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良局朱敬文中學
二零一五至二零一六年度

學校起動計劃
申請及預算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2015/2016學校起動計劃 財政預算
項目名稱

擬聘用之人士

財政預算

擬購買之服務/設備或儀器

財政預算

負責老師

上年預算數目

1 關懷自閉症學生計劃

---

---

香港耀能協會

$

39,000.00 黎紹基、陳敏玲、 $65,250.00
謝黛霞

2 「言語治療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而設)

---

---

啟言言語治療服務

$

46,000.00 黎紹基、陳敏玲、 $45,000.00
謝黛霞

3 「珍愛生命、邁向共融」體驗計劃

---

---

長者安居協會、黑暗中對話

$

24,500.00 黎紹基、陳敏玲、 $15,500.00
謝黛霞

A) 聘請導師 / 服務

4 學生成長計劃

訓輔社工 (認可註冊社工)
$19,448.10 X 12月

$ 233,377.20

5 其他學習經歷多元藝術延伸課程

導師
$462.00 X 1.5小時 X30節

$

20,790.00 材料費用

6 箭藝訓練班

教練(香港射箭總會教練証書)
$275.10 X 90小時

$

24,759.00

7 「迎難而上」學業提升計劃(第一部
分)

導師
$10,500.00 X 12月

$ 126,000.00 其他

8 樂器訓練班

導師(專業樂師或音樂學院畢業)
結他班 ($529.20 X 2小時X30節)
非洲鼓 ($529.20 X 2小時X50節)
流行鼓 ($529.20 X 2小時X30節)

$ 116,424.00

9 初中語文能力精進班

大學畢業、主修中國語文為佳
$950.00 X 12節

$

11,400.00

10 文言文閱讀能力訓練班

大學畢業 (註冊教育服務公司)
$950.00 X 12節

$

11,400.00

11 S3 TSA English Speaking Workshop

Net Instructor
$700.00 X10 hrs X 8 groups

$

56,000.00

12 S1-S5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Subject

---

--- 鄧允泉、陳敏玲、 $18,522.00 X 12月=$222,264.00
易詠兒
$

---

5,000.00 朱啟源
--- 劉伙達

$
---

33,350.00 朱啟源
--- 何佩恩

$330.75 X 1.5小時 X 52節
=$25,798.50
材料10,000
$275.10 X 107小時=$29,435.70
新加項目
結他班 ($473.55 X 58小時)
流行鼓 ($529.20 X 54小時)
=$56,042.70

何寶顏

$950.00 X 12節 = $11,400.00

---

--- 何寶顏

$950.00 X 12節 = $11,400.00

---

--- 陳祝春

$700.00 X10 hrs X 8 groups
=$56,000.00

其他

$

25,000.00 謝燕萍

13 視藝創意活動教學助理 / 設計與應用 $11,576.25 X 12月
科技/ 設計手繪圖技巧訓練

$ 138,915.00

14 專題研習技術督導

技術督導員(中學)
$88.20 X 400小時

$

35,280.00

---

--- 余卓輝

15 舞台劇製作工作坊

$950.00 X 24課

$

22,800.00

---

陳懿舒

16 草地滾球訓練計劃

$420.00 X 12課

$

5,040.00

---

陳子欽

17 數學發展

導師
$210.00 X 480小時

$ 100,800.00

---

周炳堅、金沛成、
易詠兒

新加項目

鄒穎恒、鄧滿堂、 $11,025.00 X 12月 = $132,300.00
余卓輝
$88.20 X 300小時 = 26,460.00

(A) 小 計 : $ 1,075,835.20
B) 購買設備 / 儀器
1 箭藝訓練班

---

---

器材

$

5,000.00 劉伙達

2 優化資訊科技設備、改善教學環境

---

---

更換1間電腦室內其中45台電腦
桌面電腦(學校起動計劃)
$4,600.00X45部=$207,000.00

$

207,000.00 梁景耀

(B) 小 計 : $

$10,000.00
$291,000.00

212,000.00

C) 其他
1 學科獎學金及交流團獎學金

---

---

$1,000.00X10人+$1,000.00X5人
(C) 小 計 :

總額=

$

$

15,000.00 黎紹基

$

15,000.00

$40,000.00

1,302,835.20

P.8B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輔導部
項目名稱： 關懷自閉症學生計劃
背景：

為提升自閉症學生在情緒控制、語言表達、社交及溝通
技巧方面的能力，本部會外聘專業人士到校提供個別專
業輔導，協助有需要的學生提升社交技能，改善人際關
係，並向老師及社工提供支援。

目的：

1. 透過個別輔導，提升自閉症學生的社交溝通及自我管
理技能等。
2. 向家長及教職員提供諮詢以及跟進建議

施行細則： 定期到校進行個別及提供支援
擬購買服務之機構：

香港耀能協會

名稱：

賽馬會A PLUS 計劃_- 自閉症學童支持服務

服務內容：

個別行為訓練、教師及家長個別諮詢服務
(全期 30 節) (每節 1 小時)

財政預算：

$39,000

表現指標：

1.

