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別：一、合約教學助理                               小組成員: 楊佩玲校長、黃彩鳳秘書  

關注項目：1.聘請合約教學助理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減輕本校老師工作量，令教師有

更多空間、時間處理教學工作，

提升質素。 

2. 協助英文科推行 PLP-R 

Programme 

 

 

 

 

 

 

 

 

1. 教學助理協助教師部分文書工作，使

教師有更多額外時間及空間處理教

學工作。 

2. 教學助理協助處理部份學校行政工

作，可減少書記處的工作量。 

3. 教學助理工作表現理想，大部分英文

科老師表示她能有效協助 PLP-R 

Programme 推行。 

4. 教學助理能協助推行「國際化校園計

劃」，減輕教師工作。 

 

1. 教學助理投入工作，有責任感，

能有效協助外籍老師及推展英文

科活動，唯她已完成 PGDE 課

程，可成為教師，故須另聘新人。

已於七月底聘請新人，以利銜接。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二.文書協作計劃                                   小組成員: 楊佩玲校長、 黃彩鳳秘書  

 關注項目：2.聘請助理書記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減輕本校老師之文書處理工作

量。 

2.協助推動學校發展津貼之活動。 

助理書記能大大減輕老師的工作量，尤

其在非教學範疇方面，例如文書處理、

代收回條和費用、協助整理及收集教學

資料、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戶外活動協

助看管學生秩序及拍照及聯絡外聘導師

等。 

 

1. 助理書記表現佳，能協助老師，建

議繼續聘請。 

2. 由行政秘書統一協調，分配各書記

工作，成效良好。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報告書 

組    別 :   三、教師專業進修                             小組成員 :   梁少微主任、黃美瑜副校長    

關注項目 :   3. 教師專業培訓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 

 
1. 舉行教師發展日 : 

本年度舉行了三次教師發展日 : 

a. 「電子學習與高階思維」工作坊 (2016 年 9 月 30 日) 

「香港路德會教育事工促進會 2016：生命真精彩」 

(2016 年 11 月 11 日) 

b. 「曾梅千禧學校交流活動」(2017 年 4 月 3 日) 

2. 舉辦專題講座、工作坊等專業培訓 : 

本學年亦分別舉辦了「校園電視台工作坊」、「正面語

與鼓勵」、「透過高階思維教學促進課堂互動」、「小學

教育的電子學習」進修課程分享、「eClass Power Lesson

電子學習工作坊」、「溝通障礙個案及訓練教材分享」、

「推展電子學習於學與教的應用」、「中文科電子學習

工作坊」、「English workshop：iclass」、「English 

workshop：Demystify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數學

科電子學習分享：Kahoot，GeoGebra，Google 

classroom」、「常識科 STEM 體驗活動 」、「視藝科工作

坊：認識版畫」、「視藝科工作坊：藝術治療」及「電

腦科課程介紹」，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1. 持分者問卷顯示 80%教師認為學校舉辦的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他們的工作很有幫

助，反映教師對校方安排的專業培訓感滿

意。 

2. 從教師進修記錄可見，教師積極進修，參與

不同主題的講座、工作坊及課程，提升個人

的專業知識。 

3. 修讀五星期複修課程的教師均於課程研習

時間與同工分享學習所得，讓教師瞭解最新

的教學趨勢及教學策略。來年可多鼓勵教師

作教學分享，促進專業交流。 

4. 來年將配合關注事項安排講座及工作坊，

如：課堂教學設計、自主學習等，並繼續加

強科本的教師專業發展及交流。 

2. 鼓勵或推薦教師參加培訓

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及講

座 

1. 本年度所有教師均參加了不同範疇的專業發展講座、

工作坊或培訓課程。 

 本校教師進修總時數為 3831 小時， 

  平均個人進修時數為 85.1 小時。 

 93.3%教師達到全年 50 小時的進修時數 



 

 

St. Matthew’s Lutheran School (S.M.P.) 

