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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聘請全職教學助理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1. 減輕教師工作量，

使他們能專注： 

 課程發展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

力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

要 

2. 為成績稍遜的學生

進行保底輔導 

聘用 3名教學助理協助教師 

1. 資歷﹕須持有教育學院畢業證書或

大學畢業證書。 

2. 工作範疇﹕ 

A. 教學助理在課前、課後以課堂抽離形

式為學習能力稍遜學生作保底輔導。 

B. 分別專責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之科務發展。 

C. 協理圖書館事務，並協助圖書館主任

推廣帶領該年度的圖書活動。 

D. 協助整理資優課程資源。 

E. 教師請假或出外公幹時負責代課工

作。 

F. 協助行政人員處理文件工作。 

G. 協助教師搜尋教學資料。 

H. 協助製作資訊科技教育軟件及教具。 

I. 協助管理教學資源庫。 

J. 有需要時任助教及協助老師教學。 

K. 協助更新學校網頁。 

L. 協助推行各項學校活動。 

2019 年 8 月 

至 

2020 年 7月 

$550,000.00 1. 98%的教職員同意有關策略能： 

 更有效安排學習活動，例如全方位

學習和專題研習 

 學生的興趣提高，並更能照顧他們

在上述學習活動的需要 

 教師有更多空間專注課程發展及優

化學與教 

2. 98%教師贊同本計劃有助成績稍遜

學生能進行有效的抽離教學及保底

輔導。 

1. 教師認為教學肋理能協助他們搜

尋教學資料及製作教材，減輕他們

的工作量，使教師能更專注課程發

展。 

2. 就觀察所得，教學助理都用心於照

顧學生的學習需要，為成績稍遜的

學生進行保底輔導。 

 

總評：聘請全職教學助理確能減輕教師工作量，協助教師多項工作，如製作資訊科技教育軟件及教具、協助推行各項學校活動，還有課後以

課堂抽離形式為學習能力稍遜學生作保底輔導，有助各科之科務發展，取得實質之成效。因此，來年會繼續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聘

請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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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辯論隊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辯論隊(10-12人) 

為參加辯論比賽的同

學舉辦工作坊，讓他們

掌握辯論的技巧。 

透過思維能力的訓

練，提升學生的變通

力、原創力、流暢力、

精進力及敏覺力。 

成立辯論隊伍，提供

辯論比賽及相關的資

訊，讓教師及同學交流

辯論的心得及分享經

驗。 

1. 聘請辯論導師 

2. 辯論隊課程內容： 

 說話包裝技巧：簡介辯論場上常用的

包裝技巧。 

 論證要求簡介：提供不同標準及方法

讓同學掌握論證上的要求。 

 朗讀訓練：訓練辯論需要的音量、語

速、語調等技巧，加強學生發言時的

自信心及提問反駁時的氣勢。 

 個人短講訓練：培訓學生即席發言的

能力，習慣面對眾人演說，建立個人

風格。 

 小組討論訓練：培訓學生發言、聆

聽、討論的主動性及積極性。以簡單

的時事或兩難的處境作為討論主

題，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能力。 

辯論比賽：培訓學生參加全港校際辯論

賽，提升學生的辯論實戰經驗，從賽後

檢討中改善辯論技巧。 

2019年 10月 

    至 

2020年 6 月 

 

下午 3:30至

4:30 

(每星期一課) 

$50,000.00 學生問卷： 

 100%學生對課題及活動感興趣。 

 100%學生認為自己經辯論訓練後提

升說服力。 

 

教師觀察： 

 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學生在辯論隊練習時能勇於發

言，並能培養其多角度思考。 

 

總評：本年度辯論隊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訓練。學生在辯論隊練習時能勇於發言，並能培養其多角度思考。因疫情關係 2 月份開始停課，學生未能

完成整年課程, 期望來年再為學生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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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學探究組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科學探究組 

1. 小小工程師培訓班 

2. Lego 機械人培訓班 

目的﹕ 

提高學生對科學探究興趣，提升學生解

難能力、協作能力及創造力。 

 

1. 聘請導師 

(i)「小小工程師」培訓班 

對象﹕小四至小六常識科優秀學生 

人數﹕每班約 10人 

 

(ii) 「Lego 機械人」培訓班 

對象：小四至小六學生，對編程有初步

認識的學生。 

 

