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檔號︰150819/18-19/001/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執事先生︰ 

招   標 

承投提供靈光小學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本校為一所津貼小學(2018-2019 年度全校共六班)現誠邀  貴機構承投提供「駐校註

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服務合約年期為三年（即 2018-19、2019-20 及 

2020-21 學年），並就隨函之投標附表上所列之服務要求，提出詳細建議書。倘  貴機構

不擬接納部份服務條件，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投標書 

 

承投投標書應用郵寄或速遞送往︰新界青山公路 13 咪深井「靈光小學」，並於截標

日期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前送達上址。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貴機構之投標書有效期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如該天仍未接獲通知，是次

之投標則作落選論。另請注意  貴機構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 部份，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機構未能或不擬提供投標，亦煩請盡快將本函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

列明不擬投標原因。 

 

    學校招標承投服務所需服務時，會以「整項」形式考慮提供服務機構的投標。 

 

    如有查詢，請電 2491 0256 與文翠珊副校長聯絡。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啟倫) 

 

 

 

 

 

主曆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 



 

 

承投提供靈光小學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學校名稱︰靈光小學 

學校地址︰新界青山公路 13 咪深井 

學校檔號︰150819/18-19/001/ 

截止投標日期/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11 時正 

 

 

第 I 部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標書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之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

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

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

至本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者之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

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之全部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機

構之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 部 

 

再行確定投標書之有效期 

 

    有關本標書之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機構投標書有效期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下開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之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機構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

格內之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開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機構投標書，該機構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承投提供靈光小學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學校名稱︰靈光小學 

學校地址︰新界青山公路 13 咪深井 

學校檔號︰150819/18-19/001/ 

截止投標日期/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11 時正 

確定遵守防止賄賂條款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

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路 條例》所

界定的「利益：）。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

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

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代 表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姓名(正楷)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請列明    貴機構的歷史、服務宗旨、目標、服務範圍、學生輔導服務經驗。 

                        (第 3、4、5 項須由投標機構填寫) 

(1) 

服務 

範圍 

(2)  

服務細則 

 

(3)  

計劃/ 

建議 

(4)  

時數/ 

節數 

政策及 

組織 

1. 建構友愛及關顧的輔導文化 

2. 制定學生輔導政策和系統 

3. 撰寫學生輔導服務週年計劃書 

4. 設立學生輔導服務自我評估機制 

5. 建立有系統的校內及校外轉介機制 

6. 配合學校情況，引入社區資源 

  

學生輔導 1. 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的學生接受適合的專業服務 

2. 提供小組輔導/活動(包括社工以外人手) 

3. 設計及推行學生成長課程 

  

家長教育 1. 舉辦家長教育課程/工作坊(每年最少四次) 

2. 舉辦專題講座(每年最少兩次) 

3. 舉辦親子活動(每年最少兩次) 

4. 協助成立家長支援網絡 

5. 支援家長教師會，促進家校合作 

  

教師支援 1. 舉行個案會議 

2. 建立教師諮詢機制 

3.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4. 處理危機事件及緊急支援 

  

駐校服務 1. 輔導人員需為香港註冊專業學位社工(並符合附件一內

的要求)，不少於三年學校服務經驗，有小學服務經驗

更佳 

2. 每週不少於 45 小時駐校工作 

3. 機構需對輔導人員提供督導與支援 

4. 若輔導人員工作欠理想，校方可與機構督導主任商討及

考慮撤換 

  

後勤專業 1. 臨床心理學家 

2. 教育心理學家(定期探訪學校，向教師提供專業意見)  

3. 個案諮詢服務 

4. 督導駐校社工 

5. 支援駐校社工 

6. 其他相關支援服務 

  

「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5) (港幣$) 

包括： A. (按附件一要求) 提供駐校註冊學位社工 

B. 提供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A+B) 

 C. (按附件二要求) 提供諮詢、督導及支援駐校註

冊學位社工的相關服務 
(C) 

                                    總價 (港幣$)                                    



附件一  

駐校註冊學位社工 

1. 小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包括：  

 幫助學生建立自尊自律的精神和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在正向的校園培育下， 

充分發展個人潛能，達致健康成長；  

 協助學生培養尊重他人和勇於承擔的態度，並發揮個人對學習的興趣、建立 

和諧的人際關係及在家庭裏擔當正面而積極的角色；  

 強化家庭、學校及社會彼此在學生培育工作上的聯繫，以支援學生面對各項 

成長挑戰的應變和自主能力。  

2. 小學駐校註冊學位社工為輔導組的當然組員，並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上發

揮重要的角色。除了制訂學校的學生輔導政策及周年「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

劃外，亦須協助學校推行個人成長教育、家長及教師支援，以及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輔助服務。這些補救性、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工作包括：個案工作服務、