Basic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Programme Report 2016~2017 

‘Better English’ Programme (提升英語能力活動) 

 

Major Concerns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to enable less abl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Objectives Achievement Reflection 

Provide an English programme 

for less able students in P.3 

and P.6 in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lesson and after school 

respectively. 

1.Help students attain the 4  

  basic language skills: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2. Enhanc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word power 

3. Develop students’ phonic 

skills  

4.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The course was theme-based which helped students 

master four language skills. Students’vocabulary 

and word power was enhanced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tasks.  

 

․In order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of P.3 students, 

the teacher made a set of powerpoints when teaching 

the vocabulary and phonic skills.  

 

․P.3 students showed more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than those of P.6. 

 

- The teacher put great effort in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He taught them vocabulary 

about different themes patiently.  

 

- Some P.6 students tended to be passive in 

learning as their abilities had lagged behind.  

 

 

- A small gift was awarded to students who 

behaved well and had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lessons. It could help draw their attention and 

arous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 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黃玉蓮、岑幼鳳、蔡淑君                         

關注項目： 5. 美工活動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提升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並重

視中國固有文化，發揚國粹。 

1. 學生積極學習，有助發揮學生潛能，讓學生

發展所長。 

1. 大部分學生學習時表現投入，對中國書畫

有濃厚興趣。  

 

2. 培養學生的藝術情操。 

 

2. 學生喜歡參與有關視覺藝術比賽，並對中國

書畫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本年度共參與多次

中國書畫比賽，以增強學生對書畫繪畫的信

心。 

2 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中國書畫比

賽，既能擴闊他們的視野，又能提高他

們的學習興趣。 

 

3. 讓學生認識及掌握書法、水墨畫的用

筆、用墨技法；學習墨分五彩及染色的

概念。 

 

3. 本年度聘請校外導師周老師教授書畫班，於

星期四放學後進行，全年共上課 24 次。 

3. 老師用心教導，課程內容廣泛，學生學

習效果理想。 

4. 培養學生對中國書畫的興趣，以及欣賞

能力。 

4. 學生能透過觀摩、交流，更懂得欣賞別人的

創作。 

4. 學生有機會參加比賽，以及欣賞其他人的

創作，使他們更投入學習畫畫，提升學

習的氣氛。 

 

5. 本年度中國書畫班同學已參加「iPad 卡

通繪圖課程」，學生都能依照校外老師指

示，利用 iPad 繪圖，效果有趣，學生表

現投入，有助加強中國書畫班同學對繪畫

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對中國書畫的與

趣。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玉、志、會                                  

關注項目：6.體育活動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雜耍班 

 

1. 提高學員對雜耍的興趣及技術。 

 

2. 培養學員互相合作、欣賞和融洽相

處。 

 

3. 訓練學員思考及反應。 

 

 

 

 

 

1. 於星期四課餘時段開設校隊訓練班。 

 

2. 聘請專業教練教授，學生技術提升得到導

師肯定。 

 

 

3. 安排在學校活動中表演，學生獲得成功

感，學習興趣亦得到提昇。 

 

4. 學員能完成一些需要相互合作的雜耍動

作，並參與學校綜合晚會表演，受大眾歡

迎。 

 

1.大部份學生皆努力練習，上年度有少部

份學生能力稍遜，跟不上整體學習進

度，令學習動機下降。今年由導師和老

師提醒後，情況已漸改善。 

2.部份學生未能完成雜耍動作，做動作時

信心不足。 

 

建議: 

1. 外聘導師可預備一些低難度動作給能

力稍遜的學生練習，以提昇他們的學

習興趣及成功感。 

2. 外聘導師可多鼓勵及讚賞學生，加強

學生的自信心。 

3.校方已在招收學員時多吸納不同年級

的學生，如在二、三年級引入，以減低

學員的流失量。 

 