2. 兩組學生均會參加不同比賽及科學

探究展覽活動。 

2019年 10月 

    至 

2020年 6 月 

（i）小小工程

師培訓班 

約$25, 000 

（16-20堂） 

 

（ii）Lego 機

械人培訓班 

約$30, 000 

（16-20堂） 

1. 90%學生認為課程及活動能提高他

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同時亦能提升

他們的解難能力、協作能力及創造

力。 

 

1. 從教師觀察所得，學生積極投入參

與訓練，並於比賽及活動時，發揮

出水準。 

 

總評：本年度科學探究組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訓練。學生在練習時能積極參與討論及研究。因疫情關係 2月份開始停課，學生未能完成整年課程, 期

望來年再為學生提供訓練，參加更多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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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學校隊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數學校隊 

一至三年級﹕ 

數學小精英培訓課程 

一至六年級﹕ 

數學比賽 

目的﹕提高學生數學思維能力、解難能

力和學習數學的興趣。 

1. 聘請奧數班導師 

「數學小精英」培訓課程 

對象﹕小一至小三數學科資優學生，各

級一班，共三班 

人數﹕每班約 12人 

一年級 12節，二、三年級各 18 節 

 

2. 數學比賽：培訓學生參加校外數學比

賽，提升學生的比賽經驗。 

2019年 9 月 

    至 

2020年 6 月 

奧數課程 

$47,000.00 

奧數比賽 

$3,000.00 

合共 

$50,000.00 

1. 學生問卷： 

100%學生認為課程及活動能提高數

學思維能力、解難能力和學習數學的

興趣。 

 

2. 教師觀察： 

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學生積極參加數學比賽。 

因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病影響，

多項奧數比賽及大部份奧數班課堂取

消。 

 

總評：100%學生認為課程及活動能提高數學思維能力、解難能力和學習數學的興趣。透過教師觀察及奧數班導師的意見，學生能積極投入

參與訓練，今學年學生積極參加數學比賽。唯社會事件及疫情蔓延，學校停課，部分培訓課程及比賽取消，期望新學年能再次舉辦培

訓課程，讓學生能參與各個數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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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列車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藝術列車 

(四至六年級學生) 
目的﹕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創作的興

趣，讓學生多接觸不同的藝術媒介，擴

闊他們的視野。 

聘請導師，於課後培訓在藝術表現方面

較優秀的學生，並帶領藝術列車於區內

教授小朋友進行藝術創作活動，推廣藝

術的樂趣。 

A. 「藝術列車」培訓課程 

日期﹕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6月 

全年共十四節 

時間﹕下午 3:00-4:30 

對象﹕小四至小六視覺藝術資優學

生 

人數﹕20 人 

地點﹕本校三樓視藝室 

B. 藝術列車-禮堂壁柱創作工作坊 

日期﹕6-7月共 5次 

A. 2019年10月至

2020 年 6 月全

年共十四節 

 

 

 

B. 2020年 6-7 月 

A. 課程導師及

材料費用約 

$20, 000 

 

 

 

B. 課程導師及

材料費用約 

$30, 000 

 

A.+B. 合 計 算

$50, 000 

 全部(100%)參與藝術列車的同學都

贊成此課程能提高他們對視覺藝術

的興趣。 

 全部(100%)參與藝術列車的同學都

認同此課程讓他們接觸到不同的藝

術媒介。 

 全部(100%)負責此課程的老師透過

課堂觀察學生表現，認同參與的學

生都投入課堂活動。 

 全部(100%)負責此課程的老師透過

課堂觀察，都認同學生能透過課程

接觸及運用到不同的媒介進行藝術

創作。 

 

1. 學生投入上「藝術列車」課程： 

 

 

 

 

 

 

 

 

2. 學生作品能表現出他們在課堂中

運用不同的媒介創作﹕ 

 

 

 

 

 

 

 

 

 

 

 鑑於疫情關係學校停課，課程由 

2 月起取消。 

總評：全部參與的學生都喜歡及投入上「藝術列車」課程，認同此課程能提高他們對視覺藝術方面的興趣，也讓他們接觸及運用不同的媒介創作，

有助提高他們的技巧。唯疫情蔓延，學校停課，下學段課程取消，故學生均表示失望，期望新學年能繼續未完成的課題及參與壁柱創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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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羽毛球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1. 羽毛球校隊訓練班 1. 教練資歷：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羽手

球) 

