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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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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雲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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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助理能協助外籍老師及推展英

文科活動，唯稍欠積極，而且經常

因病請假。七月中更通知校方要離

職醫病，故須另聘新人。 

 

2. 已於八月中聘請新人，以利銜接。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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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雲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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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協助行政人員

老師。 

 

2. 由行政秘書統一協調，分配各書記

工作，成效良好。 

 

3. 來年聘請學校行政主任希望能更有

效督導及管理校務處工作。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   三、教師專業進修                             小組成員  :   馬美如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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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誦分享」講座 (2018 年 9 月 24 日) 

b. 「路德會教育事工促進會 2018：專業領航創未
來」 (2018 年 11 月 9 日) 

c. 「認識學生的心理健康和老師減壓」工作坊 
(2019 年 1 月 30 日) 

2. 本學年各科組亦進行了不同的講座及工作坊，包
括：課程組: 「電子教學」、「一堂好課」工作坊、「如

何運用 google classroom 於教學」；學生支援組: 「如
何撰寫 IEP」、「溝通障礙個案及訓練技巧分享」、「教
師精神健康培訓」；中文科:小六「中一入學前測驗」
閱讀寫作教學策略；英文科: 「READY 新書及教師

資源庫簡介會」、「Flipping the English classroom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數學科: 「善用評估提升
教與學」、「數學科新課程簡介會」、「電子學習平台
介紹」；音樂科:「e - learning 工作坊；常識科: 「新

創新書課程簡介會」 

1. 講座及各科組的工作坊都是裝備

教師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照顧學生

的多樣性及加強教師應用電子學習工具促

進學與教舉行的。持分者問卷顯示: 80.9％

教師表示學校舉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

他們的工作有幫助。87.3％教師認為學校的

專業交流風氣已形成，較去年上升 19.2%。 

2. 新學年配合 STEM 教育趨勢，將為教師提

供有關跨科協作的專業培訓，並多進行校

內同工經驗分享，以提升教師教學技巧和

信心。 

3. 建議各科教師配合校內自主學習的發展方

向，多參與科本的自主學習工作坊或分享

會，加強應用有關的教學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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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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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4.5 小時， 

  平均個人進修時數為 72.7 小時。 

 74%教師達到全年 50 小時的進修時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    別: 四. 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曾志光、楊少媚、蔡淑君                         

關注項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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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書畫班，於星期四多

元智能活動時間及放學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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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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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瑤、彤                             

關注項目：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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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能完成需要相互合作的雜耍動作，並

參與學校綜合晚會表演，觀眾反應熱烈。 

 

1.由於今年招攬很多新生學習，故能力上

稍欠，致表演時只有部份學生可踏上台

階。 

2.部份學生仍稍欠自信，練習時做到，但

到上台綵排時表現緊張。 

 

建議: 

1. 外聘導師可按學生能力程度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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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鍛鍊學生體質，發展學員的體格和潛

能。 

 

 

 

3. 提供更多機會予學生參與訓練，增加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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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學員思考及對應策略。 

 

1. 於星期一、五課後時段開設足球班、田徑

班和乒乓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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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指定練

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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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取得佳績，在女子障礙賽獲得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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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朱俊行勇奪第十八屆香港業餘圍棋公

開賽 21-25組季軍，5A趙子朗亦奪得第十

屆「小棋聖杯」全港學界藝大賽高小組季

軍，可見成效顯著。 

 

1.圍棋班學員漸少，需要解決生源問題。 

 

建議: 

1. 來年可繼續外聘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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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導師要加強體能訓練，配合

MVPA60，以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3. 上課前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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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多元智能活動時段流動組別加插圍

棋班，提拔更多有興趣及潛質的學

生，培養多元能力。 

 

 鑑於校方秉承多元化活動以改善學生

對體質及身心發展，本學年繼續開辦

圍棋校隊培訓班，並將訓練時數增長

至 2.5小時，成績果效更為顯著。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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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志光主任、郭佩雲主任、曹煦寧主任  

關注項目:  6.舞蹈活動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透過參與校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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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感和承擔精神。 

 

2. 透過參與校際比賽及公開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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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隊在 19/1/2019 參加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

節獲甲級獎。 

 

2. 校隊在 25/5/2019 參與香港路德會聯校舞蹈

大匯演。 

 

3. 校隊在 21/6/2019 參與學校綜合晚會表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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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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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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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1. 繼續維持校隊的成員同時參加 A 組時段的訓練 

2.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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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報告書 

 

組    別: 四. 學科及體藝活動                      小組成員:  曾志光主任、何佩珊主任、王慧英老師 

關注項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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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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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班 

b. 中提琴  1  班 

c. 大提琴  1  班   

d. 長笛    1  班 

e. 單簧管  1  班 

f. 彈撥    1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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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今年是三年跟「音域樂坊」合作開 