康文署簡易運動計劃/外展教練計劃 

(田徑班、乒乓球班和足球班) 

 

1. 提高學員對不同運動項目的興趣及

技術。 

 

2. 發展學員的潛能。 

 

 

 

 

 

 

 

 

 

 

 

 

圍棋課程 

 

1. 提高學員對圍棋的興趣。 

 

2. 培養學員融洽相處。 

 

3. 訓練學員思考及反應。 

 

 

1. 於星期一課後時段開設田徑班、乒乓球班

和足球班。 

 

2. 聘請專業教練教授，學生技術得以提升，

並培養學生對多元化運動項目的興趣。 

 

3. 大部份學生能根據導師要求，完成一些指

定練習要點。 

 

4. 在計劃中的優秀學員，會晉升為校隊隊

員，使學生更落力投入訓練，期望能代表

學校比賽，建立歸屬感。 

 

5. 簡易運動田徑訓練的學生在九東遊戲日

比賽中取得佳績，在男女子障礙賽均獲獎

項，可見訓練成效。 

 

 

 

 

1. 於星期四課外課動時段開設圍棋班。 

 

2. 發掘優秀及有興趣的學生，期望能代表學

校參加校外比賽，建立歸屬感。 

 

3. 部分參與圍棋課程的學生也代表學校參

與公開比賽，吸收和累積比賽經驗。 

 

1.在小息時段開放一樓多用途場地，讓學

生進行乒乓球練習，令學生增加接觸乒

乓球機會，提升自我學習能力。 

 

 

建議: 

1. 來年可外聘新導師，以設計多類型訓

練計劃，可按學生能力設計教學內

容，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2. 外聘導師要強調難點動作，以幫助學

生學習，增加學生的成功感。 

 

3. 可在前一個星期四、五早會時段，老

師提醒所屬組別學生穿運動服，因小

一、二學生有時會忘記，更需提醒。 

 

 

 

 

 鑑於校方秉承多元化活動以改善學生

對體質及身心發展，上學年己開辦圍

棋校隊培訓班項目，來年為更發展圍

棋班，建議將訓練時數增長至 2小時。 

 



2016/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黃玉蓮副校長  郭佩雲主任 曹煦寧老師  

關注項目:  7.舞蹈活動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及校園活動表演，增強

學生對於校園生活的投入感，增強學生的

堅毅力、責任感和自律精神。 

  

2.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及公開表演，讓學生發

揮所長，提升自信。 

 

3. 透過羣體學習，養成互相尊重、服從及合

作的精神。 

 

4. 提高學生對舞蹈藝術的認知，培養她們對

中國舞蹈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5. 透過培訓及練習提高學生對中國舞的基

本功及技巧。 

 

 

 

 

- 校隊在 21/1/2017參加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

節獲甲級獎。 

 

- 校隊在 23/6/2017 參與學校綜合晚會表演。 

 

 

 

 

 

 

- 學生對參與表演及比賽均表現投入，演出水準

令人滿意。學生透過演出提升自信，並培養對

中國舞蹈的欣賞能力。 

 

- 部分新加入的成員演出經驗較少，增加練習時

間能培養新舊成員之間的默契，加強合作性。 

 

- 校隊的成員同時參加 A 組時段的訓練，增加

練習時間，效果良好。下學期開始排練明年比

賽舞蹈，爭取較多的練習時間，加強學生對中

國舞基本功及技巧的訓練，為明年的比賽做好

準備。 

 

- 近年加強宣傳及訓練低年級的學生，及早培養

有跳舞潛質的學生，略見成效。現時約半數校

隊成員是低年級學生，演出水準達到要求。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報告書 

 

組    別: 四.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魏淑芬主任、鄭海詩老師、何佩珊老師、王慧英老師、黃雅玲老師 