學生出席率達 80%

2.

學生在語言表達、情緒及社交行為上有改進

評估機制：

1) 學生每節表現記錄
2) 老師、導師意見調查

負責老師：

副校長黎紹基老師、輔導主任陳敏玲老師及謝黛霞社工

負責人簽署：

日期：

26–6–2015

黎紹基 / 陳敏玲

P14H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輔導部
項目名稱： 「言語治療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而設)
背景：

為照顧有言語治療需要的學生 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協助
他們改善發音問題及提升其說話組織能力，好使他們能
更有效地學習。

目的：

1. 提升同學的說話組織能力。
2. 改善發音問題。

施行細則： 每月到校 1-2 次，全年共 50 小時。
擬購買服務
之機構：

啓言言語治療服務

名稱：

「言語治療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而設)

服務內容：

提供個別言語治療的教材及訓練。

財政預算：

$46,000.00 ($920 X 50 小時)

表現指標： 1.

學生的服務使用率達 95%。

2.

學生在語言表達上有改進。

評估機制： 1) 學生參與率及問卷調查
2) 老師、導師意見調查
負責老師： 副校長黎紹基老師、輔導主任陳敏玲老師及謝黛霞社工
負責人簽署：

日期：

26–6–2015

黎紹基 / 陳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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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輔 導 部
項目名稱：

「珍愛生命、邁向共融」體驗計劃

背景：

基於對同學的成長需要的分析，本校來年會延續其中一個德育主
題，名為「珍愛生命，推己及人」。由於年青人正經歷探索期，
尋找自我的身份及人生的價值，需要有更多的機會去反思。同
時，在校園集體的學習生活中，要健康地成長，其中一項重要的
原素是要學習如何與別人融洽相處，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達至
共融。
本計劃期望透過體驗活動，鼓勵高中的同學反思如何在人生的歷
程中珍惜時間，訂定自己的目標及知道自己的強項，活出豐盛的
人生。另為初中同學設計工作坊，讓參加者經歷輕鬆、互動、有
趣的體驗，改變對視障人士的看法，及反思自己的生活，從而包
容不同性格及需要的同學，達至共融的校園氛圍，健康地成長。
當然，在校園內進行推廣式的展覽及攤位活動亦有助建立融洽校
園的文化。

目的：

1. 令參加的同學有機會體驗由出生到年長的歷程，反思青春的
可貴及珍惜健康與生命。
2. 增加參加者對與自己不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的接納及
包容，願意互相配合及幫助。

施行細則：

1. 參與「生命.歷情」體驗館共 4 節(參與人數共 100 人);
2. 「無聲世界」體驗日(參與人數共 100 人)
3. 校園共融展覽及攤位活動(人數 200 人)

擬購買服務之機構：
名稱：

長者安居協會、黑暗中對話
1. 「珍愛生命 」體驗計劃
2. 「共融校園」推廣計劃
3. 無聲 party

服務內容:
1. 參與「生命.歷情」體驗館；
2. 推廣校園共融文化展覽及攤位遊戲;
3. 「無聲世界」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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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24,500

(1.
「生命.歷情」
體驗館入場費 100 人 X$110=$11000；
2.「無聲世界」體驗日，共 100 人參加，活動費
$12500; 3.展覽及攤位遊戲$1000)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1.

達 90%或以上出席率。

2.

學生能反思生命的可貴；珍惜及善待長者，特別是家中的
長者。

3.

學生表示增加了對其他同學的包容及體諒，感到校園充滿
著共融的氣息。

1) 學生參與率及意見調查
2) 老師及導師意見調查

負責老師：

副校長黎紹基老師、輔導主任陳敏玲老師及謝黛霞社工

負責人簽署：

日期：

26–6–2015

黎紹基 / 陳敏玲

P.14K

2 0 1 5 / 2 0 1 6 學校起動計劃
訓導部及輔導部
項目名稱

﹕學生成長計劃

背景

﹕本校學生大部份來自草根家庭，部份學生缺乏家庭照顧，未
能培養出良好的生活習慣，甚至養成不正確的待人處事觀念
及衍生偏差行為。一位註校社工不足應付需要，聘請多一位
合資格社工可令邊緣學生走入正軌，對學校發展亦甚有幫
助。