   辦樂器班。第一期上課日期為九月 

   三十日，第二期上課日期為三月十日。 

   本年度學生人數較上年度下跌。 

2. 「音域樂坊」管理不理想。因導師較

年輕，教學經驗較淺，故此同學學習

進度慢及欠理想。「音域樂坊」利用電

子教學平台- 互動五線譜程式

(TapTapScores) 對學生的學習有幫

助，惟學生較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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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由另一機構負責樂器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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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年度共開設三班樂團培訓班，並於 

   九月二十六日開課，學費全免。 

     1.2  開設樂團培訓班:  

培訓 A班 – 小提琴/麥燕玲老師 

培訓 B班 – 小提琴/王慧英老師 

培訓 C班 –小提琴及中提琴/胡柏姬老師 

培訓 D班 – 大提琴/馬曉欣老師 

培訓Ｅ班 – 敲擊樂/胡愛琴老師 

 

 

 

 

3. 科任老師多鼓勵學生練習樂器及；並

詢問他們有否練習，提醒學生多練習

才會有進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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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可提供禮物獎勵有練習的同學。 

 

 

 

1. 本年度由學校老師負責五班樂團培訓

班，負責老師緊貼學生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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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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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大提琴的學員進

步較慢，原因是他們沒自購樂器，若



 

 

 

 

 

 

 

 

 

 

 

 

 

 

 

 

 

 

 

 

 

 

 

 

 

 

 

 

 

 

 

 

3. 弦樂團    

大多數團員來自(二至六年級)，人數

約 35人，學費全免，由 18年 9月 19

日開始練習。由吳福臨老師(音域樂坊

導師)任駐團指揮，何佩珊主任、王慧

英老師、鍾詩韻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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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項目及日

期為: 

 

  50週年校慶開放日 

2019年 3月 2日  

 參與香港演藝音樂節比賽 

2019年 5月 16日 

  學校綜合晚會 

        2019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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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更

大。 

反思: 

1. 由於學校老師不是專業導師，同學學

習新歌機會較少，時間亦有限，來年

希望能增撥資金聘請導師 

1.今年是第四年跟音域樂坊合作，由該 

  公司吳福臨老師(Joseph Ng) 任駐團指

揮。吳福臨老師畢業於澳洲大學(修讀

指揮)，對選擇樂曲，指揮均具專業知

識。 

 
 

建議： 

1. 多挑選 2至 4年級同學為樂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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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希望能參與更多演出及比賽。 

5. 開設免費且較少人學習的樂團培訓

班，吸納更多學生加入樂團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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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佩雲、周小玲、羅永雄                      

關注項目：8.奧數培訓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學生的數學成績得以提高。 

2) 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3) 訓練學生參加校外各大型數

學比賽，獲得理想成績。 

1) 20位四年級同學上了 22節課程，18位五年級同學上了 22節

課程，18位六年級同學上了 11節課程，16位三年級同學上了

11節課程。 

 

2)a)團體賽事 

三年級組: 

- 香港數學盃 2019: 金獎 

-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季軍 

 

四年級組: 

-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亞軍、第六名、優異獎            

                                    (各一隊) 

-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團體獎首六十名 

                                     (共兩隊) 

-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第八名 

 

五年級組: 

-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優異獎(2 隊) 

-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第二十名 

1) 外聘機構: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

校 

反思: 服務機構提供培訓前評

估、賽前模擬試、課堂表現及成

績記錄，效果理想。 

2) 課程逢星期二進行，學生報名參

加，將由老師甄選學生。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六年級組: 

-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優異獎(1 隊) 

-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 

全場殿軍、急轉彎殿軍、數學解難殿軍 

-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第二十四名 

2b) 個人賽項 

三年級: 

    -華夏杯初賽 

一等獎:4人  二等獎:10人  三等獎:11人 

-華夏杯晉級賽 

二等獎:4人  三等獎:3人 

-華夏杯總決賽 

三等獎:1人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2人  銅獎:4人 

-香港數學盃 2019 

 銀獎:1人  優異獎: 2人 

    -《港澳盃》初賽 

     金獎:3人   銀獎:11人  銅獎:13人 

    -《港澳盃》晉級賽 

     金獎:1人   銀獎:1人   銅獎:1人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2人  二等獎:11人  三等獎:18人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金獎:2人  銀獎:1人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四年級: 