關注項目：8. 樂團活動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2.提高學生演奏音樂的能力。 

3.透過群體學習，讓學生養成互相尊重、

服從、合作，建立良好的品德。 

4.增強學生對弦樂、中樂及木管樂器的 

認識。 

5.讓學生認識及提高他們對弦樂、中樂及

木管樂的基本功及技巧。 

6.透過演出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1. 本校與「音域樂坊」合辦開設弦樂、

中樂及木管樂器班，反應熱烈，並於

十月八日(第一期)正式開課，各樂器

班開班情況： 

- 弦樂及木管樂器 

a. 小提琴  8  班 

b. 中提琴  2  班 

c. 大提琴  1  班   

d. 長笛    1  班 

e. 單簧管  1  班 

- 中樂 

a. 二胡    1  班 

b. 揚琴    1  班 

c. 笛子    1  班 

d. 古箏    1  班 

e. 彈撥樂器(小阮/高音阮/柳琴/琵琶)  

           2  班 

       

1. 今年是第一年跟「音域樂坊」合作開 

   辦樂器班。第一期上課日期為十月 

   十日，第二期上課日期為三月十一日。 

   第二期學生人數稍為下跌，笛子班及 

   揚琴班更因學生人數太少而在第二期 

   樂器班時停辦。 

2. 「音域樂坊」在選擇樂曲上跟以往 

「青苗中西藝術表演團」有頗大 

分別。導師的質數比較高，管理亦 

較完善。因導師要求較高，故此同學 

也比較守規。「音域樂坊」利用電子 

   教學平台- 互動五線譜程式(TapTap 

Scores) 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 

3. 有部分學生缺乏練習，進展較慢。 

4. 學生讀譜能力仍弱。 

 

建議： 

1. 加強讀譜訓練。每班若可減至五或六

人，導師應有多些時間作讀譜訓練。 



 

 

 

 

 

 

 

 

 

 

 

 

 

 

 

 

 

 

 

 

 

 

 

 

 

 

 

 

- 各樂器班(學員由一至六年級不等，以 

   程度編班)每班約 6-10人，逢星期六 

   上午(8:00–10:15) 時段上課，每課 

   1小時。全年共 24節 

 

 

 

 

 

 

 

 

 

 
2. 本年度共開設三班樂團培訓班，並於 

   九月二十九日開課，學費全免。 

   培訓 A班 – 小提琴 

   培訓 B班 – 中提琴  

   培訓 C班 – 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    

{培訓 A至 C班均由「音域樂坊 」(Music 

   Friendly)導師負責訓導。何佩珊 

老師、王慧英老師及鄭海詩老師協助} 

 

 

 

 

 

2. 科任老師多鼓勵學生練習樂器及利用

「音域樂坊」的電子教學平台- 互動

五線譜程式練習樂器；並詢問他們有

否練習，提醒學生多練習才會有進步。 

3. 科任老師透過堂上試演，稱讚學習樂

器的學生，亦可增加學生演出的機

會。如學生表現優良，給予小禮物作

獎勵。 

4. 可提供禮物給「音域樂坊」，獎勵有 

   練習的同學。 

 

 

1. 今年是第二年跟音域樂坊開辦小提

琴、中提琴及大提琴培訓班。負責的 

導師俱具有教導學生的經驗，故此學

生進度頗為理想。 

2. 被挑選加入培訓班的同學大部分都能

自發練習，但有個別同學比較懶散，

進步較慢；但大部分學員均被老師挑

選進入弦樂團。 

3. 學生人數不宜多於 8 人。 

建議: 

1. 中、小提琴的學員均自備樂器，因此 

   學習成效理想；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 

   的學員進步較慢，原因是他們沒自購 

   樂器，若能提供樂器給他們回家練習 

   或能於課外活動時段給他們機會練 



 

 

 

 

 

 

 

 

 

 

 

 

 

 

 

 

 

 

 

 

 

 

 

 

 

 

 

 

 

 

 

 

 

 

 

