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名稱：聖公會李炳中學
學校發展津貼 2018– 2019 報告
科目/部門
聯課活動部

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預算
實際支出
1. 管樂團：
1.
聘請專業導師駐校以協助 2018 至 2019 年度 活動地點：
全年$107,700.00
有關老師推展多元智能培 9/18 至 8/19
音樂室、活動室、
訓活動，計劃中的項目如 分別在星期一、 操場、MMLC 室、 2. 聲樂導師費
2.
$0.00
下：(對象：中一至中五， 三或五
課室及儲物室。
（所須費用由其
每組人數約 8-15 人)
時間下午
計劃中的各項目所
他津貼支付）
4:15 – 6:30
需的撥款如下：
3.
3.
結他導師費
1. 管樂團(四個樂器班： 進行或午膳。
共 1 至 13 項
$26,400.00
木管樂班(A 及 B 班)、
1. 管樂團
4. 雜耍導師費
銅管樂班、敲擊樂班、
外 購 承 辦全 團 服
$10,450.00
4.
樂團訓練班
務 ， 約 ： 5. 總額：$21,246.69
2. 聲樂導師
$119,100.00/全年 6. (社)訓練日營
$7,120.00
3. 初級結他班
2. 聲樂導師費
(初中) 領導才能培
4. 雜耍訓練班
$4,000x12 個 月
訓$8,500.00
5.
5. 演藝培訓班
=$48,000.00
(小組) 口才/形象
6. 領導才能培訓活動
3. 結他導師費
及禮儀訓練 $0.00
7. 多媒體製作訓練班
$550.00x52.5 小時
(校外) 領袖培訓課
程 $0.00
=$28,875.00
8. 演辯培訓班
（由所須費用其他 6.
4. 雜耍導師費
9. 女子籃球訓練班
津貼支付）
$550.00 x 22 節
10. 男子籃球訓練班
7.
多媒體製作練班
=$12,100.00
11. 女子手球訓練班
$16,000.00
5. 演藝導師費
12. 足球訓練班
8. 支出費用：
$800.00 x24
13. 排球訓練班
$4437.50
=$19,200.00
14. 乒乓球訓練班
9.
女子籃球訓練班
6. 領導才能培訓活
15. 有機園藝班
$4,297.80
動
$13,102.20（此部分
(社)訓練日營
須費用由其他津貼
$9,000.00
支付）
(初中)$10,000.00 10.男子籃球訓練班
(小組) 口才/形象
$12,800.00
及 禮 儀 訓 練 11.女子手球訓
$1,000.00
$4,560.00
( 校外 ) 領袖 培訓 12.足球導師
課程 $5,000.00
$9,500.00
項目 6 共
13.排球導師
$25,000.00
$40,800.00（此費用
由其他津貼支付）

簡述實際執行情況
管樂團：
1.
執行情況良好，每星期三能按進
度完成
聲樂導師：
執行情況良好，每星期一能按進
度完成
2.
11 月更換了導師，有些學生未
能適應新導師，故此，有些學
生退出。5 月的畢業禮表演順
利完成。
逄星期三外聘導師到校進行訓
練活動，分別於 2018 年 12 月主
愛聖誕嘉年華中作雜耍演出及 3.
2019 年 6 月中二級同樂日舉辦
體驗活動，推廣雜耍文化。
學生出席情況及課堂表現均較
上學年穩定。而學生責任心尚待
培育，故投入程度不高，需要老 4.
師多加鼓勵、高度監察及提點方
能完成課堂活動。
(社)訓練日營順利完成。
是次活動邀請了「新興運動協
會」來校帶領同學進行活動。導
師透過破冰遊戲、躲避盤活動讓
同學加強團隊互信關係，建立團 5.
隊合作精神及凝聚力，並希望透
過活動提升學生溝通技巧及解
難能力及提升學生領導能力。
初中)聘請歷奇活動機構設計及
帶領一天的培訓活動予 40 名初
中具領袖素質的學生。
(小組) 餐桌禮儀工作坊與口才
訓練班分別由本校譚翠儀老師
及胡惠柔老師承擔訓練工作，故 6.
未有外聘導師。
餐桌禮儀工作坊提供一次式的
訓練，教授十名學生領袖基本餐
桌禮儀要素。口才訓練班教則利
用三個課堂教授十五名學生領
袖基礎演說技巧，藉以提升其自
信及應對能力。