    -華夏杯初賽 

一等獎:5人  二等獎:6人  三等獎:10人 

-華夏杯晉級賽 

 一等獎:2人  二等獎:4人  三等獎:3人 

-華夏杯總決賽 

 一等獎:3人  二等獎:1人  三等獎:4人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金獎: 5人  銀獎: 6人  銅獎: 5人  優異獎: 4人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首六十名: 1人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2 人   銅獎:4人 

-香港數學盃 2019 

 銀獎:1人   優異獎: 2人 

    -《港澳盃》初賽 

     金獎:2人   銀獎:12人  銅獎:10人 

    -《港澳盃》晉級賽 

     銀獎:4人   銅獎:1人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2人  二等獎:8人  三等獎:19人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金獎: 1人  銀獎:1人   銅獎:1人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五年級:  

-華夏杯初賽 

 一等獎:1人  二等獎:15人  三等獎:15人 

-華夏杯晉級賽 

 一等獎:1人  二等獎:5人   三等獎:1人 

-華夏杯總決賽 

一等獎:2人  二等獎:2人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金獎: 2人  銀獎: 5人  銅獎: 7人  優異獎:7人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首六十名: 1人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1人  銅獎:3人 

-香港數學盃 2019 

優異獎: 1人 

    -《港澳盃》初賽 

     金獎:5人  銀獎:5人  銅獎:9人 

    -《港澳盃》晉級賽 

     銀獎:2人   銅獎:2人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6人  二等獎:12人  三等獎:15人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 

     銅獎: 3人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銀獎:3人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聯校 Rummikub(魔力橋)邀請賽(蒙民偉) 

     二等獎: 1人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六年級:  

    -華夏杯初賽 

 一等獎:4人  二等獎:7人  三等獎:12人 

-華夏杯晉級賽 

一等獎:1人  三等獎:2人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銀獎: 6人 銅獎: 2人  優異獎: 3人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 

 銅獎: 4人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2人 

-香港數學盃 2019 

 優異獎: 1人 

    -《港澳盃》初賽 

     金獎:2人  銀獎:4人  銅獎:5人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3人  二等獎:5人  三等獎:8人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 

     銀獎: 3人   銅獎:3人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保良局) 

     個人總成績 

     二等獎:3人   三等獎:1人 

     計算競賽 

     二等獎:1人   三等獎:2人 

     數學競賽 

     二等獎:1人   三等獎:4人 

    -Math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9 

     銀獎:1人     銅獎: 2人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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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君瑜副校長、馬美如主任、林會壇主任      

關注項目： 9. 資優培訓 

目 標 成 就 反 思 

1. 提升學生的學術智商(IQ)、情緒智商

(EQ)及創造智商(CQ)，讓學生能具備 3Q元

素。 

 

3. 透過跨學科培訓，讓學生能掌握共通能 

   力，達致通才的表現。 

 

1. 下學期學生問卷中，近 89 %學生傾向滿意課

稅整體安排。 

 

2. 下學期學生問卷中，約 84%認為課程有用及

喜歡這個課程。 

 

3. 課程加入了聯想能力、組合數字、思考計劃

訓練、包括前後推測等思考技巧。教師觀察

學生反應良好，表現投入。 

 

1. 上學期導師未能處理學生秩序，聯絡相關

負責機構，跟進處理。 

 

2. 上學期導師多以講課形式教導學生處理

情緒，學生學習效能有待改善，經校方要

求下，更換導師。 

 

3. 下學期轉換導師後，效果較理想，導師也

跟隨校方建議加入創意思維，透過多元感

官，刺激學生學習。 

 

4. 根據學生的課程問卷，跟 80%學生滿意整

體安排，比較上學期的 56%為高。 

 

5. 來年計劃：配合學校發展 STEAM 方向，

在多元智能時段開辦發明家訓練班，為高

年級 STEM 教育提供種籽訓練，建立學生

堅毅探索、研究分析創作能力，最終訓練

學生參加校內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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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Programme Report 2018~2019 

English Musical  
 

 

Major Concerns 
To cultivate in students correct values and attitudes especially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in performing art 

Objectives Achievement Reflection 

The production of an English 

Musical: 

T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for 

selected students in Key Stage 2 

 

․P.4-6 students who took the training 

course last year learnt the amended version 

of the script for the performance on the 

Open Day 

․Students involved developed their 

potential in performing a musical. They 

showed great appreciation of language art. 

Their ability in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English has further enhanced.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The musical was performed on 2nd March, 

2019.The show was proved to be a great 

success. It was resounded with cheers and 

applause. 