3. 弦樂團    

大多數團員來自(二至六年級)，人數

約 40 人，學費全免，由 17 年 9 月 28

日開始練習。 

由何老師 (音域樂坊導師)任駐團指

揮，魏淑芬主任，鄭海詩老師協助。 

練習時間:逢星期三(3:30pm–5:00pm) 
 

4. 樂團活動演出: 

-  弦樂團本年度共演出兩次。日期為: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6」決賽 

     17 年 5月 18日  

     學校綜合晚會 

         17年 6月 23日 

 

 

 

 

   習，成效更大。 

反思: 

1. 由於學校資源有限，必須靈活運用;  

   因此樂團培訓班下年度起暫停舉辦。 

 

 

 

1.今年是第二年跟音域樂坊合作，由該 

  公司何老師任駐團指揮。何老師畢業 

  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修讀小提琴)。 

  他對選擇樂曲，弦樂器拉奏均具專業 

  知識。在吳老師的教導下，弦樂團今年 

  參加由音域樂坊舉辦之「香港演藝音樂 

  節 2017」比賽，榮獲銅軍 

建議： 

1. 多挑選 2 至 4年級(尤其以精英班)同

學為樂團成員，有助樂團長遠的平穩

發展及减少青黃不接的危機。 

2. 樂團中能力稍強的同學，於上課前或

小息時由老師分成小組練習。 

3. 鼓勵學生多作練習，令表演更順利，

而為校表演更是光榮的事。 

4. 弦樂團最後一次練習(5 月 17日)跟 

   學校綜合晚會表演距離一個多月， 

   故此水準下降，影響演出。若時間許 

   可，可考慮加時練習。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 學科及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黃君瑜主任、梁少微主任                         

關注項目： 10. 資優培訓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5. 提升學生高階思維、知識和能力。 

 

6. 透過跨學科培訓，讓學生能掌握共通能 

   力，達致通才的表現。 

 

3. 訓練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獲得理想成 

績。 

 

1.有 70 %學生解難能力比現在程度高 1至 2級。 

 

2.超過 70 %同學認為課程有用及喜歡這個課

程。 

 

3.超過 80 %家長認為學生在學習態度及學習能

力有改善。 

 

4.第十四屆資優解難大賽初賽(三年級): 

全港銀獎 1名 

九龍東區金獎 4名 

九龍東區銀獎 4名 

九龍東區銅獎 3名 

 

 

 

1. 學生反應良好，表現投入。 

 

2. 學生求知慾強，有很好的學習氣氛。 

 

3. 學生在分組角式扮演時表現積極、投入。 

 

4. 部分課題略為艱深，但學生仍有興趣嘗

試。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20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綺、如、白                     

關注項目：11. 戲劇培訓 

 

目標 成就 反思/跟進 

1.提升學生自信、溝通能力。 

2.培養學生的口語能力。 

3.讓學生認識舞台操作技巧。 

 

1. 於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比賽奪得團體合作獎、最

佳啦啦隊獎、優秀演員獎。 

2. 2016香港學校戲劇節奪得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

效果獎、傑出演員獎。 

3. 戲劇組內的同學積極發表其個人意見，互相尊

重，改善其演出。 

4. 戲劇組之同學在上、下學期進行了一系列的舞台

前、後的訓練，並在比賽及學校綜合晚會堅守崗

位，順利演出成功。 

5. 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在戲劇組內能與其他同學融洽

相處，互相合作，完成有關的工作。 

6. 學生在戲劇表演上有自信的表現。 

1.提升學生說語表達及溝通能力 。 

2.學生學懂與人合作、團隊精神的重要。 

3.透過這活動，學生懂得欣賞自己與別人的

付出。 

5.透過演出，學生提升了自信心。 

6.因應學校不同發展的需要，來年的中文戲

劇組暫停。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 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鄺啟東、麥燕玲                         

關注項目： 12. 辯論培訓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7. 提升學生自信心。 

 

 