施行細則

﹕聘請註冊社工

擬聘用之人士

﹕─

名稱

﹕訓輔社工

所需學歷/資歷

﹕認可註册社工，有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

薪酬

﹕月薪$18,522 (另加 5%強積金供款即$19,448.10)

財政預算

﹕$19,448.1 x 12 月 = $233,377.20

表現指標

﹕處理個案、所組織的活動數量及成效。

評估機制

﹕負責老師作工作表現評估。

負責老師

﹕鄧允泉、陳敏玲、易詠兒

主任簽署： ___________
陳敏玲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易詠兒

鄧允泉

日期： 26 – 6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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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其他學習經歷多元藝術延伸課程
背景：

配合其他學習經歷活動，需豐富同學在藝術領域的體驗。

目的：

讓同學接觸到一門新的藝術媒介。

施行細則： 提供美容、美食、手工藝、魔術、雜耍或舞蹈等課程。
擬聘用之人士： 曾受藝術專門訓練或具相關經驗人士或培訓機構。
名稱：

藝術工作坊導師

所需學歷／資歷：中五畢業具相關訓練或經驗。
薪酬﹕工藝導師 時薪$440（另強積金 5%，合共$462）
財政預算： 導師費用：$462.00 x 1.5 小 時 x 30 節 = $ 20,790.00
材料費用 ：

=$

5,000.00

合共 = $25,790.00
表現指標： 同學能出席最少八成課節及完成指定習作。
評估機制： 檢視同學出席率、習作評估及學員回應表。
負責老師： 朱啓源

主任簽署：

日期：

26– 6 – 2015

朱啟源

P.16L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箭藝訓練班
背景：

學校在改變的社會中，為配合多變的社會，所以學校提供
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讓同學有多方面的經驗，豐富他們
的校園生活，提升學業成就。

目的：

透過射箭運動，提升同學的專注力及建立目標，追求自我
完善。

施行細則： 為“一人一體藝”提供一個運動項目，為中一級體育課進
行一次射箭單元教學，另每週 2 次射箭學會訓練。
器材：

$5,000.00 (添置器材)

擬聘用之人士：－
名稱：

註冊射箭教練

所需學歷／資歷：香港射箭總會教練証書
薪酬：

時薪$262（另強積金 5%，合共$275.10）

財政預算： $275.10

x

90 小時

=

$24,759.00

表現指標： 學員出席率達 80%或以上。
20%同學可參與校外射箭活動繼續發展。
評估機制： 觀察學員在校內練習時的態度及投入程度。
負責老師： 劉伙達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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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Project We Can
Activity Board
Project Title
(English) :
Project Summary :

‘Face up to the challenges’ academic enhancement scheme (Part I)
「迎難而上」學業提升計劃 (第一部分)
Students are mostly passive and have a very low motivation in their academic
pursuits. It is largely due to their deficiencies in life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lack of
normal family support. We hope, through regular tutorial support, enhancement
program and stimulating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be trained to engage themselves
properly in their academic work and lead a disciplined life. In the end, we will surely
have more students to enter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to acquire life-long training of
their choice.

Programme
Objective :

(1) to equip students with skills in tackling even difficult academic subjects
(2) to nurture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in senior forms conducive to DSE
preparation

Programme
Content :

Activity:
Content and Purpose︰‘Intensive subject tutorial classes’
Provide after school intensive tutorial classes in Chemistry, Physics, BAFS,
Economics,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to help solve students’ learning hurdles.
Target beneficiary︰S4 – S6 students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Number of beneficiary︰250
Number of session︰110 sessions

Details of Estimated
Expenses :

A. Staffing Cost : $126,000
Post Title
Teaching Assistant
1. (OLE and Liberal
Studies)

Monthly Salary Employment
(including
Duration
MPF)($)
(month)
10,500

12

總開支 Total Expenditure :

Budget ($)

126,000
126,000

Job Duties :
1. Liaison with subject teachers and prepare, with the help of subject teachers, study
materials for part time tutors teaching tutorial classes for S4-6.
2. Liaison with subject teachers to prepare, mostly on his / her own, tailor made
study materials for academic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S1-3.
3. Monitor the attendance records of regular tutorial and academic advancement
classes and follow the absentees on the next day.
4. Serve as study room attendant daily after school from 3:30p.m. to 6p.m. Tackle
all administrative work including venue preparation, part time tutor coordination,
arrangement of all indoor and outdoor students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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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penditure for 3 activities : $29,650
Summary of Activity Expenditure

Budget ($)

(1) Intensive Subject tutorial classes

33,350

Total
Expenditure

33,350

Total : A + B + C : $126,000 + $33,350 = $159,350
Outcome
effectiveness :

Activities :