 

․The teachers involved have acquired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in teaching and organizing a musical. The 

experience was a good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2018/19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報告書 

組別: 五.家長支援     項目: 11 家長支援       小組成員: 方玉芝主任、黃君瑜副校長、林會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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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小時免費互動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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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校講座(家長會專線推介共 1 次，學生互動講座 2 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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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供主動關心計劃之小一家長支援及小六升中支援服務 

4. 「主動關心計劃服務人數統計」參加人數佔全校學生的

人數 40%以上 

5. 到校講座(家長會專線推介)及相關學生講座，反應良好 

6. 有很多家長反映路德家長專線對家長有用。 

1. 家長專線服務能分擔部份學校支援之

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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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2.家長學堂 : 以提高家長

在兒童學習障礙的認知，親

子教育方面的認知，改善管

教技巧 

 

1. 家長在兒童學習障礙的認知有提昇，特別是讀寫障礙 

2. 家長管理自己情緒的能力有提昇 

3. 提高親子教育方面的認知及對子女的情緒支援有提昇 

4. 本年度邀請校外機構講及本會機構到校舉辦家長講座 9

次及工作坊節。 

5. 講座平均出席約 50-60 人。(因應講座的講題及對象，出

席人數會有較大差別) 工作坊平均出席 12 人 

6. 曾參加家長工作坊的家長對學校更有感情，參與家長義

工的服務比例較沒有參與工作坊的家長為多。 

7. 家長學堂活動詳見附件 

1. 按時代與社會需要，邀請校外機構主持

免費/收費講座，講座質素高，受家長歡

迎，下學仍採用相同模式安排家長教育

講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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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採用電子通告模式發放家長學

堂通告，減省大量收回條的時間;但有不

少家長沒有自行記下家長學堂的舉行

日期，自輔導主任在講座舉行前，再次

發出電子信息提醒家長出席及在活動

當天，輔導主任站在校門前提醒家長出



席，情況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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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家長解決因管教子女而產生的困擾 

2. 提供跟進及轉介服務 

3.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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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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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得到家長及教師的認同。 

5.   本年度的虐兒個案與缺課個案增加，反映有小部份家

長未能以正確態度管教子女，在照顧子女生活方面也

缺乏正確知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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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都願

意與校方合作，學生出現無故缺課減少情

況。 

2.個案學生的家長，如不需上班的，大多願

意出席家長學堂的工作坊，學習與子女相

處和管教子女的的技巧。在家校合作的情

況下，個案學生的行為問題大多有改善。 

 

2.本校教師對辨認懷疑虐兒的認知增加，能

及早轉介有關學生給輔導主任跟進，減低

學生繼續受到虐待的情況。 

 

3.本學年加強家長對保護兒童的教導及正

向管教子女的家長教育。雖然仍有虐兒個

案出現，但得到社會福利署及醫管局的支

援，個案情況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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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舉辦低年級家長茶座及兩次家長興趣班，負責分享的

都是家長義工，家長反應良好，希望來年繼續安排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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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瑜副校長、林會壇主任 



[附件] 

家 長 活 動 

(一) 家長學堂講座 

時 期 講 座 主 題 

201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1:30-3:00 p.m. 

優質教育基金之「破逆威龍－好心情@學校」計劃 

主題:『好心情迸發學習動機』 

講員: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社工 

201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2:00-3:00 p.m. 

主題: 沉溺上網與精神健康的關係及處理 

講員: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1:30-3:10p.m. 

主題: 口音懶音齊齊改 

講員: 校本語言治療師林慧聆姑娘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1:30-3:00 p.m. 

主題: 「破逆威龍」－好心情@學校 ~『好心情與成就動機』 

講員: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社工 

 

(二)家長學堂工作坊 

時 期 工 作 坊 主 題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 

(共 8 節) 逢星期五 1:00-3:00 p.m. 

主題: 新一代健康長錦囊家長教育課程 

講員: 生活教育計劃社工 

2019 年 2 月 15 日 

1:30-3:00 p.m. 

主題: 為何子女不上學 

講員: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2019 年 4 月 9 日及 4 月 23 日(星期二) 

逢星期五 10:45 am- 12:45pm 

「守護天使」家長培訓計劃 

講員: 明愛社區伙伴計劃專職人員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17 日 

逢星期五 10:45am - 12:45pm(共四節 ) 

2019 年 6 月 21 日 (重聚活動 )一節  

守護天使家長培訓工作坊 

講員: 明愛社區伙伴計劃專職人員 



10:45am - 12:45pm 

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4 日 快樂讀寫家長工作坊 

講員: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馬天舒博士 

 

(三) 家長茶座(家教會主辦)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2018 年 10 月 3 日 

星期三  2:00–3:00p.m. 

主題: 子女升小一生活適應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1:30-3:00 p.m. 

與家教會合作 

主題: 「破逆威龍」－好心情@學校 ~ 

『好心情與成就動機』 

講員: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