小組及活動、諮詢服務和協調社會資源等。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包括： 

(a) 有系統的生活技能套件及╱或專題式發展性的學生成長培育活動(如提升抗

逆力、預防吸毒／欺凌、網上沉溺、兩性相交等主題)，以協助學生抗拒不良

的誘惑和實踐健康生活模式，及╱或輔助性的學生小組、個案輔導等服務，

以改善學生的行為和情緒等問題，從而預防可能在校內出現的學生問題。這

些輔導活動可以是主題式的單次活動，或維持數天至數月的連續性的活動，

又或較穩定和長期的輔導計劃；既可以是小組輔導，亦可以是全級╱全校性

的輔導服務； 

(b) 專為家長而設的家長交流小組、親子管教講座、家長學堂系列、建立家長支

援網絡等，以增強家校合作，促使家長與學校同步照顧子女健康成長； 

(c) 為提升教師輔導技巧而設的專業發展主題系列，以加強對學生不同需要的了 

解，增加教師對有情緒及行為問題╱高危學生的辨識能力，以及強化班主任

的 班級經營策略等。 

3. 獲聘為小學的駐校註冊學位社工申請人須持有以下各項及專業認可訓練資歷：  

(a) 在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505 章下的註冊社工；  

(b)  (i) 本地社會科學學位主修社會工作╱同等學歷；或 

(ii)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一年制社會工作研究院

課程；或  

(iii)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兩年制社會研究╱社會

工作 研究院課程；或  

(iv)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c) 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課程乙)及中國語文科 E 科或以上成績，或持有同

等學歷；及  

(d) 能操流利的廣東話。  

4. 學校可視乎校本的情況，要求小學駐校註冊學位社工須在每學年內處理一定數量

的個案及 籌辦一定數量活動，惟學校會在兩者的數量上取得適當的平衡。 



附件二 

｢專業諮詢服務｣ 

為確保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校社工╱輔導服務，具專業質素保證機制的社工服務

承辦機構須為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配置專業諮詢服務。相關內容包括： 

1. 提供有關為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的督導

主任服務，督導主任必須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或以上學歷之註冊社工，並須具最少

十年或以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工作經驗，並以小學駐校服務經驗為優。  

2. 為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以下的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  

(a) 個案工作 ─ 例如：評估及介入技巧、記錄撰寫、向學校及家長提供諮商的技 

巧、針對特別困難處理的個案，提供意見及深層的支援；  

(b) 教師支援層面 ─ 例如：按需要協助策劃教師培訓；  

(c) 學校系統層面 ─ 例如：(i)協助進行學生情緒及行為表現整體分析；(ii)在學生 支

援的機制及政策、危機處理及校本輔導策略等提供意見；及(iii)於學年終結時，

提供評核報告予學校參考及存檔；  

(d) 專業議題及發展 ─ 例如：安排專業進修、專業操守、有關社會工作的最新資 

源、發展及研究分享等；  

(e) 個人層面 ─ 例如：與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探討個人的強項及有待

改善之處、每年參與有關同工的考績、為有需要的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

人員提供特別指導；  

(f) 辦學團體層面 ─ 例如：建議、協助及促進辦學團體其下學校的「全方位學生輔

導服務」的整體發展。  

3. 諮詢、督導及支援包括以下服務：  

(a) 督導主任定期到訪學校與駐校註冊學位社工進行個別或小組會議、每年與學校進

行檢視會議，並妥存記錄；  

(b) 定期為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安排專業培訓(請列明全年最少次數或

小時)；  

(c) 檢閱由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撰寫的相關文件，例如：個案記錄、會

議記錄、活動計劃及評估、周年「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等，並提供改進

建議；  

(d) 在有需要時(包括突發事件、緊急╱複雜個案或服務受阻等)，提供個別指導和到

校支援，以及按需要調配人手；  

(e) 因應駐校註冊學位社工處理的虐兒個案，為社會福利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召開的 「懷疑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擔任主席(有關資料請參閱社會福利署

「處理虐兒個案程序指引-2015 年修訂版」第 11 章 C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