Outcome targets

Methods of evaluation

(1) Develop students’ learning



attendance rate around 90%



capability and improve



80% students achieve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2) Arouse
awareness

students’
in

life



and

Record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m Results

More than 70% of the



Questionnaires to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career planning

Attendance

students

concrete study plans and
locate desired occupations

(3) Upgrading students’ study



attendance rate around 90%

skills and thus improve



80% students achieve better

their confidence in normal

academic performance



Attendance
Record



Exam Results

study

Teacher in-charge : Chu Kai Yuen
Signature : _______________
Chu Kai Yuen

Date :

26-6-2015

P.16O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樂器訓練班
背景：

很多同學因經濟能力及其他原因，無學習樂器及歌詠經
驗，故有必要為同學提供學習樂器及歌詠機會。

目的：

配合音樂課，為中一及其他各級同學提供樂器及歌詠訓練
活動。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施行細則： 按學生興趣，開辦不同樂器班及合唱團，鼓勵各級同學學
習樂器及歌詠。
擬聘用之人士：－
名稱：

樂器班導師

所需學歷／資歷：專業樂師或具音樂學院畢業資歷
薪酬： 結他班︰時薪$504（另加強積金 5%，合共$529.20）
流行鼓︰時薪$504（另加強積金 5%，合共$529.20）

財政預算： 結他班︰$529.20

x

2 小時 x 30 節

=

$31,752.00

流行鼓︰$529.20

x

2 小時 x 30 節

=

$31,752.00

總支出： $63,504.00

表現指標： 70%樂器訓練班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提高。
評估機制： 進行調查，蒐集訓練班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有否提高。
負責老師： 何佩恩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P.16P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中國語文科
項目名稱： 文言文閱讀能力訓練班
背景：

本校學生閱讀能力稍遜，為了讓他們易於掌握單元重心，
任教老師每多倚重白話文教學。加上需應付其他各卷的培
訓，文言文教學每多敬排末席。

目的：

提昇學生閱讀文言文能力。

施行細則： 聘請導師於課後進行一小時三十分鐘的訓練，當中包括教
授文言文基礎知識及文言文篇章閱讀理解。
擬聘用之人士： －
名稱：

教育服務公司 (已註冊)

所需學歷／資歷：大學畢業，主修中國語文。
薪酬：

每節$950.00

財政預算： $950.00 x 12 = $11,400.00
表現指標： 學習評估、考試文言文閱讀能力成績有所提升。
評估機制： 學習評估、考試文言文閱讀能力成績。
負責老師： 何寶顏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何寶顏

P.22H

2015/2016 Project WeCan Budget Plan
Title:

S3 TSA English Speaking Workshop

Objectives:

1. To enhance students’ oral skills for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n
TSA format.
2. To enhance students’ oral skills for group discussion in TSA
format.
3. T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speaking natives.

Target Groups:

1. Around 89 Students from S3
2. 3A, 3B(NS1), 3B(NS2), 3BD(S), 3C1, 3C2, 3D(NS1),
3D(NS2)
3. Each small group will accommodate around 10-20 students.
Remark:
Preliminary division of groups is adjustable within groups.

Duration / Period:
Budget:

Evaluation
Methods:

Anticipated
Outcome:

Teacher-In-Charge:

Post Chinese New Year till the end of April (8 Weeks)
1.
2.
3.
4.
5.

Time:
3:45pm-5:00pm
No. of sessions:
8 (1 1/4 hours per session)
Total teaching hours per group: 10 hours
No. of groups:
8
Course fee:
$700 per NET instructor per teaching hr

Total course fee: $56,000.00 ($700 x 10hours x 8groups)
By attendance-taking
By teacher-student interviews and feedback
By questionnaires & evaluations from students and
English-speaking natives (instructors)
4. By lesson observations
5. By examination results
6.
1.
2.
3.

1. Students can learn actively in a threat-free environment.
2. Students can be allowed to immerse in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with natives.
3.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hav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group interaction, in particular, in TSA format actively.
Ms Chan Chuk Chu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s Chan Chuk Chun)
Panel Chairperson

Date: 26 June,2015

P.23M

2015/2016 Project WeCan Budget Plan
Title:

S1-2 & S4-5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Subject

Objectives:

1.
2.
3.
4.

To expose students to authentic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To enhance students’ enjoy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experience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T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English learning

Target Groups:

1.
2.
3.

