園危機處理＂的措施運作，如善後工作小組

將傷者和遇難者身分核對清楚及第一時間通知家人，盡快查明事件原因

並及時統一發布信息，提供心理輔導服務，並擬定檢討報告。 

 

5. 在日常教學中教育學生及家長防止和應對人潮失控與擁擠踩踏 

5.1 學校應在日常教學中，加強培育學生反思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注重公

德， 學會互相忍讓及尊重他人，並明瞭應克盡個人的責任，保持環境清

潔與秩序，使大家都能在和平的氣氛下歡度慶典、佳節、體藝及其他大

型活動；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537 
 

5.2 學校應引導學生和家長建立危機意識，在參與大型群體活動時，學會自

律守法，並明瞭在公眾地方應遵守各種規則和秩序的價值與重要性，避

免做出自私的行為而引起悲劇； 

5.3 學校應教導學生在校園及日常生活中，分析人潮現象出現的成因，留心

觀察身邊的人、事和物與環境的變化，關注公眾安全，並主動提出警告，

避免自己及他人身處擁擠踩踏的險境； 

5.4 學校應關注學生的個人安危，透過不同的課程，教導學生危機處理的方

法和自我保護的技巧，尤其是在擁擠人潮中的求生自救小貼士－－要鎮

定、別靠近、別絆倒、靠墻壁。 

 

6. 在校園生活中培育學生良好的人潮管理意識和自救行為 

6.1 上下樓梯時不能擠，儘量以不同方向(如左上右落)排隊有序地行走，並與

前後同學保持安全距離，避免發生踩踏意外； 

6.2 上學及離校路上要養成自覺排隊成一直排行走的習慣； 

6.3 勿在通道集結或停留，減少阻塞； 

6.4 在校園內遇到拐彎自覺走直角； 

6.5 要經常檢查自己的鞋帶是否綁好，尤其在人多上下樓梯時，切勿有彎腰

綁鞋帶以及彎腰拾東西等相類似的動作，預防彎腰時身體失去平衡，摔

倒在地； 

6.6 書包要背好，其他雜物要包裹好，方便携帶； 

6.7 一旦被擠，要保持鎮定，不要慌張，抓住扶手以免倒下，並發出警告，

讓其他同學和教師及時反應，減低傷害； 

6.8 在擁擠人群中前進時，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雙肘撐開平放胸

前形成三角以確保呼吸空間； 

6.9 若被推倒，要設法靠近牆壁並面向牆壁，雙手在頸後緊扣護住頸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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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彎腰，雙腿蜷縮胸部成球狀，側身倒臥地上，以保護脆弱部份； 

6.10 一旦發現踩踏或人潮失控意外，應主動提出警告，避免自己及他人身處

擁擠踩踏的險境，儘快求救及遠離險境。 

 

7. 個人在人潮失控或擁擠踩踏時的應對方法(詳見附件一及參見以下短片)：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c5hXsTZis 

2. http://v.weihai.tv/play_fbb8knf6csp6tfz2.html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教育暨青

年局或致電：學校督導。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c5hXsTZis
http://v.weihai.tv/play_fbb8knf6csp6tfz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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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遇到人潮失控或擁擠踩踏時的應對方法 

 

1. 危急時刻如何保持心理鎮定？ 

口訣：別凑熱鬧、情緒穩定、服從大局 

1.1 在擁擠的人群中，一定要時時保持警惕，不要總是被好奇心理所驅 使，

別凑熱鬧； 

1.2 當面對驚慌失措的人群時，更要保持自己情緒穩定，不要被別人感染，

驚慌只會使情況更糟； 

1.3 心理鎮靜是個人逃生的前提，服從大局是集體逃生的關鍵； 

1.4 如果出現擁擠踩踏的現象，即時鎮定並清楚聯繫外援，靜心等候救助； 

1.5 如身處人潮，請參考以下預防踩踏的自救和互救方法短片：

http://v.weihai.tv/play_fbb8knf6csp6tfz2.html 

 

