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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增聘文員津貼」及「言語治療津貼」計劃報告 

諮詢教師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數目：24班 

關注事項：1.深化有效的學與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 

策略 1 

善用校內外各項專業支援 

◎ 網上課業 

◎ 繼續推行「英語文化閱讀

/寫作計劃」 

 學生能藉此計劃

加強學習，以提升

英語閱讀和寫作

水平 

 84%小一至小三的學生和 100%

的科任老師都認同此計劃能

強化學習，提升學生的英語閱

讀和寫作水平 

 根據 Running Record 數據，

學生的閱讀水平都有提升，成

效不俗，故「英語文化閱讀/

寫作計劃」將會繼續推行。 

策略 2 

善用校內外各項專業支援 

◎利用八達通作學生考勤及

收費 

 全體老師認同優

化收費及考勤程

序能為他們騰出

空間，以便專注於

教學 

 100%負責老師認同優化收費及

考勤程序能為他們騰出空間，

以便專注於教學 

 

 繼續利用八達通系統作學生

考勤及收費。 

策略 3 

◎聘任代課老師替代境外

交流活動、進修及公幹，

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相關老師普遍認

同代課老師暫代

他們的教務，能夠

讓他們騰出空間

參 與 進 修 或 公

幹，有助他們的專

業發展 

 全部相關老師認同代課老師

暫代他們的教務，能夠讓他們

騰出空間參與進修或公幹，有

助他們的專業發展 

 繼續聘任代課老師替代境外

交流活動、進修及公幹的老

師，以騰出教師的空間，促進

他們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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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深化有效的學與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策略 4 

善用校內、外各項專業支援 

◎ 外購編時間表服務，為教

師創造空間，以提升學與

教效能 

 

相關老師普遍認

同外購編時間表

服務，能夠讓他們

騰出空間，以提升

教學效能 

 

 

相關老師普遍認同外購編時間

表服務，能夠讓他們騰出空間，

以提升教學效能 

 

繼續運用外購編時間表服務，讓

老師騰出空間，以提升教學效

能。 

 

策略 5 

善用各項津貼及資源 

◎繼續檢視及優化「明德課」

課程內容及各級教學大

綱，並把天主教核心價值

融入課程內 

 

◎聘請合約文員及行政助

理協助處理各項非教學

文書工作，為教師創造空

間，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優化六級五個範疇

的教材，並於各課

題都融入天主教的

核心價值 

 

 

老師普遍認同該策

略能為教師創造空

間，以提升其教學

效能 

 

 

 校本明德課框架及各級課題已完

成，並己在各級(至少一個教材)

內加入天主教社會倫理價值及天

主教核心價值 

  

 

 97.6%相關老師認同該策略能為

教師創造空間，以提升他們

的教學效能 

 

 校本明德課框架及各級課題已

完成。來年會持續檢視「明德課」

教材內容，以確保教材緊貼學生

需要及社會現況。並建議來年開

展教材評估項目。 

 

 繼續聘任合約文員及行政助理，

為教師創造空間，以提升學與教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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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深化有效的學與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 

策略 6 

善用各項津貼及資源，為

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適切

的支援 

◎ 聘請校外專業人士為

有言語障礙的學生進

行治療 

 

 

 

 

◎繼續和顧問老師協

作，提升六年級學生中

文科閱讀及寫作能力  

95%受訪的相關教師

及家長同意有關安

排能提升學生的語

言能力 

 

75%的老師及同學同

意協作教學能提升

學生的說話能力 

 

 

 

老師認同透過校外

支援，能夠提升六年

級學生中文科閱讀

及寫作能力 

言語治療師已於本學年為一

年級及二年級學生進行協作

教學，有 100% 的協作老師認

為言語治療師達到教學目標。 

 有約 98% 的同學及家長都認

為言語治療能提升學生的語

言能力。有 100% 的老師同意

本年聘請外界專業言語治療

師，替學生進行治療後能提升

學生的語言能力。 

 

100%參與協作的老師認同

透過校外支援，能夠優化老

師的教學策略，藉此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 

來年度繼續運用言語治療服務，以訓

練在言語方面有需要的學生。協作教學

方面，本年度老師認為治療師的示範有

助老師了解及掌握小組討論技巧及方

法，有老師讚賞言語治療師的指示清

晰，而敍事方法及指示學生的用語能對

科任老師有啟發性。中文科老師日後可

在課堂上運用教材教導學生的說話技

巧。言語治療師建議先找出每級學生在

說話方面有甚麼需改善的地方，並作出

一個完善的規劃，然後作出協作教學的

安排。 

顧問老師於周五課後教導學生中文

拔尖班及在六年級課堂教導學生閱

讀理解及短文寫作的技巧，部分能力

較佳的學生表現不俗，學生一般都能

投入上課，個別學生的寫作能力有明

顯進步，但因明年已參與校本支援計

劃，故此來年將不會再邀請顧問老師

進行協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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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 

