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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提出推行為期  3 年的幼稚園社工先導計劃，為全港幼稚園提供社工服
務。作為幼稚園駐校社工所面對的個案會有什麼不同？宜具備哪些條件才可令
服務更到位？有業界指，老師和社工屬不同的專業，社工熟悉社區資源，遇上
愈見複雜的學生或家庭問題時，兩者可彼此協作，相信可成為及早識別和介入
的首個防線，更能適當地處理危機。  

文：王安娜  圖：受訪者提供  

「當察覺小朋友悶悶不樂、家長垂頭喪氣、表現畏縮等，便要多加留意，盡量
跟他們溝通，觀察反應。我們要從學生和家長的各項『表徵』中，做好『把
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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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轉變  需要支援增  

香港非牟利幼稚園聯會主席、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校長盧愛蘭表示，
幼兒的成長過程極受家庭影響，隨着本港家庭結構的轉變，問題趨複雜，幼兒
及家長需要的支援亦漸增。  

有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學歷的她不諱言，過往的進修和工作經驗使她對家長和
小朋友的需要十分敏感，其幼稚園早
在  17 年前已開始聘請駐校社工。
「學校未有社工前，我會自己跟進個
案，然而有些事情往往發生在一剎
那，只靠我和老師的力量，未必能夠
提供最快和最適切的幫助。」現時該
校除社工外，盧校長及宗教主任亦會
參與輔導工作。  

一般要跟進的個案包括：子女教養及
學習期望、特殊教育需要、夫婦溝
通、婆媳關係、家庭經濟、親人去
世、升學等問題，「不少家長為雙職
父母，如工作要求、壓力提升時，易
影響家庭運作和親子時間。」  

 

 

個案趨複雜  社工經驗判斷  

該校駐校社工陳美英表示，幼稚園社工要具備敏銳的觸覺，面對高危個案時，
要懂得從不同角度了解和接觸個案，並憑經驗判斷。隸屬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社工的她，已入行 18 年，從事綜合服務，如青少年、家庭個案，亦曾在小學
工作過，現為  3 間幼稚園駐校社工的陳姑娘表示，曾處理一宗家長自殺個案，
由於涉及數名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子女，情况複雜，其服務機構遂安排臨牀心
理學家等協助跟進，並成立危機小組，支援個案家庭。  

「雖然現時有不少機構提供兒童輔導的相關服務，但很多學校和老師均不大熟
悉社區資源，可由社工協助轉介。」  

老師與社工各有專長  協作處理危機  

盧校長表示，老師的工作以培育小朋友整體發展為主，社工則着重輔導方面，
兩者各有專長，屬不同專業。「社工熟悉社區資源，有較廣的人脈網絡，一旦
遇到問題時，兩者可彼此協作，給予意見和支援，以助處理危機。」  

社工受過專業訓練外，每人亦各有所長，「其中陳姑娘具備遊戲治療知識，在
跟小朋友溝通和處理情緒方面均有經驗，加上她對小學課程有認知，能提供不
同的升學資訊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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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姑娘說，一般幼稚園聘請社工的要求較小學高，如最好有處理個案的經驗。
「小學生與幼兒所面對的問題相似，惟小學生較懂得表達；另不少幼稚園家長
屬新手父母，經驗較缺乏。」  

多觀察幼兒行為情緒  遊戲中找問題癥結  

她日常會於課堂和學生進校時，觀察幼兒的行為和情緒，或透過老師的轉介，
協助有需要個案，其他工作包括電話跟進、教成長課、家長小組、教育講座、
親子活動等。  

轉眼投身幼稚園社工  6 年的陳姑娘，為打開幼兒的心窗，她會運用不同方法跟
他們溝通，「曾有幼兒因怕弟妹出世搶走父母對自己的愛，又不懂表達感受，
惟有用某些行為表達……我會代入他們的年紀和思維，用其高度、眼光去看事
情，從『玩』之中觀察和找出問題癥結。」遊戲治療外，她亦曾進修家庭治
療、哀傷輔導、調解技巧等，期望能加強工作成效。  

