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發展津貼報告（2017-18）
科組
English

推行計劃
To employ on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utor for
teaching English Drama

推行時間表
From September
2017 to February
2018

生物科及組
- 參與由 WWF 主辦主題為 2018 年 6 月 25 日
合生物科
“Who wants to be an
Oceanographer?” —海洋生
態學家的考察活動（一天）
- 對象: F.4 生物組及組合科
學組(生物)
- 地點: 海下灣海洋教育中心
綜 合 人 文 每班聘請 3 名教學助理協助 2018 年 3 月 3 日
科：中二級 帶隊老師進行全日考察活 2018 年 3 月 10 日
中區城市發 動
2018 年 3 月 17 日
展考察活動

預算
實際支出
Salary:
$31,600.00
$1,000.00x 30 hours
= $30,000.00

簡述實際執行情況

評估

A professionally trained drama facilitator was
engaged to work with students every Tuesday
from September to March. The Drama Team
had their competition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in March.

The team got satisfactory
results. It received
compliments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 from
the adjudicators. On top of
that, 3 students were awarded
Outstanding Performer.
Beside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students ar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and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Another drama instructor will
be hired to help students get
prepared for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總費$6,160.00 - 導賞$4,560.00（以 36 當天出席人數為 35 位參與，1 位同學缺席。活 此次活動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導賞$4,560.00（以 36 人計算）
動當天雖然天氣炎熱，同學都能堅持完成所有 不單配合課程內容，還可加強
交通費$0.00
人計算）
項目，表現良好。
同學愛護環境的意識。
（由其他津貼支付）
交通費$1,600.00

每個教學助理全日 教學助理共 10 名總 聘請共 10 名教學助理協助中區考察活動進行，教學助理積極協助老師帶領活
薪金 – $340.00
薪金
幫助考察學生解決使用 EduVenture X 期間所遇 動，表現受高度讚賞。
每班 3 位教學助理總 = $340.00x10 人
到的問題。
薪金= $340.00x3x4 = $3,400.00
=$4,080.00
綜 合 人 文 聘用 1 名指導老師協助帶領 2018 年 3 月 3 日 指導老師 1 名 3 天全 指導老師 2 名同一天 聘請 2 位指導老師於 3 月 17 日帶領及教導指定 兩位老師教學及帶領課室以外
科：中二級 三天的全日考察活動
2018 年 3 月 10 日 日薪金
總薪金
小組學生完成中區全日考察活動。
學習活動經驗豐富，有效給予
中區城市發
2018 年 3 月 17 日 = $600.00x3
= $600.00x2
小組學生適切的課業指導，學
展考察活動
= $1,800.00
= $1,200.00
生能按時完成考察課業。
地理科
邀請外界機構協辦中四五 2018 年 3 月 3 日(暫 -團費
導賞費
地理科與旅遊與款待科合辦，4 位老師帶領 59 同學表現相當投入，能專心聆
(旅遊科及地 級中四五級香港地質公園 定)
$14,700.00(以 60 人 學生$245.00(59 人)： 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由翠華旅遊有限公司 聽導賞員講解，對對白腊灣、
理科)
– 白腊灣、橋咀洲考察
計算)
$14,455.00
舉辦的香港地質公園 – 白腊灣、橋咀洲考 橋咀洲考察極感興趣，並回校
指導老師工資
老師 $245.00(4 人)： 察。同學表現相當投入，能專心聆聽導賞員講 完成配合課程內容的工作紙。
總費$1,200.00
$980.00
解，對白腊灣、橋咀洲考察極感興趣，並回校
以日薪$600.00 計
總費：$15,435.00
完成配合
算，全年共 2 人次 (以 63 人計算)
課程內容的工作紙。
總費$15,900.00
2 位指導老師工資
總費$1,200.00
合共$16,635.00

科組
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聯課活動部 聘請專業導師駐校以協助 2017 至 2018 年度
有關老師推展多元智能培 11/9 至 24/8
訓活動，計劃中的項目如 1.逢星期三下午
下：(對象：中一至中五， 4:15 – 6:20
每組人數約 8-15 人)
2.逢星期一下午：
1. 管樂團(四個樂器班： 4:15 – 5:45
木管樂班(A 及 B 班)、銅管
樂班、敲擊
3.逢星期二午膳時
間 12:55-13:25
2. 聲樂導師
及逢星期五下午
16:15-18:15
3. 初級結他班
4.逢星期三下午：
4. 雜耍訓練班
4:15 –5:45
5.

