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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006/07學學學學年年年年 

「「「「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                                                                                                                                                 
諮詢教師的方法諮詢教師的方法諮詢教師的方法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數目開辦班級數目開辦班級數目開辦班級數目        ：：：：30303030    (不包括不包括不包括不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聘用 1 名學校助理 -協助教師處理非教學工作，如製作學習材料、展板、打印會議紀錄、收費單等 學校助理1名： 
(5,385×12 月)×1.05(MPF) 

×1 人   ＝$67,851     2.聘請 1 名教學助理 -輔助教師處理「全港性系統評估」有關的行政事務 -協助教師製作學習及評估材料 -協助代 1-2 天教師病假或事假的代堂工作，負責進入課室管理學生秩序 
教學助理1名： 

(7,230×12 月)×1.05(MPF) 

×1 人   ＝$91,098     
課程發展  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專業工作量以專注進行課程發展及發展更多元化的評估方式 

3.聘請 1 名高級資訊科技助理 -設計教學及評估軟件，使能更有效紀錄及分析評估數據 -協助教師預備/設計資訊科技教材 

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可以減輕，老師有更多空間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方式 
由 2006 年 9 月起，為期一學年 

高級資訊科技助理 1名：  
(9,901×12 月)×1.05(MPF) 

×1 人    ＝$124,752   

-評估學生的方式更趨多元化  -學生能從評估數據及分析中，瞭解自己學習方法的優劣，並能夠改善方法，增強學習效果 
-教學助理、學校助理及高級資訊科技助理的工作檢視  -透過會議諮詢教師的意見 

校長及 副校長 

 鼓勵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  4.聘請1名資訊科技助理協助教師預備/設計資訊科技教材   減輕教師預備資訊科技教材的工作量 由2006年9月起，為期一學年 
資訊科技助理1名： 

(5,385×12 月)×1.05(MPF) 

×1 人   ＝$67,851   -教師滿意資訊科技資源教材的質量  -教與學方面更廣泛運用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助理的工作檢視  -透過會議諮詢教師的意見 資訊科技教育組組長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51,552$351,552$351,552$35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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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提高學生英語拼音、聆聽及會話的能力 

1.聘請 1 名外籍英語教師 -任教一至四年級每循環 週 1 節英語工作坊，讓學生有機會與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人士溝通，增強運用英語的自信心，並指導學生掌握拼音技巧，發展自學能力 -舉辦不同的節日慶祝活動及課餘活動，讓學生認識西方文化及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減輕有關教師發展英文拼音教材，在訓練學生參加與英語有關的比賽，以及舉辦英語課外活動方面的工作量 
 

由 2006 年 9 月起至 2007 年 6 月 30日 

外籍英語教師 1 名： 

(18,915×10 月) 

×1.05(MPF) ×1 人 ＝$ 198,608 

 

-完成設計有關的教學材料  

 

-學生英語說話能力有所提升 

-評估學生學習英文會話的表現 英文科 課程發展主任 

  2. 開設高級英語培訓班 -訓練英語聽講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校際及校外英語朗讀及辯論比賽    開設高級英語培訓班費用： 

$15,000 

-全年參加最少 1 次校際或校外英語比賽或表演  

 

-評估學生學習英語朗讀及辯論的表現  

 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能力 1.開設暑期普通話班 -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減輕有關教師在訓練學生參加與普通話有關的比賽，以及舉辦普通話課外活動方面的工作量 

2006 年 7 月及 

8 月 

開設暑期普通話班費用： 

$4,500 

-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有所提升   

-評估學生   學習普通話的表現 普通話科組長 

  2.開設唱談普通話班 -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由 2006 年 9 月起，為期一學年 

開設唱談普通話班費用： 

$6,750 

 

     3.開設高級普通話培訓班 -訓練普通話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校際及校外普通話比賽    開設高級普通話培訓班費用： 

 $6,750 

 

-全年參加最少 1 次校際或校外普通話比賽或表演   -評估學生學習普通話朗誦的表現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2$2$233331,1,1,1,608608608608    
 

 

 

 

 

 



2006-200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doc    3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培養藝術上有潛質的學生 

外聘專業導師開設尖子體藝培訓班 1. 戲劇教育班 -透過戲劇活動激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及透過戲劇內容的發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集體思考的機會 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均能得到適切及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由 2006 年
9 月起，為期一學年 

開設戲劇教育班費用： 

$20,000 

-全年完成一齣話劇並能公開表演 

學生 活動組組長 

 

 

 2.其他體藝培訓班--- 書法班、武術班、爵士舞班等 -培養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開設其他體藝培訓班費用： 

$50,000 

 

-最少組織 4個尖子體藝培訓班 

-全年最少有 80個名額供學生參加 

 

 

 

 

 協助學生發展多元智能 

1. 參加東九龍資優學童培訓計劃 -提供課程予資優學童發展潛能  由 2007 年
2 月至 6 月 

參加東九龍資優學童培訓計劃費用： 

$3,000 

 

-提供最少 5個名額予資優學童 

-評估學生對各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及意見 
學務組組長 

 外聘專業導師舉辦 2. 面試工作坊 -培訓小六學生面試技巧  由 2006 年
9 月起，為期一學年 

舉辦面試工作坊費用： 

$3,000 

 
 3. 啟能挑戰日學生工作坊   舉辦啟能挑戰日學生工作坊費用： 

$3,000 

 

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 

 

--拔尖方面 
 4. 話劇技巧學生工作坊   舉辦話劇技巧學生工作坊坊費用： 

$3,000 

-學生在各方面的技巧有所提升  
課程發展主任 

--補底方面 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輔導 

1. 補貼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聘請多一名學生輔導員 -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輔導 - 安排及組織課程及工作坊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得到額外輔導 

由 2006 年
9 月起，為期一學年 

補貼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聘請多一名學生輔導員費用： 

$20,452 

-獲學生輔導員額外輔導的學生數量有所增加 

-安排及組織最少 2 項課程或工作坊予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訓輔組組長 

  2.  外聘專業導師舉辦「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掌握每天學習重點及策略   外聘專業導師舉辦「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費用： 

$50,000 

-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所提升及學習表現有進步 

-評估有關學生的學習表現 
學務組組長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52,452152,452152,452152,452                      2006/07 2006/07 2006/07 2006/07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撥款額撥款額撥款額撥款額    ：：：：    $$$$    555526262626,,,,631631631631        

    總支總支總支總支出出出出    ：：：：    $$$$    777733335555,,,,616161612222        

    不敷之數不敷之數不敷之數不敷之數    ：：：：    $$$$    222200008888,,,,981981981981    ((((由由由由2005/02005/02005/02005/06666學年盈餘支付學年盈餘支付學年盈餘支付學年盈餘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