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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籌轉介系統  
 

普通學校如欲安排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入讀群育學校／院舍，須

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學生的個案轉介至由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社

署）共同處理的「中央統籌轉介系統」，經該系統下的評審委員會審

批後，有關學生便會獲轉介入讀群育學校／院舍。  以下為有關詳

情：  

 

1. 轉介者  

 

(i)  社會工作人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教育心理學家、臨床

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生可作出轉介。如屬學校人員，轉介個

案須經校長加簽；社工則須由所屬機構的主管加簽。  

 

(ii)  轉介前，有關人員應已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適當的專業評估

及輔導，以確定學生的需要。轉介者需填妥載於教育局網頁

的申請表格 (CRM-F1)，連同有關資料交「中央統籌轉介系統」

處理 (見以下第 2 部份 )。  

 

(iii)  學生如需申請院舍服務，而轉介者並非提供家庭服務的社

工，轉介者需盡早將個案轉介至學生家庭所屬區域的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接受服務，以便家庭得到適當的支持及輔導，令

學生可早日重過家庭生活。  

 

(iv)  轉介者須嚴格遵從規定，每月依時提交指定表格《更新申請住

宿服務資料》(表格編號：CRM-F3B)，向「中央統籌轉介系統」

更新輪候學位兼宿位學生的最新服務需求。若有轉介者超過

三個月仍未以正式書面匯報學生的情況，「中央統籌轉介系

統」會致函轉介者，要求在七個工作天內提交學生的最新資

料，以免已放棄入讀群育學校的學生仍然留在輪候名單內。

此外，「中央統籌轉介系統」只會處理已有確定更新資料的輪

候個案，至於其他個案，「中央統籌轉介系統」則會在收到轉

介者呈報學生的最新資料後，才重新處理。  

 

(v)  遇有緊急個案，經專業評估後，群育學校／院舍的校長可直

接聯絡「中央統籌轉介系統」評審委員會，以作特別考慮；如

經評審委員會確認其需要，會讓群育學校／院舍優先錄取有

關學生。   

 

 

2. 轉介程序  

 

文件會按需要更新， 

一切以網上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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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轉介者如欲轉介學生入讀群育學校／院舍，應遞交下列文件

至「中央統籌轉介系統」，以便該系統下的評審委員會辦理：  

 

(a) 入讀群育學校／院舍申請表格（CRM-F1）；及  

 

(b) 下列文件  (如適用 )：  

i. 心理學家 /輔導人員報告；  

ii. 醫療報告；  

iii. 精神科醫生報告；及  

iv. 最近期的學校成績表  

 

(ii) 轉介者須按其所知提供全面而準確的資料，以免延誤評審委

員會的審批工作和轉介的效率。評審委員會如要求轉介者補

交資料後的兩星期內未獲所需資料，除非轉介者提出合理原

因，否則，評審委員會將不接納有關申請。  

 

(iii) 獲批個案的申請表及相關報告等會被覆印及送交學生將入讀

的群育學校／院舍。轉介者遞交專業報告前，請將上述程序

通知報告簽發者 (例如心理學家、兒科醫生及精神科醫生 )或家

長 /監護人，在取得有關人士的同意後，才呈交文件給評審委

員會。  

 

(iv) 群育學校及院舍須每月最少一次透過電話和指定報表向「中央

統籌轉介系統」匯報其現有及預計於一個月內出現的學位兼宿

位空缺
1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會依據輪候冊內的先後次序，

派放學生名單給有關的群育學校及院舍，以便盡快安排學生

入學兼入宿；如有特別情況未能即時提供學位及宿位予名單

上的學生，群育學校及院舍須立即聯絡「中央統籌轉介系

統」，以便盡快為有關學生提供其他安排。  

 

(v) 辦理入學／入宿的過程中，轉介者應與有關的群育學校／院

舍緊密合作。除非未有空額，否則，須在接到入學通知的十

四個工作天內完成取錄程序 (以教育局向群育學校／院舍發出

的入學通知信件的日期作起始計算 )。如學生未能在指定的日

期入學／入宿，轉介者須提供充分理由，並向學校／院舍申

請酌情給予額外十四個工作天以完成有關程序。如學生仍未

能在這二十八個工作天內入學／入宿，有關學位／宿位會被

編配給其他申請者；除非有充分的合理原因，否則，有關個

案會被視作放棄申請論。  

                                                 
備 註 1 ： 如 群 育 學 校 及 院 舍 預 計 超 過 一 個 月 後 可 能 出 現 的 空 缺 (例 如 在 六 ／ 七 月 暑 假

前，學校能夠預計九月份的空缺 )，群育學校及院舍須在有關表格內列明所預計出現空

缺的時段，以確保有關空缺獲適當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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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對於匯報有較多學位兼宿位空缺的群育學校 (中學 )及院舍，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會參照其匯報的數目另加「額外個案」，