演藝培訓班

6.

領導才能培訓活動

7.

辯論隊培訓班

8.

劍撃訓練班

9.

女子籃球訓練班

10. 足球訓練班
11. 排球訓練班
12. 乒乓球訓練班
13. 有機園藝班

預算
計劃中的各項目所
需的撥款如下：
共 1 至 13 項
1. 步管樂團購承辦
全團服務，約
$94,850.00/全年
2. 聲樂導師費
$4,000.00x12 個月
=$48,000.00
3. 結他導師費
$500.00x54.5 小時
=$27,250.00
4. 雜耍導師費
＄550.00 x 25 節
=＄13,750.00
5. 演藝導師費
5.待定
$750 .00x12 節
=$9,000.00
6.10/17-7/18
6. 領導才能培訓活
動(初中)$10,000.00
7. 放 學 後 ： 10-12 (社)訓練日營
月:初班，2-5 及 6 $10,000.00
月:進階班。
青協學生領袖培訓
$4,000.00
8.逢星期一下午： (小組)口才訓練課程
4:15– 5:45
$4,000.00
項目 6 共$28,000.00
9.逢星期一及五
7.辯論隊導師
下午：4:15 –6:15 $375.00X30 節
=$11,250.00
10. 逢 星 期 三 下 8. 劍撃訓練班
午：4:15 –6:15
$800.00X22 節
=$17,600.00
11.逢星期一及五下 9. 籃球導師費
午：4:15 –6:15
$600.00x47 節
=$28,200.00
12. 逢星期一及五 10. 足球導師費
下午：4:15 –6:15 $500.00 x32 節
=$16,000.00
13. 逢 星 期 一 下 11. 排球導師費
午：4:15 –5:45
$500.00 x70 節
=$35,000.00
12. 乒乓球訓練班

實際支出
1. $87,570.00

簡述實際執行情況
評估
1. 機構安排的指揮及 4 位樂器班導師表現優 1.來年繼續舉行活動。
異，他們能準時出席每週練習，願意與學生溝 2.導師表現專業，有效帶領團
2. $0.00（由其他津 通，他們帶領團隊作不同的表演，並能加強同 隊進行合唱培訓及演出，對個
學對管樂的興趣。
別具潛質同學作個別聲樂獨唱
貼支付）
2. 同學與導師關係融洽，學習態度良好，唯每 培訓，能帶領同學比賽，以吸
週練習時間以分段進行，以協調其他活動。
收更多經驗。來年繼續培訓。
3. $29,500.00
3. 導師做事盡責，教學有經驗，能讓學生容易 3.大部份學生投入參與，每次
掌握技巧，提昇學生興趣，吸引學生繼續學習 演出也獲好評，並從演出中增
4. $12,100.00
結他。
加自信，學習團隊精神。整體
4.
雜耍定期訓練，並在校內及校外均參與表
而言，結他學團可持續發展。
5. $19,250.00
演。
4. 吳維哲導師在處理學習多
5.
演藝定期訓練，學生出席情況不穩定，舞蹈
樣性的學生經驗豐富，表現盡
6. (社) $8,800.00
導師已作調整，下學期改為演藝訓練，以韓風 責，除上恆常教班外，還帶領
舞蹈為主，8 名學生較投入訓練，並在校內參 雜耍班的會員出席「主愛洋溢
(初中) $8,400.00
與表演，導師工作盡責。
賀聖誕福音嘉年華」2017 活
6.
(社)40
名學生出席校內訓練日營，順利完
動、中二同樂日及中一暑假迎
7. $10,375.00
成。當日活動氣氛熾熱。參與之幹事普遍積極 新日，開拓學生的視野。有提
投入活動，願意與人合作。經問卷調查後，約 高學生技巧及信心的能力。
8. $16,800.00
八成同學認為活動效果良好。86%同學認為活 5.下學期導師工作盡責，在有
動有助加強領導能力。94%同學認為活動能建 限時間為學生排練舞蹈，不介
9. $6,775.20
（部份由其他津貼 立團隊精神。92%同學認為活動值得繼續推 意超時工作。於校內成功演出
行。
一場舞蹈表演（中二同樂日）。
支付）
(初中)共 41 名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出席全日活 6. 兩間校外服務機構專業指
動，同學普遍積極投入活動。根據問卷調查， 導及解說，來年值得繼續舉行
10. $11,500.00
97%同學認為活動能加強他的團隊精神，85% 類似活動。來年可持續發展。
11. $0.00（由其他津 同學認為活動能加強他的責任感，82%同學認 7. 下學期將改為演辯學會，
為培訓日活動安排恰當，92%同學認為導師能 以短講訓練為主，同時持續訓
貼支付）
帶領他們進行活動，87%同學認為導師的講解 練已參與兩年辯論培訓的學生
對他有所啟發，89%同學認為整體而言，活動 參加比賽。
12. $7,188.00
對我的個人發展有幫助。
8. 劍 撃 學 會 已 舉 辦 了 近 兩
7.導師盡責訓練，並安排三次友誼賽，期間協 年，會員相繼以「學業繁重」
13. $9,500.00
助學生批改辯論稿及進行多場模擬辯論練習， 理由退會。避免資源浪費，建
提升學生辯技。惟部分學生參加不同課外活 議下學年起將會停辦。
動，故申請退會，令隊員人數有略減趨勢。
9. 經兩年累積，隊員來年可
8. 導師表現盡責，惟會員人數流失情況嚴重， 參加乙組學界比賽。
下學期只有 3 名會員出席。
10. 來年繼續培訓。
9. 導師表現盡責，學員定期訓練，唯部份與其 11. 來年繼續培訓。
他校隊活動相撞時間。
12. 來年仍申請由康文署提供
10. 教練工作守時及盡責，與球員溝通良好。 教練作指導及培訓。
男子丙組球員未能把握進級複賽，期望來年有 13.葉耀先生教導同學有機耕
更好表現。
種的原理及實踐所學，提升同
11. 導師工作認真投入教學，帶領本校學生於 學對環境及健康的關注。
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男子排球比賽甲組乙組取得