評估
機構安排的指揮及 5 位樂器班導師
表現優異，他們能準時出席每週練
習，願意與學生溝通，他們帶領團隊
作不同的表演，並能加強同學對管樂
的興趣。
鍾導師表現專業，工作態度良好，能
準時出席每週練習，及有效帶領團隊
進行合唱培訓及演出。她與同學關係
融洽，能增加同學對合唱的興趣。她
亦對個別具潛質同學作個別聲樂獨
唱培訓，能帶領同學比賽，以吸收更
多經驗。
初中學生常因補做功課缺席練習，負
責老師要花大量時間處理缺席問
題。留下來的學生仍表示願意參加結
他班，故下年繼續舉辦。學生的結他
技巧變好，希望在來年會有進步。
導師能夠按同學程度設置不同任
務，並給予正面鼓勵，提升同學興
趣及自信
同學出席情怳良好，幹事成員能有
效安排日常活動工作，大部分成員
專注活動主愛聖誕嘉年華的演出及
中二級同樂日活動也完滿完成。
建議學會名稱正名為「舞蹈學會」，
讓學生更明確了解學會性質及活動
內容，並以此為試點，再推廣其他藝
術範疇。
導師表示因身體關係來年未能到校
服務，故需另聘機構合作。導師亦表
示學生的投入程度不高，但要求頗
多，從音樂、舞蹈、及導師選擇均有
不少意見，兩者不易磨合。
4 社訓練日營共 44 位同學參與，大
部分均投入活動。根據問卷調查，約
九成同學認為活動幫助加強領導能
力及團隊精神。約 85%同學滿意自己
表現，並認為活動值得繼續推行。
(初中)活動整體流程順程，32 名學生
大致願意投入活動，亦有協作交流，
惟略嫌被動。當中有部份學生表現較
積極，值得校方加以培訓。

7. 多媒體製作練班 14.乒乓球訓練班
$1,000.00 x 18 節
$7,728.00
=$18,000.00
15.園藝導師費
8. 演辯導師
$550x14 節
$250.00 x 65 小時
=$7,700.00
=$16,250.00
7. 女子籃球導師
$600.00x35 節
=$21,000.00
10. 男子籃球訓練班
(共 36 小時)
$5,180.00
11. 女子手球訓練班
( 共 32 小 時 )
$5,000.00
12. 足球導師
$500.00 x32 節
=$16,000.00
13. 排球導師
$600.00 x75 節
=$45,000.00
14. 乒 乓 球 訓 練 班
(共 56 小時)
=$7,728.00
15. 園藝導師費
$550.00 x 18 節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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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領袖培訓課程，共推薦兩
名學參加青協環球領袖發展計
劃「領袖基礎課程」，共 3 天課
程，學員了解課程內容，有待 8
月上課。
訓練班成員於 2019 年 4 月 12
日校內成果分享日展示短片。
訓練班成員於 2019 年 7 月 4
日、7 月 9 日、9 月 7 日，與本
校演藝學會成員參加由西九文
化區主辦之「光影舞蹈」舞蹈影 7.
像教育計劃。
主要用於訓練學生參加《基本
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
(基本法盃) 普通話組比賽。共
11 次集會，包括訓練及比賽。
學生人數約 10 人，個別因出席
率低而退出，全年有參加學界比 8.
賽，亦有參加 3 人籃球賽及友誼
賽，提升作賽能力。
預算支出乃申請康文署教練資
助，申請不成功後由外聘教練蕭
利君補上，故實際支出會較預算
多。教練用心操練，同學積極。
學生人數約 14 人，部份學生初 9.
期未能適應新導師要求，較多
情緒，下學期學生表現較投
入，卻因受傷較多而影響練習。
本 年 度 只 參 與 初 級 組 學 界 賽 10.
事，但歡迎高年級同學跟操，
同學表現稍有進步。
訓練過程大致暢順及有系統， 11.
學生積極投入。而高級組亦達
致預期目標，餘下的費用將用
12.
作六月下旬至八月之練習。
參與學校體育計劃-「外展教練
計劃-乒乓球訓練班(校隊課
程)」，由外展教練為學生進行 13.
訓練，學生認真練習，能提升
學生能力及對球隊的歸屬感。 14.
有機園藝班全年有 14 堂。由導 15.
師葉耀先生教導同學有機耕種
的原理及實踐所學，提升同學
對環境及健康的關注。