S1-S2 (approximately 150 students) – English Day Camp
S4 (approximately 105 students) – Interviewing Tourists
S5 – drama appreciation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2015-2016

Duration / Period:
Budget:

1. S1-S2 English Day Camp
Remark: Voluntarily organized by the PLK, Sprouts Foundation & FCC
Secondary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2. S4 – Interviewing tourists in Stanley
Students will interview tourists in Stanley. 4 NETs will be provided to
lead students and complete assigned tasks. The programme is 4 hours
long.
Total fee: $20,000.00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programme coordinator,
tutors and materials)
3. S5 – drama appreciation
Students will watch a drama in a real theatre. Students will pay for
their own tickets.
Transportation fee: $ 5000.00
Total fees: $25,000.00

Evaluation
Methods:

1.
2.
3.
4.
5.
6.

Sustainability

1. Students’ experience
2. Teachers’ experience in leading similar activities

Teacher-In-Charg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 programme (questionnaires)
Teachers’ evaluation of the programme (questionnaires)
Students’ self-reflection
Students’ work (presentation in class or in school)
Tasks completion
Quality and suitability of course material provided by service provider

Ms Sia Yen Ping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s Chan Chuk Chun)
Panel Chairperson

Date:

26 June, 2015

P.23N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設 計 及 應 用 科 技 科 /視 覺 藝 術
項目名稱：
背

景：

設計與應用科技教學助理

視藝創意活動教學助理

本校將現有工科統整為『設計與應用科 1. 增加人手整理資料，以便協助引
導學生進行創作；
技科』
。為使任教老師在執行上可作全面
的準備，需要聘請『設計與應用科技』 2. 增加人力資源推行創作活動，改
善教師教學空間；
教學助理，以減輕老師在預備及設計課
3. 傳達藝術創作訊息，帶領課外參
程時的工作量。
觀活動；
4. 協助跟進新高中高年級課程習
作。

目

的：

施行細則：

協助『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統整課程，
管理數碼科技研習中心，藉以減輕各科
技老師們的工作量，並推動學生學習各
類模組和軟件，製作學科網頁，組織學
會活動和各項比賽等，用以提高學生對
學習的興趣及增強老師教學效益及空
間。

1. 配合創作主題發揮，輔助能力較
弱的學生創作；
2. 透過不同媒介的創作技巧增強
學生的表達能力；
3. 擴闊視野，協助學生發展個人對
視藝創意的潛能；
4. 跟進課堂以外的創作延續，使學
生增強創作能力。

聘請教學助理，其工作內容如下：

聘用專業藝術工作者協助以下活
1. 協助『設計與應用科技科』課程整合， 動:
製作教材和教具；
1. 協助推行視藝教學及課外活動；
2. 協助管理數碼科技研習中心、創意設 2. 輔導課堂以外課後延續的創作；
計研習室及行政工作；
3. 協助整理視藝活動的資料及拍
3. 更新及整理科技科網頁，上載於學校
攝工作；
伺服器公開使用；
4. 協助參觀及評賞的創作活動；
4. 放學後，協助看管及指導學生推行學 5. 跟進高年級創作的進行；
會活動及比賽；
6. 協助製作視藝科教材。
5. 協助學校推行活動及製作相關展品和
紀念品；
6. 協助 IT 部技術員維修和保養全校電
腦和周邊設備；
7. 協助保養和維修科內的教具；
8. 上課期間，協助老師教導學生使用各
類模造套件及軟件；
9. 協助推行活動：長者學苑、機械奧運
會、設計工作坊。

P.33C

擬聘用之人仕：－
名

稱：

全職：設計與應用科技及視藝創意活動教教學助 (1 人) 或
半職：設計與應用科技(1 人) 及 視藝創意活動教教學助(1 人)

所需學歷/經驗： 中五畢業/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專上學院主修藝術或設計專業
須懂編寫網頁、程式編寫及熟悉繪圖 藝術工作者
軟件應用（SoldWorks/CoreDraw）。
薪

酬：

全職：月薪 11,330.00（另加 5%強積金，合共$11,896.50）
半職：月薪 5,665.00（另加 5%強積金，合共$5,948.25）X 2 人

財政預算：

$11,896.50 × 12 月 ＝ $142,758.00

表現指標：

1. 建立科技科及電子與電學科統整 1. 協助跟進及指導 20 個或以上
課程；
高中學生完成校本評核；
2. 更新科技科網頁及師生能廣泛運 2. 協 助 帶 領 學 生 外 出 藝 術 活
用模組和軟件；
動；
3. 推動及籌辦校內或校外比賽活動； 3. 推動及籌辦校內或校外比賽
活動；
4. 協助老師授課及指導 40 個或以上
學生完成校本評核。

評估機制：

負責老師：

4. 更 新 視 藝 科 科 務 文 件 及 教
材。

1. 評估科技科網頁的使用率；

1. 評估視藝科科務文件的完整
度及教材的效能；
2. 參與校內、校外活動製作的數量及
所獲的奬項；
2. 參 與 校 外 藝 術 活 動 的 次 數
(如展覽參觀、工作坊等)；
3. 評估統整課程的成效及學生運用
科技模組和軟件的效能。
3. 參與校內、校外比賽的次數
及所獲獎項。