轉介至有關學校及院舍。學校及院舍須嚴格執行上述第 (v)項

的要求，最遲在二十八個工作天內完成學生入學／入宿的安

排。如有個案超過時限仍未能入學／入宿，有關學位／宿位

會被安排給「額外個案」。  

 

 

3. 評審委員會  
 

(i)  作用  

 

(a) 評審所有申請入讀群育學校／院舍的轉介個案，以確保

有關的教育及院舍安排符合每名學生的需要；  

 

(b) 備存統計記錄，以便教育局及社署了解學生對群育學校

及院舍的需求，以及考慮是否需要提供其他形式的服

務。  
 

(ii)   成員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a) 一名教育心理學家；  

(b) 一名教育輔導員；  

(c) 一名教育局負責轉介及學位安排工作的督學；及  

(d) 一名社署感化服務組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iii)   職責  

 

(a) 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  

 

(b) 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教育輔導員會因應情況，與

轉介者商討學生的教育需要，以及是否有其他更適合

的安排或服務。負責轉介及學位安排工作的督學會在

有需要時聯絡轉介者，以取得個案的進一步資料。  

 

(c) 教育局的成員負責評審日間學位的轉介個案及申請院

舍服務的個案的教育需要，社署的成員則負責評審院

舍服務的轉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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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介往群育學校／院舍／其他服務  
 

(i) 經評審委員會審批為適合入讀群育學校的學生，會由教育局

轉介至群育學校。  

 

(ii) 經審批為適合同時接受群育學校及院舍服務的學生，會由社

署確定院舍的供求情況後，通知教育局轉介學生至群育學校

及院舍，社署亦會同步把個案名單和轉介者的聯絡資料通知

相關的群育學校／院舍。群育學校及院舍收到社署的個案名

單和轉介者聯絡資料後，即可聯絡個案的轉介者，商討面見

學生的安排；待收到教育局寄出的學生資料後，便可跟轉介

者盡快辦理學生的入學／入宿。  

 

(iii) 評審委員會如認為學生更適合入讀其他類型的學校或接受專

責的服務（例如尋求精神科治療），會把個案交回轉介者跟

進。  

 

 

5. 上訴委員會  

 

(i) 當有需要時，教育局和社署會成立上訴委員會，以覆核在安

排學位上出現困難的個案。上訴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確保

有需要的學生可獲安排接受特別為有中度至嚴重情緒及行為

問題學生而設的服務。  

 

(ii) 教育局和社署會按照個案的性質，邀請群育學校代表和院舍

代表與教育局及社署人員組成上訴委員會，在可行的最短時

間內召開會議，以審視如何幫助有需要的學生盡快獲得合適

的服務。  

 

6. 群育學校／院舍及轉介者須呈交教育局及社署的資料  

    

群育學校／院舍於取錄學生後，或學生的在學和住宿情況有變動

的情況下，應盡快利用下列的表格，以傳真方式通知教育局及社

署有關資料。轉介者亦須定期更新學生申請服務的資料：  

 

(i) 供群育學校／院舍填寫的表格  

   (a) 辦理入學／入宿的進展：表格 CRM-F2A 

  (b) 學生離校／離宿通知 : 表格 CRM-F2B      

 (c) 更改群育學校／院舍為學生提供的服務 : 表格 CRM-F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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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供轉介者填寫的表格  

(a) 更新申請日間學位的資料：表格 CRM-F3A。  

如撤回群育學校日間學位的申請，轉介者須即時以填妥的

CRM-F3A 表格通知教育局及群育學校。  

   

(b) 更新申請住宿服務的資料：表格 CRM-F3B。  

於個案獲審批後，轉介者須每月向社署及教育局提交一次

CRM-F3B 表格，以更新申請住宿服務的資料。如要為正在

辦理入學及入宿手續的個案撤回申請，轉介者應即時使用

此表格通知教育局、社署及有關的群育學校／院舍。  

 

