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開支報告  

聘請教職員的類別 學校發展津貼(HK$) 

本年度政府撥款 $ 732,648.00 

1. 合約教練八名 $ 43,889.00 

2. 資訊科技助理一名 $ 161,280.00 

3. 文書人員兩名 $ 303,660.00 

4. 其他：聘代課教師及校役 $ 1,675.80 

聘請教職員總數 11 人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學校發展津貼開支總額 $ 510,504.80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款額佔學校發展津貼的百分率 69.68% 

 

 

 

 

 

 

 

 

 

 

 

 

 

 



2017-2018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行政 聘用「校務書

記」文員 

1. 以月薪方式聘用「校務書記」書

記級文員一名，協助教師處理非

教學性的工作。 

2. 協助行政人員處理非教學性的

工作。 

3. 處理校長、副校長交辦事務。 

1. 教師工作量可以減輕。 

2. 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3. 行政人員獲得更大支援。 

4. 課外活動能順利舉辦。 

 

經過在校務會議的諮詢後，教

師、行政人員均表示是項計劃切

合需要，並可實際減輕教務及行

政人員之工作量。  

 

贊成於 2018

年度繼續推

行是項計

劃。 

文書助理 1. 協助及策劃校內、校外活動工

作。 

2. 協助及策劃校外團體舉辦之參

觀、活動及比賽。 

3. 邀請相關機構到校舉行講座。 

 

1. 文書助理協助統籌各項

關注事項發展活動，老師

能有更多作策劃及推動 

2. 透過協助推動各類活

動，提升學生的自信。 

3. 協助整理活動資料、紀錄

及問卷資料，為老師提供

數據資料，以作評估。 

經過在校務會議的諮詢後，教師

均表示是項計劃切合需要，並可

實際減輕教學人員之工作量。 

贊成於 2018

年度繼續推

行是項計

劃。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中文科 聘請日薪教師

一名協助中文

科說話訓練。 

1. 聘請一位有口試訓練經驗的代

課老師為小六同學進行口試訓

練。 

2. 代課老師於每節請5-6位小六同

學到指定地點進行口試訓練，並

給予評語。 

3. 完成訓練後，代課老師提交一學

生表現評估表給科主任，科主任

再派發給小六的中文科科任老

師以作參考。 

4. 代課老師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 

1. 在系統評估中文科口試

方面表現有所提升。 

2. 學生在中文科的校内口

試成績亦有所提升。 

1. 由有經驗的老師訓練後，提

出個別同學在口語表達時

的問題，從而加以指導，增

加學生說話訓練的機會及

自信心。 

2. 減輕科任老師個別為同學

進行口語訓練的時間，更能

集中訓練系統評估的其他

範疇。 

3. 有關班別的中文老師一致

認為效果理想。 

4. 聘任校外教師訓練學生，有

助學生適應環境的改變。 

導師表現積

極，師生有

所裨益；如

有經費，適

宜繼續舉

行。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英文科 英語音樂劇 聘用專業的導師教授同學、戲劇、

聲樂及舞蹈技巧，指導同學作英語

音樂劇的表演。 

1. 學生於學年結束前填寫

問卷。 

2. 學生於 2018 年 12 月奉基

30 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內

公開演出的表現。 

3. 導師對整體進度的評語。 

由於 30 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延至

2019 年 2 月舉行，英語音樂劇的

訓練順延至 2018 年 9 月開始，

故本年度申請的發展津貼未有

支出。 

建議 2018年

度繼續舉辦

是項訓練計

劃。 

數學科 奧數小種子 聘用 4名兼職數學科導師負責教授

解難技巧，以及舉辦模擬數學比賽

的訓練。 

1. 學生在學校的數學成績

表現。 

2. 學生在代表本校參加校

外數學比賽的表現。 

3. 學生對數學題目的興趣。 

1. 學生在校內的數學科成績

優異。 

2. 提升校外數學比賽的參與

率。 

3. 根據導師的報告，大部份學

生在上課時表現積極、投

入，學習氣氛良好，對課程

內容感興趣。 

建議 2019度

繼續舉辦是

項訓練計

劃。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音樂科 弦樂小組 聘用一名導師作小組的指揮，帶領

同學合奏樂曲及作公開表演。 

1. 學生於學年結束前填寫

問卷。 

2. 學生作公開演出的表現。 

3. 導師對整體進度的評語。 

1. 學生對於活動整體表示滿

意，也期望來年繼續舉辦同

樣活動。 

2. 弦樂小組代表學校參加「美

樂頌親恩音樂會」，吸取舞台

經驗。 

3. 弦樂小組亦於本年度才藝大

爆發演出，表現良好。 

4. 根據導師的評語，全部學生

在排練時表現積極、投入；

學生有持續的進步。 

建議 2018度

繼續舉辦是

項訓練計

劃。 

體育科 軟式排球訓練 1. 提升學生排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排球的興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增加學生練習之機會。 

1. 學生能夠掌握排球的基

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排球技術。提

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理想。 

2. 排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善。 

3. 學生以二至四年級為主，男

女混合，可以從訓練中提升

部份學員加入排球校隊。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聘請教

練，協助老

師訓練學

生，提升學

生的排球技

術。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體育科 女子乒乓球班 1. 提高學生練習乒乓球的興趣。 