2. 訓練校隊隊員 

 教授隊員基本羽毛球技術 

 提升隊員比賽技巧 

2019 年 10 月至

2020年 5 月 

逢星期一 

25 堂 

 教練費：$7,500 

 助教費：$1,750 

 總數：$9,250 

學生問卷： 

1. 90%隊員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2. 80%隊員的自信心有所提升。 

教師觀察： 

1. 約 90%隊員能積極參與訓練，因訓

練過程中，除基本的技術練習外，

還有很多的體能訓練，如跳繩及速

度的來回跑等。 

2. 大部份隊員在訓練中能提升其自信

心。 

2. 羽毛球預備組訓練

班 

1. 教練資歷：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羽手

球) 

2. 訓練預備組隊員 

 教授預備組隊員基本羽毛球技

術 

 培訓預備組隊員成為校隊隊員 

 提升隊員比賽技巧 

 

2019 年 10 月至

2020年 5 月 

逢星期一 

25 堂 

 教練費：$7,500 

 助教費：$1,750 

 總數：$9,250(學校

資助一半為$4,625) 

 最終財政預算為

$4,625 

   校隊班+預備組+場租 

=$9,250+$4,625+ 

$3,375 

=$17,250 

  

 

總評：整體的成效不錯，惟本學年因疫情停課關係，故原本安排了 25堂之訓練，隊員只能訓練了 9節，故未能達到 80%隊員對羽毛球的技

術有所提升，期望下學年仍能繼續提供相關的訓練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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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球校隊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排球校隊訓練班 1. 教練資歷：香港排球總會註冊教練 

2. 訓練校隊隊員 

 教授隊員基本排球技術 

 提升隊員比賽技巧 

3. 帶領校隊進行校外比賽 

2019年 8 月 

至 

2020年 7 月 

逢星期三 

32 堂 

1. 教練費：：

$25,600 

2. 帶隊比賽費

用：$4,000 

總數：1 + 2 = 

$29,600 

 

教師觀察: 

大部份隊員能積極和投入參與訓練及比

賽，部份隊員還自行參加校外訓練，以

提升技術。 

 

 

學生問卷自評結果: 

1. 100%隊員認為自己的排球技術有提

升 

2. 95%隊員認為自信心有提升 

隊員在訓練及比賽中互助支持和鼓

勵，而且家長也十分支持隊員比賽，

經常到場觀看，協助帶隊，有助提升

團隊精神及凝聚力。 

 

 

總評：球隊本年度的技術及比賽的心理質素比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家長也支持球隊的運作及比賽，經常協助帶隊，唯大埔區學界比賽因疫

情而取消，未有機會展現訓練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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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小司儀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田小司儀培訓班 對象：小二及小三；小四至小六 

     (每組約 8-10人) 

目的： 

1.加強學生的說話能力，說話有組織。 

2.培訓學生習慣面對眾人說話，提升自

信。 

內容: 

1. 根據學生的說話能力訂定甄選資優學

生的原則，推薦具潛質的學生參加「田

小司儀」培訓。 

2. 報價及聘請導師為學生舉辦「田小司

儀」培訓班。 

3. 安排受訓學生在大型活動中擔任小司 

儀，提供練習的機會。 

2019年 10月 

至 

2020年 6 月 

 

下午 3:30至

4:30 

(每星期一課) 

$40,000.00 教師問卷： 

100%教師認為發展適合校本的說話方

案，能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學生問卷： 

78%學生認為田小司儀訓練能提升他們

的說話能力，提升自信。 

學生上課情況投入，樂於學習，可惜

因疫情停課，未能完成整個課程。 

 

 

總評：本年度的田小司儀班因疫情關係只上了 7節課，原定全年有 20課。學生在 10月至 1月間課堂，表現投入認真，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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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音樂劇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音樂劇 

(三至六年級) 

目的: 

學員透過參與音樂劇藝術，提升創造

力、表達力、自信心、毅力及對藝術的

興趣。成員更能透過通力合作及經驗分

享，提昇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社交能

力、批判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對象: 

小三至小六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學生 

人數: 

25 人 

內容: 

1. 由本校老師及外聘導師進行戲劇小

遊戲，豐富學生基本戲劇技巧及素

養。 

2. 進行圍讀、綵排、訓練舞步、歌曲、

舞台走位等的練習，體驗幕前表演工

作。 

3. 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增加舞台演出

經驗，提升個人自信。 

2019年 9 月 

至 

2020年 3 月 

 

時間﹕ 

下午 3:30-4:30 

1. 聘請導師 

2. 添置音響器材 

 