  
教育局及社署的收件人及傳真號碼如下：  
 

教育局  

高級督學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 2) 傳真號碼  ： 2760 4191 

社會福利署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感化服務 )2  傳真號碼  ： 2833 5861 

 

 

7.  群育學校學生的離校準則和安排   

 

(i) 離校準則  

 

群育學校學生是否適宜離校屬專業判斷。群育學校／院舍應

根據以下範疇，檢視學生是否適宜離校：  

 

(c) 行為狀況：參考學生的入學申請及轉介者訂定的福利計

劃等資料，評估學生的行為和情緒表現相對於入學時期

是否有改善。  

 

(d) 家庭狀況：學生的家庭支援狀況是否穩定和適當；其家

人對學生的接納及支持是否足夠；以及學生的自我照顧

能力是否有改善。  

 

(e) 學業狀況：學生的學習動機和積極性是否已有改善；以

及學生的離校會否影響其學習階段的銜接。  

  
檢視過程應有不同專業人員的參與，當中包括群育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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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教師和社工、個案服務單位的社工或轉介者、學生家長

或監護人等。如有學生長期留校，教育局會按照群育學校提

供的資料，了解個別學生的情況，如有需要，會作跟進和覆

核。  

  

(ii) 離校安排  

 

(a) 日校生及住宿生  

學生入學／入宿後，群育學校／院舍須定期檢視學生的

進展和教育及福利計劃。當學生入學／入宿一年半後，

學校／院舍須全面檢討學生的進展，並討論其離校安排

及離校時間表，幫助學生盡快重返普通學校及／或投入

社區生活。  

 

(b) 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  

群育學校／院舍須每三個月檢討有關學生的進展、離校

安排及離校時間表，以便與學生原先就讀的普通學校作

好配合，讓學生盡快重返原校上課。  

 

 

8. 覆核長期留校的個案  

 
根據群育學校及院舍的經驗和統計數字，大部份群育學校的學生

可在兩個學年內有顯著改善而離校。因此，教育局、社署、群育

學校及院舍同意以兩個學年作為長期留校的參照點，以便跟進長

期留在群育學校的學生的情況。  

 

如學生入讀／入宿群育學校／院舍滿兩個學年而仍未離校，群育

學校須在每學年的九月和一月匯報有關學生長期留校的原因及離

校計劃等。群育學校／院舍須妥善備存相關的記錄，供有關方面

需要時查閱。教育局會按照學校提供的資料，了解個別學生長期

留校的原因；如有需要，會到校審閱記錄和觀察學生的情況，以

便作出覆核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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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流程圖  

 
 
 
 
 
 
 

轉介者： 
填妥申請表格(一式兩份) 

日間學位交教育局，日間及寄宿學位同時交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 
教育局經辦人：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社會福利署經辦人：高級社會工作主任(感化服務)2  

評審委員會 

(i) 表格是否填寫清

楚，能否提供所

訂明的資料 

(ii) 是否需要群育學校

的教育服務，或另

加院舍服務 

群育學校／院舍服務 

 
 (i) 辦理入學／入宿

程序 

(ii) 決定是否取錄 
該名學生 

轉介者須提供所需資料

供評審委員會審批 

轉介者安排學生接受其

他教育服務及／或其他

類型的住宿服務 

等候轉介者回應期間， 
學校／院舍每兩星期以

CRM-F2A 表格向教育局／

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更新進

度＃ 

兩次被拒收 
上訴委員會 
審理個案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個案會在審批後的 7 個

工作天內轉介至群育學

校／院舍。 
院舍如未有空額，個案

會登記於中央輪候名單

內。轉介者每月提交指

定表格 CRM-F3B，向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

更新輪候學位兼宿位學

生的最新服務需求。 

轉介者未能在兩星期

內提交所需資料，申

請不被接納  
 

 

否 是 

在接獲入學通知的 14 個

工作天內完成取錄程序 
 

 

通知教育局／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i) 學生的入學／入住日期，及(ii)日後的學位／宿位安排改動 

否 

＃對於未能在群育學校／院舍接獲入學通知的 14 個工作天內入學／入宿的學生，如再獲群育學校／院舍酌情

給予另外 14 個工作天，學生也未能入學／入宿，除非有充份的合理原因，否則，該生將被視作放棄申請，群

育學校／院舍會通知中央統籌轉介系統，以便有關學位／宿位可編配給其他申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