科組

預算
實際支出
簡述實際執行情況
評估
(共 28 節)
冠軍，並進入精英賽階段；丙組同學亦取得亞
=$7,128.00
軍。
13. 園藝導師費
12. 導師工作認真，令隊員人數及技術有提升。
$500.00X22 節
13. 導師上學期有 9 節課堂，下學期有 10 節課
=$11,000.00
堂，表現盡責，同學表現良好。
課程發展1.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運 計劃(1)
計劃(1)
計劃(1)
計劃(1)在課堂內順利完成。
提高學生體驗式學習。
(體育科)
動項目
於 2017 年 10 月至 欖球
$1,360.00
計劃(2)在課堂及校隊訓練增加訓練次數。
善用器材，有效加強賽艇運動
欖球(中一)
2017 年 12 月 期 每節$340.00X4 節 計劃(2)
文化。
間。
約$1,360.00
$0.00
計劃(2)
（由其他津貼支付）
2. 租用室內賽艇機，在課堂 計劃(2)
全年租用 4 部室內賽
及校隊訓練。
於 2017 年 9 月至 艇機，
2018 年 8 月期間。 約$5,500.00
學術部：圖 聘請外間機構安排有關工 11/2017
$4,000.00
$4,000.00
Tiffany 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同學親身參與製作 同學從 Tiffany 的經歷，得到
書館
作坊，透過生命烘焙，分
(用作聘請外間機構
杯子蛋糕，以手做主題，設計糖皮，帶出合 鼓勵，明白遇到困難都要勇敢
享生命故事及參與烘焙製
安排有關工作坊)
作、每個人是獨特的主題。
面對，同學在過程中，發揮合
作。
作精神。
IT&AV 組

推行計劃

聘請一名初級 IT 技術員

推行時間表

2017 年 9 月至 2018 月薪
$25,200.00
年8月
$12,000.00x12x1.05
(MPF)月
=$151,200.00

有關職位一直未請到合適人選。直至 2018 年二月有 電 腦 室 可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至 下 午
關技技術員才上任。
5:45。學校網頁有專責員工定時更
新內容。SEP 平台同事對有關員工
工作評估亦算滿意。

總計：$315,7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