共 $80,000 

學生問卷： 

 84%學生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84%學生對音樂劇活動感興

趣。 

 

教師觀察： 

 大部分學生積極投入參與訓練，氣

氛良好。 

 學生的自信心及團體合作精神亦

透過音樂劇訓練得以提升。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如期添

置音響器材，計劃於明年完成。 

 

 

總評：學生整體享受音樂劇訓練，他們投入戲劇小遊戲，積極參與舞步訓練、歌唱練習及綵排。惟受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參加學校戲劇節，他們大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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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園小記者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校園小記者 

(三至四年級學生) 

(一) 稿件編輯訓練: 

 搜集資料技巧 

 將資訊編輯成新聞稿或劇本 

 時事討論及分析 

 報導構思與寫作 

 報導版面設計 

 提升高階思考能力 

 

(二) 說話技巧: 

 校內/校外專題/人物採訪技巧 

 製作及主持節目 

 

(三) 影片製作:  

 影片選擇及剪輯 

10月 10日至 

5 月 7 日 

(逢星期四) 

 

每班 15位學生 

 

每節 1小時 15分 

(下午 3:15-4:30) 

 

(共 13 節 + 3 次外

出採訪) 

 

訓練班預算: 

$31,200 

 

3 次外出採訪

預算: 

$13,500 

 

交通費 3 次共

$6,000 

 

預算 (共兩班): 

=$50,700 

 

成功準則: 

 

教師觀察: 

1. 90%學生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逹標) 

 

學生問巻結果: 

2. 80%學生稿件寫作技巧有所提升 

(逹標 – 97%) 

3. 80%學生說話技巧有所提升 

(逹標 – 100%) 

 

教師觀察: 

學生普遍積極投入參與訓練。 

所有學生掌握如何篩選、撰寫及整理

報告內容。課程活動及校外採訪豐富

了學生的編採經驗，全面認識校園小

記者的崗位。 

     

學生問卷自評結果: 

97% 同學認為自己稿件寫作技巧有所

提升，包括摘錄筆記、擬寫訪問問題、

編輯稿件及整理資料。有部份同學更

有信心撰寫稿件。 

100%學生認為自己演說技巧有所提

升，包括面向鏡頭/觀眾時從容不迫、

說話內容更有條理、說話更響亮及流

暢。 

校園小記者 

(五至六年級學生) 

 

總評： 

今年的校園小記者課程未有教授影片製作，因為未有任何教育機構可以同時提供稿件編輯、說話技巧及影片製作的報價。因為疫情停課緣故，

原定於二月在九龍寨城公園進行的第二次校外採訪及五月參觀新聞博覽館活動取消，學生因而損失觀摩記者工作及採訪的經驗，最後六節課堂亦因

停課緣故改為線上課。學院導師的教學策略比較參差，大多集中演說方面的培訓。導師應要加強稿件編輯訓練，例如: 組織報告內容、表達自己的

立場及給予意見。此外，導師也應該多給予有質素的回饋。 

超過六成同學對攝影/攝錄有濃厚興趣，來年希望可以加入相關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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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乒乓球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乒乓球培訓班 聘請外間專業乒乓球教練，為本校同學

提供有系統的乒乓球訓練。 

 

目的： 

1.提高同學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 

 

2.提升同學乒乓球的技巧。 

 

3.從中選拔有潛質的同學加入校隊。 

2019年 10月 

至 

2020年 6 月 

 

1.每星期一節課 

（逢星期三） 

 

2.每節 2小時 

$30,000 1.100%同學認同參加培訓班能提高他們

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 

 

2.100%同學認同參加培訓班能提升他 . 

們的乓乓球技巧。 

 本次問卷評估共訪查了 16 位參與

乒乓球培訓班的同學，他們全都認

同參與培訓班能提高他們對乒乓球

運動的興趣和提升他們的乒乓技

巧。 

 

 其中接近 70%的同學更選擇「非常

同意」的選項，可見這項活動深受

同學的歡迎。此外，觀乎同學上課

時的表現亦非常積極和投入。 

 

 

總評：綜觀問卷調查所得，乒乓球培訓班深受同學歡迎。此外，通過乒乓球培訓班，同學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大大提高，而乒乓球技巧也有

所提升。老師亦能從中發掘有潛質的運動員，加入本校的乒乓球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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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訓輔活動 