近年幼兒情緒病、SEN 學童個案增加，社工可協助家長和老師辨識個案，盡早
找出原因及接受訓練。「我們也可提供情緒支援、實際援助等，如申請資助、
協助進行評估等，使有需要家庭生活穩定，當家長知道有出路，會安心很
多。」陳姑娘坦言，工作滿足感源於獲得小朋友和家長的信任外，還有能夠為
老師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箇中意義甚大。  

社工與學童比例  1：600 社工角色發揮難  

早前政府提出為期 3 年的幼稚園社工先導計劃，為全港幼稚園提供社工服務，
初步預計社工與學童比例為  1：600。盧校長以其幼稚園為例，有約  350 名學
生，社工每星期駐校兩天，加上學校有兩名輔導人員協助，彼此配合下，暫可
應付工作量。她坦言，政策建議的社工與學童比例並不足以應付服務需要，社
工難以發揮角色。「若政府認為是必須的，應盡量提供足夠的資源，做好未雨
綢繆的工作，以助減少日後的社會問題。」  

至於暫未設駐校社工的幼稚園，對新計劃又有何看法？聖雅各福群會教育服務  
(幼稚園  / 幼兒中心 ) 鄭嘉儀校長表示，如學校設駐校社工，老師可專注教學，
社工可協助跟進支援的家庭，彼此合作發揮專業能力。「不只幼兒和家長，社
工服務對老師也有很大的裨益，如可協助提供培訓、服務，建立團隊精神、危
機小組等。」  

 

與幼兒建立溝通需時  每周最少駐校兩天  

鄭校長說，雖然該校暫未有駐校社工，但有老師兼具註冊社工資格，「如有需
要，總會可作支援，學校可將個案轉介。」她指，機構旗下的幼稚園曾商討一
起聘請社工，因此他們很支持政府的先導計劃。「除輔導、個案經驗外，由於
校內兼收  SEN 學童，而社工對這方面有了解，更能在治療黃金期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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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校長、鄭校長均指，與幼兒溝通，需要較多的時間觀察和建立關係。鄭校長
說：「因此大校最好一校一社工，小校也希望兩校一社工；另每星期最少兩天
有駐校服務，及設有督導支援，最重要是考慮效果是否到位。」盧校長補充：
「有效的支援最少駐校三天，而一校一社工為理想方案，其中駐校兩天為最低
限度的過渡方案。」  

 

幼稚園社工服務常規化  人手需求漸增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系主任林靜雯教授表示，上述計劃開展後，若以
每間幼稚園百多名學生，及社工與學童比例為  1：600 計算的話，每名社工或
要輪流走訪  3 至  4 所學校，「社工人手需求雖未必在短期內大增，但估計在
服務常規化後，人手需求便會漸增。」  

林教授說，現時本地中小學大多設有社工服務，各院校在社工課程上亦有提供
相關的培訓。「無論從事哪個範疇的社工，首要樂於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如
幼稚園社工，必須對幼兒感興趣外，投身者也要性格成熟、具相關工作經驗及
學位資格。」  

以中大的社工本科課程為例，內容涉及不同範疇的社會服務，其中與兒童服務
相關的有：家長工作、危機介入、社區資源、跨專業合作、家庭輔導等。對兒
童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可選擇到相關服務機構實習。「基本培訓外，我們亦會
舉辦各類工作坊，協助學生入職或實習。」學生從中可學習不同的輔導技巧、
介入方法和治療法，以至接觸家庭治療和遊戲治療。  

 

入行  Tips：  

綜合受訪者的意見，投身幼稚園社工者需具備以下條件：  

‧首選社工學位資格  

‧有社工督導支援和機構背景更佳  

‧具備兒童工作和個案經驗  

‧曾接受相關訓練，如特殊教育、遊戲治療、婚姻及家庭治療等  

‧熟悉社區資源，能作適切轉介  

‧具親和力、敏銳觀察力、能與小朋友互動、跟家長作良好溝通  

‧對兒童發展、小學課程有認知  

 

  網頁連結： https://jump.mingpao.com/career-news/detail/20180420/s00003/152413805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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