策略 7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按學生能力分拆小班，利

用第九節抽離輔導課、課

後功課輔導及周六補課，

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繼續推行評估調適政策

及按學生能力調適課業 

 

「學習程度測量卷」成績比

往年提升 

相關老師普遍同意調適及

分班措施能有助他們有效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調適的課業及試題能切合

學生的程度 

 從「學習程度測量 3.0」的

評估結果顯示，本學年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中、

英、數能達到就讀年級或

以上的水平，分別是約

76%、68%及 78%。與上學年

比較，在中、英、數有進

步的學生比例分別是約

85%、76%及 83%。 

 有 100% 的老師普遍同意

調適及分班措施（包括分拆

小班、測考調適、課後輔

導、課業調適等）能有助他

們有效地照顧學生學習的

多樣性。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均

能運用分層的工作紙，照顧

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在課堂

上，老師能運用混合能力的

分組模式作小組討論。 

下學年會繼續沿用不同的

調適及分班策略，支援校內

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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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深化有效的學與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 

策略 8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

樣性 

◎優化資優英語話

劇(Drama)  

◎優化資優教育﹕

奧數培訓班 

◎續辦不同的治療

性小組 

◎續辦小肌肉訓練

小組 

 

學生認同藉課程

訓練，幫助他們提

升共通能力 

按計劃續辦奧數培

訓班，並且學生能參

加比賽  

相關學生在接受

小組訓練 /治療

後，表現有所進

步。 

按學生的反思，英語話劇課程和奧數課程

訓練能提升其共通能力，學生的英語話劇

公開演出及奧數前、後測表現可作佐證。 

奧數培訓班   

 本年度已安排學生以個人或        組別形

式參加華夏杯、天主教教區數學比賽、世界

數學測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18區)，香港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等，並獲多個獎項，

成績卓越。 

英語話劇  

英語話劇學員參加了 2015-2016香港學校戲

劇節，劇目為 Hidden Beauty，並獲傑出舞

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另有 5位演員獲個

人傑出演員獎。學生亦於本校才藝匯演中演

出，一致獲得好評。 

全學年共舉辦了十多項治療性小組，分別是

專注力小組、社交小組、親子高效識字小

組、小肌肉親子訓練小組、「和諧快車」情

緒小組、小一識字樂小組、小四逆境小勇士

小組、小五及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等。學生

整體表現不俗，個別學生也有明顯的進步，

參與時投入度很高，部分家長亦能積極配

合，所以成效明顯。 

奧數培訓班  

 本學年學校已安排本校老師觀

摩每節課堂，促進了奧數培訓班

的成效，並清楚了解個別學生的

學習情況，更把課程資料存檔，

以便跟進個別學生的情況。建議

安排參與課堂觀摩的老師跟進

學員的弱點及協助其比賽前的

訓練。 
 
英語話劇 

明年英語話劇課程將聚焦訓練

學員發音咬字及創作、編寫故事

和劇本，並嘗試脫離已上畫的動

畫片故事情節、電影中的角色特

質的影響。建議以環繞社會或民

生問題為劇本主題，如環境污染

或社會公義問題等，以拓闊學員

的視野。 

下學年會開辦不同的小組活

動，從而支援學生的學習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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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強化學生自我觀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 

策略 1 
通透過正規與非正規的課程強
化學生自信心 
◎為 P.4-P.6 學生籌辦歷奇

活動以培養學生的自信、

提升領導才能及凝聚班的

歸屬感 

◎續辦非洲鼓班 

 

 
透過活動學生能提

升自信、領導才能

及凝聚班的歸屬感 

 

學生能參與才藝匯演 

 
四至六年級的班主任都認同
透過歷奇活動，學生能提升自
信、領導才能及凝聚班的歸屬
感。 
 

全部一年級學生都能自信地
參與才藝匯演，表現優良 

 

透過歷奇活動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強弱項，並有助提升

部分學生的領導才能。此外，歷奇活動

能凝聚班的歸屬感。明年繼續籌辦歷奇

活動。 

 

繼續開辦小一非洲鼓班，以增強學生

自律和自信精神。 

 

財政收支表   

 津貼名稱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校本用途) 言語治療津貼 增聘文員津貼 

(a) 
截至 31/8/2015 累

計盈餘 

$  439 247.17 $  67 498.52      $ 260 300.00 $  36 344.10 $ 158 492.00 

(b) 本年度實際收入 $  702 146.00 $ 350 000.00 $       0.00     $131 460.00 $ 181 076.59 

 (c) 本年度實際支出 $  539 688.33 $ 359 879.00 $ 165 362.40    $138 677.00 $ 220 118.00 

(d) 
本年度盈餘

(b)-(c) 

$  162 457.67 -$   9 879.00 -$ 165 362.40 -$  7 217.00 -$  39 041.41 

(e) 
截至 31/8/2016 累

計盈餘(a)+(d) 

$  601 704.84 $  57 619.52   $  94 937.60  $ 29 127.10 $ 119 45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