項目 計劃詳情 時間表 財政預算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備註/ 

質性評估 

訓輔活動: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

取得成功經驗，改善自

我形象，增強自信。 

1. 小一冒險紀 

2. 小二自律自理小 

先鋒 

3. 小三專注小勇士 

4. 小五友共情-社交 

情緒小組 

5. 升中GET SET GO 

小組 

6. 小六性教育工作 

坊 

1. 聘請小組導師 

2. 課程內容及預期成效： 

 提升學生聆聽指示、收拾書包、查看

時間表的技巧。 

 讓學生學習收拾個人物品、保持個人

衛生，如學習摺衣服、綁鞋帶等。 

 讓學生運用不同感官系統提升專注

力，包括視覺、聽覺、肢體平衡等，

讓他們取得成功經驗，提升自信。 

 讓學生在情景中恰當地表達自己的

需要、理解別人感受，提升他們與人

合作的能力。 

 讓學生認識中學生的生活環境、學習

模式、課外活動等，並提升學生與人

相處的技巧，了解他們對升中的感

受。 

 讓學生認識男女之間相處的界線，包

括性騷擾、援交、兼職男女朋友的現

象，作個人價值觀的思考及整理，提

升學生為自己訂立清晰的界線及準

則。 

2019年 10月 

    至 

2020年 6 月 

$48,200.00 98%教師認為活動能提升學生「認識自

己、欣賞他人」的態度。 

因受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完成 APASO 問

卷調查。 

1. 小一冒險紀：個別組員容易分心，

但在小組中後期有明顯改善，懂得

先舉手後發言，加上小組有明顯的

獎勵制度，學生的投入程度及聆聽

指出能力有所提升。 

2. 小二自律自理小先鋒：學生均能跟

隨工作員指示完成活動，在工作員

給予讚賞，令他們有成功經驗後，

更能維持自律的態度。惟個別學生

能力參差，需要工作員作個別指

導，才能完成自理的練習。 

3. 小三專注小勇士：透過不同類型的

活動，提升學生的視覺、聽覺專注

及身體協調能力，個別學生有衝動

行為，但在小組中經歷被接納及糾

正的過程，他們均認為小組活動有

趣味及挑戰性，願意持續參與。 

4. 小五友共情社交情緒小組：由於疫

情停課關係，小組只舉行了兩節，

餘下節數取消。 

5. 升中 GET SET GO 小組：因疫情關

係取消。 

6. 小六性教育工作坊：因疫情關係取

消。 

總評：機構能安排合資格社工負責小組，與學校積極配合，令小組順利舉行；就已完成的小組進行檢討，負責導師有充足準備，活動內容有趣味及

具挑戰性，能引起學生的參與動機，有助他們投入於小組之中，有所得着。惟個別學生能力參差或有特別情況，需要學校社工加以協助、鼓

勵及介入他們的互動之中，讓他們在衝突、失敗的挫敗情緒之中復原，再接再勵，繼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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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述計算，2019-2020學校發展津貼，包括聘用教學助理、開設辯論隊、科學探究組、數學校隊、藝術列車、羽毛球校隊、排球校隊、田

小司儀培訓班、音樂劇、校園小記者、乒乓球培訓班及訓輔活動，預算總支出為$1,050,750.00。 

 按 2019-2020年度教育局的撥款及去年累積盈餘合共為$1,748,091.61，下表為 2019-2020年度的預算： 

 

項目 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盈餘(18-19) $959,906.51 --  

CEG19-20 $774,983.00 --  

1. 聘用教學助理 -- $550,000.00 $390,310.65 

2. 辯論隊 -- $50,000.00 $10,000.00 

3. 科學探究組 -- $55,000.00 - 

4. 數學校隊 -- $50,000.00 $26,640.00 

5. 藝術列車 -- $50,000.00 $4,080.00 

6. 羽毛球校隊 -- $17,250.00 $4,977.00 

7. 排球校隊 -- $29,600.00 $15,200.00 

8. 田小司儀培訓班 -- $40,000.00 $20,625.00 

9. 音樂劇 -- $80,000.00 $30,400.00 

10. 校園小記者 -- $50,700.00 $26,100.00 

11. 乒乓球培訓班 -- $30,000.00 $11,000.00 

12. 訓輔活動 -- $48,200.00 $30,600.00 

合計 $1,734,889.51 $1,050,750.00 $569,932.65 

預算盈餘：$697,341.61 實際盈餘：$1,164,95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