余卓輝/鄒穎恒

科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余卓輝 / 鄒穎恒

P.33D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項目名稱： 設計手繪圖技巧訓練
背景：

配合高中 DAT 必修部分 - 設計與創新，提升同學手繪圖
及創作技巧。

目的：

改善同學手繪圖技巧，提升文憑試成績。

施行細則： 聘請有關導師任教，上下學期各 40 次(全期 80 次) ，每星
期兩次，每次 1.5 小時，時間為上課天下午 3:45 – 5:15 或
周六上午 10:30 –12:00，每班人數約 20 人(共 4 班)。
擬聘用之人士： －
名稱：

手繪圖導師

所需學歷／資歷：中學畢業/專業教育學院程度，並有產品設計及繪圖
經驗。
薪酬：

時薪$262（另強積金 5%，合共$275.10）

財政預算： $275.10 x

128 小時

=

$35,212.80

表現指標： 學生的考試成績有所提升。
評估機制： 檢視學生手繪圖及設計技巧。
負責老師： 余卓輝/鄧滿堂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余卓輝

P.33E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數學科
項目名稱：

數學發展

目的：

1. 協助發展數學教材。
2. 協助推行小學數學遊戲挑戰賽。
3. 協助推行自主學習。

施行細則：

聘請數學科教學助理，提供應試技巧，並發展數學教材及協助推
行小學數學遊戲挑戰賽。

擬聘用之人士：－
名稱：

數理科兼職教學助理

所需學歷／資歷：

大專畢業，主修數理優先。

薪酬：

時薪$200 (另強積金 5%，合共$210)

財政預算：

$210 x 288 小時 (3 小時 x 4 日 x 4 週 x 6 月) = $60,480.00

表現指標：

公開試及校內考試數理科成績有所提高。

評估機制：

學習評估及考試成績

負責老師：

金沛成、周炳堅、易詠兒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2015

金沛成

P.24D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舞台劇製作工作坊
背景：

話劇是一門專業學問，需要有舞台經驗或資歷的人教授。
而專業的訓練能有效提昇同學表達能力、自信心及團隊精
神，以及掌握舞台演出技巧。另外，多年來參加「舞台劇
製作工作坊」能帶來不少校際比賽奬項，及校外演出機
會，有利提升學校的聲譽。

目的：

提昇同學表演、創作及舞台管理技巧。

施行細則： 每週一次訓練及結業作品演出。
擬聘用之人士： 現職演員或舞台管理技術人員
名稱：

演藝導師

所需學歷／資歷：專業學院畢業或有豐富舞台經驗人士
薪酬：

每課 $950 (每課一小時三十分鐘以上)

財政預算： $950 x 24 課

= $22,800.00

表現指標： 完成基本戲劇訓練及排演一創作劇參加校際比賽及對外
公演。同學出席率達 80%，於校際比賽獲最少一項奬項。
評估機制： 1. 檢視同學出席紀錄。
2. 檢視公開演出檢討紀錄。
3. 檢視公開演出奬項。
負責老師： 陳懿舒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P.16Q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草地滾球訓練計劃
背景：

由於學生參加人數趨增，而熟悉帶領草地滾球的老師很
少，本年度計劃招收更多學生參與此類活動，所以須借外
間機構協助訓練草地滾球學員。

目的：

1) 透過參予滾球活動，學曉應有的禮儀，加強學生專注
力和忍耐力，須沉着學習，從而培養其學習態度，認
真學習。
2) 學生可在過程中得以承擔責任，開拓視域，從個人和團
隊中學習處事之道，積極面對「滾球活動」合作事宜，
於處事上增強其組織能力、團隊精神和自信。

施行細則： 由外間團體(或合資格滾球教練)提供基礎性訓練。
擬聘用之人士：－
所需學歷／資歷：對草地滾球活動有基本認識並獲教練資格人仕。
薪酬﹕時薪$200（另強積金 5%，合共$210.00）每堂 2 小時
財政預算： 每堂$420 x 12 堂 = $5,040.00
表現指標： 學生出席率達 80%，學生能學會基本滾球技術及規則，
學生於校際比賽獲最少一項奬項。
評估機制： 1. 審閱出席報告。
2. 檢視校外比賽表現。
負責老師： 陳子欽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P.16R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手球男女子訓練班(一人一體藝)
背景：

手球隊屢獲獎項，但除校隊訓練外，更需為對手球有興趣的
學生提供初級訓練。

目的：

透過手球運動，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及自律習慣，亦可從中
選拔校隊隊員參加比賽。