(小組) 餐桌禮儀工作坊反應甚為理
想，學生大致滿意教授內容。建議下
學年繼續舉辦，並於活動完結時以問
卷形式收集參與學生的意見。
由於參與口才訓練班的學生多有比
賽或其他訓練在身，故出席率未如
理想，只有三名學生全數出席三堂
課程。
(校外)環球領袖發展計劃「領袖基礎
課程」有待學生回饋及評估。
訓練班有 5 位核心成員。同學們學習
及製作皆認真。其中兩位中二同學多
媒體知識豐富，富責任感，能帶領訓
練班成員完成兩條短片，並於校內成
果分享日展示。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訓練班，繼續栽培
現有成員及新學員。
由導師訓練下，學生辯技有所提升，
而且晉身 32 強。
誦藝比賽：由胡惠柔老師訓練，3B
張晨祾及 5A 郭雅文參加是次比賽。
其中 3B 張晨祾獲得普通話初中組演
講比賽季軍；5A 郭雅文獲得粵語高
中組演講比賽冠軍。
由於學界分組由 3 組改為兩組，較適
合本校組隊情況。初中學生常因補做
功課缺席練習，其他學生表示參加比
賽，下年繼續舉辦。
出席率頗高，同學練習十分投入認
真，最後更取得學界比賽高級組第三
名。
全年有兩隊參加學界比賽及友誼
賽，其中 U15 獲學界季軍。
出席情況比對往年有所提升，學界比
賽成績亦有進步，唯同學稍欠積極
性。
來年度估計高級組應可於四強內，
而初級組仍需鍛鍊。
建議來年繼續參與此計劃。
有機園藝班約有 10 位同學參與，同
學表現良好。葉耀先生經驗豐富，
細心教授同學，建議來年繼續。

科目/部門
體育科

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預算
實際支出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運 於 2018 年 10 月至 欖球
欖球$1,512.00
動項目
2019 年 4 月 期 每節$375.00 x 4 節，
欖球(中一)
間。
每節 1.5 小時
射箭(中二及三)
約$1,500.00
射箭$0.00
射箭
每節$2,010.00x1 節
每節示範，分 4 小
節進行，每小節 1.5
小時
約$2,010.00

簡述實際執行情況
評估
中一級欖球順利完成 4 節課程，教 下學年繼續申請欖球項目推廣活動及射
練團介紹新規則及技術，學生學習 箭，於 9 月聯絡香港射箭總會，期望可
效果良好。
安排合適教練。
射箭教練未能配合學校課堂安排，
未能成功申請。

總計：$249,951.99

Surplus carried forward to 2018 - 2019
2018 - 2019 EDB grant
Total
Total expenditure 2018 - 2019
Expected carried forward to 2019 - 2020

$1,060,836.20
$613,766.00
$1,674,602.20
$249,951.99
$1,424,6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