2. 增加學生練習乒乓球的機會。 

3.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術。 

4. 增加學生參加比賽的經驗 

1. 學生能夠掌握乒乓球的

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超過一個

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術。 

4. 學生能運用乒乓球比賽

的策略。 

1. 各隊員均能提昇基本技術。

（基本技術：發球、接發球，

搓球、正手抽擊及反手推檔

及比賽戰略。） 

2. 學生投入練習，積極参加各

項比賽。 

3. 全年共參加四項乒乓球賽

事； 

 九東學界乒乓球賽 

 2017 恆生學界盃乒乓球

賽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乒乓

球友誼賽 

希望來年能

繼續運用這

項津貼聘請

教練，以便

協助老師訓

練學生，期

望學生有出

色的現。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體育科 男子乒乓球 1. 提高學生練習乒乓球的興趣。 

2. 增加學生練習乒乓球的機會。 

3.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術。 

1. 學生能夠掌握乒乓球的

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超過一個

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術。 

4. 學生能運用乒乓球比賽

的策略。 

1. 各隊員均能掌握基本技術。

（基本技術：發球、接發球，

搓球、正手抽擊及反手推

檔。） 

2. 全年共參加兩項學界賽事(九

東學界賽及恆生學界盃)  

希望下年度

能繼續運用

這項津貼聘

請教練，以

便協助老師

訓練學生。 

 

 

體育科 女子籃球訓練 1.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籃球的興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提高本校在學界比賽中的成

績。 

1. 學生能夠掌握籃球的基

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友校比賽

及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籃球技術。 

4. 提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良

好。超過 80%。 

2. 籃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善。 

3. 全隊的攻防戰術、投籃準確

度及全隊默契都得以提升。 

4. 新亞中學三人籃球賽亞軍、

蔡功譜中學「忠愛盃」小學

籃球邀請賽季軍及九東區籃

球比賽優異獎，進入 8 強。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聘請教

練，協助老

師 訓 練 學

生，提升學

生的籃球技

術。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體育科 男子籃球訓練 

 

聘用兩名籃球教練訓練校隊。 1.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籃球的興

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良

好。初組 89%，高組 85%。 

2. 籃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善。 

3. 全隊的攻防戰術、投籃準確

度及全隊默契都得以提升。 

4. 九東區籃球比賽優異獎。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提升

學生的籃球

技術。 

體育科 羽毛球預備組

訓練 

 

1. 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羽毛球的興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提高本校在學界比賽中的成

績。 

1. 學生能夠掌握羽毛球的

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羽毛球技術。 

4. 提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良好。 

2. 羽毛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

善。 

3. 學生有參考學界比賽。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聘請教

練，協助老

師 訓 練 學

生，提升學

生的羽毛球

技術。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體育科 游泳校隊訓練 1. 引發學生對游泳的興趣。 

2. 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 

3. 透過運動達致身心健康。 

4. 為游泳校隊培養第二梯隊成

員。 

1. 學生能夠掌握游泳的基

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校內比

賽、校際比賽及不同類別

的比賽。 

3. 提升學生的練習及比賽

意識。 

4. 提升學生的身體素質。 

1. 學生投入練習，出席率約

60%。 

2. 學生游泳技術及體能得以改

善。 

3. 低年級參與泳隊訓練的學生

的人數增加 

4. 能提拔更多優秀運動員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聘請教

練及支付泳

池租金，協

助有關專業

訓練學生，

提升學生的

游泳技術。 

體育科 三項鐵人 

訓練 

1. 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 

2. 透過運動達致身心健康。 

3. 透過訓練及比賽，鍛鍊意志和

毅力。 

1. 提高學生對三項鐵人運

動的興趣 

2.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 

3. 能至少完成一場三項鐵

人比賽。 

1. 訓練出席率超過 85%，學生

非常投入。 

2. 單車技術得到大改善。 

3. 共有 22 名學生曾至少完成一

場本年度三項鐵人總會所舉

辦的賽事，亦能於個人及團

體賽中獲獎，成績良好。 

建議來年能

繼續用這項

津貼聘請教

練，協助老

師 訓 練 學

生，提升學

生的公開水

域游泳、單

車及長跑技

術。 



 

類別 項目 工作重點 表現指標 效果評估 備註 

制服團體 香港基督少年

軍 

1. 訓練學生建立自律的能力及於

活動中負起互相照顧的責任； 

2. 增加學生的經歷活動，從而關

注社會上不同群體的需要； 

1. 少年軍在訓練過程中投

入及表現有興趣 

2. 提高少年軍的良好品格

及團隊精神 

少年軍們於日營活動中十分投

入,重新反思何謂合作和責任,往

後於隊中更積極為他人付出。 

 

希望於來年

可再次申請

此項津貼。 

資訊科技 聘用「I.T.教學

助理」 

聘用一位「I.T.教學助理」協助老

師： 

1. 輸入、編輯及製作簡易教材 

2. 製作及剪裁多媒體教材 

3. 維護學校網頁 

4. 管理教學資源庫 

5. 管理校園電視台 

1. 教材的質和量俱達滿意 

2. 教學資源庫能提升教師

的教學效能 

3. 開發具質素及資料豐富

的網頁 

4. 電視台能製作具質量的

教學影片 

1. 由老師評估「I.T.教學助理」

的工作表現；而老師對其工

作表現感到滿意；  

2. 調查老師對多媒體教材的滿

意程度，而各老師均感滿意； 

3. 諮詢老師對教學資源庫的使

用情況及滿意程度，而各老

師均感滿意； 

4. 學校網頁能向外界學校的辨

學宗旨，介紹學校的發展；

學習網頁能推動學習活動，

也讓家長、學生及公眾人士

認識本校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 

5. 諮詢老師對校園電視台製作

的教學影片的滿意程度，而

各老師均感滿意。 

此項措施能

減輕老師的

工作量，建

議下學年繼

續維持聘用 

I.T. 助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