8. 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9. 提升學生邏輯思維能力。 

 

1. 學生在參加由保良局主辦全港小學生辯論

比賽時，為爭取正選認真練習，比賽時亦表

現投入及有自信。 

2. 學生經過培訓後，口語表達的技巧有所提

升，例如說話時如何帶出重點和掌握節奏等。 

 

3. 學生經過校外導師培訓，對分析辯題、搜集

和取捨資料、如何就辯題建構論點和論據等

邏輯思維能力，有明顯提升。 

1. 比賽時學生都充滿自信，但部分臨場顯得

緊張，以致表現失準。 

 

3 全學年活動時間偏重講授，學生運用學

到的口語表達技巧機會略小。 

 

4. 校外導師曾經是大專校隊辯論隊員及比

賽評判，對指導學生邏輯思維很有幫助。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6/17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別: 五.家長支援     項目: 13 家長支援       小組成員:方玉芝主任、黃君瑜主任、郭佩雲主任 

目      標 成就 反思 

1. 路德家長專線 3622-1111 

結合家庭生活教育、社會服務

事工及基督福音元素之 24 小

時免費互動家長熱線，旨在為

家長在身、心、靈以至親職教

育上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到校講座(家長會專線推介共 1 次，學生講座 2 次) 

 引導家長效法基督，以愛施教，提升了家庭的德育和靈育素

質。 

 提供主動關心計劃之小一家長支援及小六升中支援服務 

 「主動關心計劃服務人數統計」參加人數佔全校學生的人數

60%以上 

 到校講座(家長會專線推介)及相關學生講座，反應良好 

 有很多家長反映路德家長專線對家長有用。 

 家長專線服務能分擔部份學校支援之不足 

 家長專線之到校支援服務，提供免費講

座，減省外聘機構之支出 

 透過家長及學生的大型活動，介紹路德家

長專線服務，減少另外安排日子向全體教

師匯報專線服務的成效，教師認為可取,下

年度會繼續這方式。 

 

設計2.家長學堂: 以提高家長在親

子教育方面的認知，改善管教

技巧 

 提高家長在親子教育方面的認知 

 本年度邀請校外機構講及本會機構或校內資源到校舉辦家長

講座共 7 次及工作坊共 8 次。 

 講座平均出席約 50-100 人。(因應講座的講題及對象，出席人

數會有較大差別)  

 家長學堂活動詳見附件 

 邀請校外機構主持免費/收費講座，講座質

素高，亦受家長歡迎，預期下學度仍採用相同

模式安排家長教育講座。能按時代與社會需

要，安排合適的主題講座，因此家長學堂深受

家長歡迎。下學年會繼續主辦有關講座。 

 邀請校外機構主持家長工作坊，能回應特

定群組家長的需要，反應良好，下學年會繼續

推行。 

3. 家長輔導服務: 

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及其家

長提供個別輔導服務，協助家

長解決因管教子女而產生的

困擾按需要提供轉介服務。  

 協助家長解決因管教子女而產生的困擾 

 提供跟進及轉介服務 

 100%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最少 1次的個別輔導服

務 

 本年度家長主動因家庭變故或管教而向班主任或輔導主任求

助增加，輔導主任能按不同個案需要，提供相應的服務，輔

導主任的服務得到家長及教師的認同及讚賞。 

 

 大部份個案家長與教師聯絡較緊密，能及

早跟進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個案，但仍有幾

位家長不願意與校方合作，導致子女出現

缺課或常欠功課的情況。 

  



4.與家教會合作，加強家長與

家長之溝通 , 舉行家長茶座

及家長興趣班 

本年度舉辦分級家長茶座及興趣班(南瓜糕)，參加人數多，家長

反應良好，希望曾加活動次數。 

 

家長與家長之溝通增加，加強家長對學校的信

任。 

(五) 策畫        組長：方玉芝主任     組員：黃君瑜主任、郭佩雲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