施行細則： 逢星期五
4:00 pm – 6:00 pm
地點：學校操場
擬聘用之人士：－
名稱：

註冊手球教練

所需學歷／資歷： 一級手球教練
薪酬：

時薪$220（另強積金 5%，合共$231）

財政預算： $231 x 2 x 30 小時 = $13,860.00
表現指標： 手球訓練班成員有 70%同學能成為手球校隊成員。
體能方面，70%經訓練後可獲保良局體適能奬勵計劃嘉許狀。
評估機制： 評估手球訓練班成員的體能和手球表現。
負責老師： 鄧允泉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P.16S

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活動部
項目名稱： 手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背景：

手球為本校主力運動，上年度獲沙西區學界手球賽及公開
賽多項獎項。

目的：

維持及提高本校手球水平，令學生增強自信，從而在學習
上加以發揮。

施行細則： 聘請教練任教，每星期三次，逢星期二、四，時間為
4:00pm – 6:30pm，逢星期六 10:00am – 1:00pm，另長假期
亦需安排訓練。除練習外教練需帶領球隊參加學界比賽，
校外公開賽如分齡賽，五人手球賽及沙灘手球賽等。
總時數： 1.上課天(逢二、四)：51 次 x 2½小時 = 127.5 小時
2.逢星期六：30 次x 3 = 90 小時
3.長假期(已不計暑假) 3 次x 4 天x 4 小時= 48 小時
4.比賽(只計算學界賽及分齡賽) 5 組 x 10 場
x 2 小時= 100 小時
擬聘用之人士：－
名稱：

註冊手球教練

所需學歷／資歷：一級手球教練
薪酬：

時薪$220（另強積金 5%，合共$231.00）

財政預算： $231.00 x

365.5 小時

=

$84,430.50

表現指標： 手球校隊於校外比賽獲首三名奬項。
評估機制： 檢視手球校隊校外比賽的獲獎情況及校隊隊員獲選代表
香港隊的情況。(2014 年 9 月- 2015 年 4 月成績见附頁)
負責老師： 鄧允泉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朱啟源
P.16T

2014/15 年度手球隊得獎情況
1.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2014 年全港青少年手球分齡賽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康文署
男子 u14 組
季軍
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彩虹道手球場、中山體育館
關兆岐(s3c09)、蔡東熙(s3c02)、劉嘉堯(s3a11)、林國鏗(s3c12)、
曾穎康(s3a16)、張劍聰(s3b02)、林嘉龍(s3c11)、徐錦輝(s2c12)、
林慶賢(s2c03)、馮開業(s2b09)、何祥燁(s2b10)、楊明翰(s2a28)

2.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沙田及西貢區學界手球錦標賽(2014-2015 年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冠軍
2014 年 1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1 日
北區公園手球場
吳寳堯(s6b11)、莊若川(s6b06)、蘇榮棋(s6b12)、李振忠(s5b09)、
張豪傑(s5c24)、黃子健(s5a13)、周俊賢(s4A01)、馬鍵誠(s4a12)、
吳銳全(s4d15)、蔡耀啟(s4d06)、張柏謙(s4c07)、譚兆鋒(s4d22)、
謝錦威(s3a20)

3.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2014 年地區手球訓練計劃區際比賽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康文署
男子組
季軍
2014 年 10 月 4 日-2015 年 3 月 21 日
彩虹道手球場，石峽尾公園體育館
蔡東熙(s3c02)、林國鏗(s3c12)、劉嘉堯(s3a11)、關兆岐(s3c09)、
曾穎康(s3a16)、張劍聰(s3b02)、蔡耀啟(s4d06)、周俊賢(s4A01)、
徐錦輝(s2c12)、吳國熙(s4a13)

4.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2014 年地區手球訓練計劃區際比賽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康文署
女子組
季軍
2014 年 10 月 4 日-2015 年 3 月 21 日
彩虹道手球場，石峽尾公園體育館
楊礎搖(s3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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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第九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挑戰賽
駿源體育會、康文署
女子乙組
冠軍
2015 年 3 月 8 日
朱敬文中學
楊礎搖(s3d27)、蘇曉童(s3d20)、何曉琳(s4d11)、劉子穎(s4d15)、
盧芷婷(s2d14)

6.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第九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挑戰賽
駿源體育會、康文署
男子丙組
殿軍
2015 年 3 月 15 日
朱敬文中學
林子燊(s2a10)、鄒德武(s1a03)、周倬銘(s1a05)、陳業偉(s1a02)、
李德誠(s1a16)、林滿禧(s1b08)、鍾華俊(s2d09)