2. 遇上擁擠人群時怎麼辦？ 

口訣：避開免摔倒、遠離危險物、勿逆流而行、不執拾財物、沒鞋赤足走 

2.1 發覺擁擠的人群向著自己行走的方向擁來時，應該馬上避到一旁，但是不

要奔跑，以免摔倒； 

2.2 若已陷入人群之中，一定要先穩住雙腳，注意四周觀察，並遠離一切可能

傷害到自己的危險物品，如玻璃門窗、利器、滾燙的液體等等； 

2.3 切記不要逆著人流前進，和大多數人的前進方面保持一致，不要試圖超過

別人，那樣很容易被推倒在地，要聽從指揮人員口令； 

2.4 採用體位後傾或者高重心姿勢，即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貿然彎腰拾鞋或

綁鞋帶； 

2.5 在人潮中背包雜物掉下不要彎腰拾回或轉身尋找，人命重於財物損失； 

http://v.weihai.tv/play_fbb8knf6csp6tfz2.html


2020/2021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六節 學生輔導 

 

540 
 

2.6 如果有可能，抓住一樣堅固牢靠的東西，例如路燈柱、電線杆、路牌、大

樹等等，待人群過去後，迅速而鎮靜地離開現場*。 

 

註： 
*抓住一樣堅固牢靠的東西，待人群過去後，迅速而鎮靜地離開現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SIZZsagd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xIPQE8Mg3w 
 

3. 出現混亂局面時怎麼辦？ 

口訣：摔倒要呼救、逃生避死角、高處勿亂跳、護胸保呼吸、推倒靠牆壁、

身體蜷成球、倒地護頸椎、低頭彎腰腿縮胸、側身倒臥地 

3.1 當發現前面有人突然摔倒，應馬上停下腳步，同時大聲呼救，告知後面的

人不要向前靠近*； 

3.2 逃生時不要緊靠牆壁的死角； 

3.3 逃生時不要從高處往下亂跳； 

3.4 逃生時雙臂交叉於胸前護住胸部，保持呼吸順暢**； 

3.5 若被推倒，要設法靠近牆壁並面向牆壁，身體蜷成球狀，雙手在頸後緊扣，

以保護脆弱部位**； 

3.6 萬一跌倒在地，雙手迅速交叉護住頸椎，低頭彎腰，雙腿蜷縮胸部，側身

倒臥地上**。 

 

註： 

* 3.1 當發現前面有人突然摔倒、大聲呼救，告知後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的實例： 

http://www.56.com/u85/v_MTM0MDEzMzM4.html 

 

**逃生及被推倒時的自我保護，請參考以下新聞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SIZZsagd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xIPQE8Mg3w
http://www.56.com/u85/v_MTM0MDEzMzM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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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c5hXsTZis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llJiR95OU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4. 已發生踩踏事故該怎麼辦？ 

口訣：護住腦、頸、太陽穴、胸和腹，雙肘撐開保呼吸，報警待援兼互救 

4.1 兩手十指交叉相扣、護住後腦和頸部；兩肘向前，護著雙側太陽穴；  

4.2 不慎倒地時，雙膝儘量前屈，護住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臟器，側躺在地； 

4.3 在擁擠人群中，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雙肘撐開平放胸前，形成

一定空間保證呼吸； 

4.4 擁擠踩踏事故發生後，一方面趕快報警，等待救援，另一方面，在醫務人

員到達現場前，要抓緊時間用科學的方法展開自救和互救； 

4.5 當發現傷者呼吸、心跳停止時，要趕快做人工呼吸，輔之以胸外按壓。 

 

註： 

逃生及被推倒時的自我保護，請參考以下新聞短片：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llJiR95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c5hXsTZ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llJiR95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J7NVUYj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llJiR95OU

	45-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_學生輔導服務_CAPPEE
	46-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2_諮詢及評估服務_CAPPEE
	47-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3_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私隱指引_CAPPEE
	48-修_第三章_第六節_4_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免受虐待指引_CAPPEE
	49-修_第三章_第六節_5_保障及處理受助學生免受性侵犯指引_CAPPEE
	50.1-修_第三章_第六節_6_處理在校園內發現懷疑毒品指引_CAPPEE
	50.2-修_第三章_第六節_7_協助學生善用網絡指引_中文版_DPE
	50.3-修_第三章_第六節_8_通報懷疑家庭暴力個案程序(學校版)_中文版_DPE
	50.4-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9_家暴個案通報及跟進流程教青局及學校版本_中文版_DPE
	51.1-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0_校園危機處理_CAPPEE
	51.2-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1_處理校園欺凌事件指引_CAPPEE
	52-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2_常見問題處理策略_CAPPEE
	53-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3_輔導服務資源_CAPPEE
	54-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4_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工作指引_CEM
	55-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5_跨境學童上下課安全指引_DEPEP
	56-沒修_第三章_第六節_16_預防校園發生擁擠踩踏事故及在人潮失控情境中的自我保護指引_IN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