7.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第九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
駿源體育會、康文署
男子組
冠軍
2015 年 3 月 8 日
朱敬文中學
張劍聰(s3b02)、林國鏗(s3c12)、劉嘉堯(s3a11)、曾穎康(s3a16)、
蔡東熙(s3c02)、吳國熙(s4a13)、楊咏鴻(s3b26)、馮開業(s2b09)、
林子燊(s2a10)

8.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第九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
駿源體育會、康文署
男子組
季軍
2015 年 3 月 1 日
朱敬文中學
吳泳楓(s3a14)、林嘉龍(s3c11)、林慶賢(s2c03)、徐錦輝(s2c12)、
關兆岐(s3c09)、蔡耀啟(s4d06)、張柏謙(s4c07)、潘卓謙(s4d21)

9. 活動名稱：
舉辦機構：
參加組別：
獎項：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得獎者名單﹕

沙田及西貢區學界手球錦標賽(2014-2015 年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
殿軍
2014 年 12 月 6 日-2015 年 4 月 25 日
大埔頭遊樂場、排球村手球場
張劍聰(s3b02)、林國鏗(s3c12)、劉嘉堯(s3a11)、曾穎康(s3a16)、
蔡東熙(s3c02)、吳國熙(s4a13)、楊咏鴻(s3b26)、馮開業(s2b09)、
吳泳楓(s3a14)、林嘉龍(s3c11)、林慶賢(s2c03)、徐錦輝(s2c12)、
關兆岐(s3c09)、潘卓謙(s4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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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資 訊 科 技 部
項目名稱：

優化資訊科技設備，改善教學環境

背景：

在 2006 年本校透過第二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
新世紀》獲得優質教育基金以配對撥款形式資助本校更換本校三間電腦室 105
台電腦，現已使用接近 10 年。由新高中課程開始至今 4 年，各科對使用資訊科
技設備的需求亦有所提高，而各科亦多以專題探究為核心的學習模式，令三間電
腦室的使用率不斷提高，從而令電腦損壞數目亦不斷增加。另外，由於現有電腦
硬 件 未 能 滿 足 現 時 教 學 軟 件 的 基 本 配 置 ， 例 如 圖 像 編 輯 軟 件 Adobe
Photoshop，影音剪接軟件 VideoStudio 等，都需要高容量記憶體及高速 CPU
運算，這樣令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進度產生明顯的差異，老師除應付教學，亦花
費不少時間處理電腦損壞及軟件的兼容性所產生的問題（安排學生調位、更換電
腦等），令課堂上的教學效能降低。
為提供一個良好的資訊科技教學環境，提升資訊科技學習的效能，建議透過
本計劃的資助，更換電腦實驗室（19CL）內其中 45 台損壞或無法安裝新電腦教
學軟件的電腦，改善資訊科技教學環境。

目的：

改善資訊科技設備，提升教學效能，增強學生學習興趣，建講愉快學習環境。

施行細則：

更換 1 間電腦室內其中 45 台電腦。

擬聘用之人士：－

不適用

財政預算：

桌面電腦

表現指標：

4600

X

45

=

HK$207,000.00

1. 課堂教學效能的提升
2. 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績都能顯著提升

評估機制：

教師回饋（問卷與面談）及評估教材套，教師及學生的意見問卷調查

負責老師：

梁景耀

主任簽署：

日期：

26-06-2015

梁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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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教務部
項目名稱： 1. 學科獎學金
2. 交流團獎學金
背景：

1. 本校大力發展特色科目，所以設立學科獎學金，鼓勵
學生在特色科目的發展。
2. 本校舉辦交流團已有資助但餘額仍貴，家長負擔吃力。

目的：

1. 鼓勵學生在特色科目的發展。
2. 鼓勵學生爭取優異成績。

施行細則： 1. 由各科科務會提名，經由校長及教務部正副主任組成
的遴選委員會，根據學生在本校特色科目(視覺藝術
科、設計與應用科技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旅遊與
款待科、健康管理及社會關懷、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科)的全年成績及校內外比賽獎項遴選，獎學金金額
每份 1,000 元，名額 10 名，實際名額由遴選委員會按
當年學生表現決定。
2. 中一至中五各級第一學期成績第一名及操行符合標準
的學生，經由校長及教務部正副主任組成的遴選委員
會通過，可獲資助參加交流團，資助額為 1,000 元。
財政預算： $1,000 x 10 人 + $1,000 x 5 人 = $15,000.00
表現指標： 學生在特色科目的表現。
評估機制： 學生在校內考試、公開考試的成績及校外獲獎的表現。
負責老師： 黎紹基

主任簽署：

日期：

26 – 6 – 2015

黎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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