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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 2004 – 2005) ( 

項目 負責人 
1. 中一、中二補底計劃（中文） 張健美老師 
2. 中三、中四補底計劃（中文） 郭家鼎老師 
3. 中一、中二拔尖計劃（中文） 黃志偉老師 
4. 中三、中四拔尖計劃（中文） 范小玲老師 
5. 中一至中七專題講座（中文） 黃志偉老師、范小玲老師 
6. 提升中四、中五、中六寫作能力 范小玲老師 
7. 中一、中二補底計劃（英文） 高錫球老師 
8. 中三、中四補底計劃（英文） 冼麗詩老師、葉就鴻老師 
9. 中六拔尖計劃（英文） 李茵茵老師 
10. 數學科初中補底 蔡岱榮老師、楊慧儀老師 
11. 領袖訓練課程 傅慧莉老師、黃伯基老師 
12. 戲劇訓練 梁少佳老師、范小玲老師 
13. 中文辯論學會 蔡岱榮老師 
14. 美術科素描工作坊 卓慧敏老師 
15. 美術科中國繪畫研習班 卓慧敏老師 
16. 美術科網頁製作工作坊 卓慧敏老師 
17. 體育科划艇計劃 黃百明老師 
18. 資訊教學助理 黃智山老師 
19. 教學助理 余富強神父 
20. 考試監考員 李汝富老師、孔桂珍小姐 
21. 會計科 黃嘉明老師 
22. 宗教培育組 黃嘉明老師、黎子蕙老師 
23. 校務處助理 余富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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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 中一、二補底計劃（中文） 
負責人： 張健美老師 
 
進展性評估： 
透過重溫課堂所學，鞏固學生基礎。 
 
總結性評估： 
1. 大部份參與學生在學期末的考試成績都有明顯進步，如能取得合格成績。 
2. 學生口語表達能力有明暊進步，可從其會話一卷中得知。 
 
 
項目二： 中三、中四補底計劃（中文） 
負責人： 郭家鼎老師 
 
進展性評估： 
透過重溫課堂所學，鞏固學生在寫作及閱讀理解方面的基礎。中四學生掌握會考課程。 
 
總結性評估： 
1. 大部份參與學生在學期末的考試成績都有明顯進步，如能取得合格成績。 
2. 學生在寫作一卷的成績有較顯著的進步。 
 
 
項目三： 中一、二拔尖計劃（中文） 
負責人： 黃志偉老師 
 
進展性評估  
透過課堂提問、各項語文練習、觀察、討論、閱讀記錄等，學生的語文運用能力明顯提高。 
 
總結性評估 
1. 超過九成的同學（中一）於考試中取得 70 分以上的成績，令人滿意。 
2. 超過九成的同學（中二）於考試中取得 60 分以上的成績。 
3. 透過電話訪問家長，不少均表示清楚了解子女的學習表現，並適時輔導。 
4. 學生對寫作的興趣略見提高，有部份同學主動寫文章予導師批改。 
5. 同學出席率達百分之一百。 
6. 導師表示同學上課時態度認真。 
7. 個別同學於公開徵文比賽中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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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中三、四拔尖計劃（中文） 
負責人： 范小玲老師 
 
進展性評估  
透過課堂提問、各項語文練習、討論、閱讀記錄等，學生的言文運用能力明顯提高，對會考
的要求有更深入的認識。 
 
總結性評估 
1. 超過九成的同學（中三）於考試中取得 65 分以上的成績。 
2. 全部參加的同學於考試中取得合格，唯進步未見顯著。 
3. 大部份中四同學均表示計劃對他們有實際幫助，對會考寫作一卷有更深入的認識。 
4. 有部份參加同學於公開徵文比賽，如微型小說創作大賽中獲獎。 
5. 導師表示同學上課態度認真，但同學的語文能力，則未見出色。 
6. 讓老師更了解學生的能力，調整教學策略。 
7. 大部份同學出席率均超過九成。 
 
 
項目五： 中一至中七專題講座（中文） 
負責人： 黃志偉老師、范小玲老師 
 
a. 中三四深度閱讀 

總結性評估 
1. 講座進行期間同學反良好，不少同學均表示時間不足，未能問講者問題，有意猶未

盡之感。 
2. 學生主動向老師借閱講者作品。 
3. 約九成中三同學表示課程具啟發性，明白何謂文學創作。 
4. 部份同學表示課程提升其對閱讀經典文學作品的興趣，更有些主動向老師及講者索

取有關經典文學作品的書目。 
 

b. 文化科講座 
總結性評估 
1. 講座進行期間同學反應良好，積極發問，唯時間不足。 
2. 周會紀錄小冊子中，同學表示講者演說生動，技巧了得，易於吸收，能開拓同學的

想像空間，對中國語文的認識增加了不少。 
 
 
項目六： 提升中四、中五、中六寫作能力（中文） 
負責人： 黃志偉老師、范小玲老師 
 
總結性評估 
1. 學生均表示由校外老師統一批改全級學生作文，能更清楚其寫作水平。 
2. 學生寫作水平略有提升。 
 
 
總結項目第一至六項，款項使用情況如下： 
修訂後之預算支出：$56,150.00- 
累積支出    ：$55,745.00- 
使用百分率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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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 中一、二補底計劃（英文） 
負責人： 高錫球老師 
 
中一、中二補底計劃 
1. 有 32 名學生受惠。 
2. 學生能夠更進一步地掌握文法知識，鞏固他們的英文基礎。 
3. 導師很有耐性地教導這班學生，幫助他們追上進度。 
 
 
項目八： 中三、四補底計劃（英文） 
負責人： 冼麗詩老師、葉就鴻老師 
 
中三補底計劃 
1. 有 32 名學生受惠。 
2. 學生聆聽能力得到提升。 
3. 學生下學期大考成績比上學期考試成績有所進步。 
4. 導師能指導同學在聆聽時如何掌握記下重點、字詞的技巧。 
 
中四補底計劃 
1. 有 32 名學生受惠。 
2. 學生的文法知識得到提升。 
3. 導師指出大部分學生留心聽講且努力學習，但有小部分卻間或遲到，影響其他學生學習。 
 
 
項目九： 中六拔尖計劃（英文） 
負責人： 李茵茵老師 
 
1. 有 16 名學生受惠。 
2. 參與學生表示此課程對他們的會話能力幫助甚大。 
3. 學期完結前，這 16 位同學在其班內可自信地作二分鐘流利的短講。 
4. 受助學生英文科期考會話卷成績得到提升。 
5. 導師有超過二十年教學經驗，給學生具有啟發性的指導。 
 
 
總結項目第七至第九項，款項使用情況如下： 
預算支出：$31,600.00- 
累積支出：$29,200.00- 
使用百分率：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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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 數學科初中補底 
負責人： 蔡岱榮老師、楊慧儀老師 
 
重點： 
希望藉著補底理念，提高初中數學科能力較弱的學生學習動機及成績。 
 
成效評估：  
1. 本年度共有 153 人次受惠。 

(中一級：41 人次；中二級：53 人次；中三級：59 人次) 
 

2. 平均超過 70%同學出席，大部份同學均滿意導師之表現。 
 
3. 科主任在本年度已要求所有導師已電腦編寫講義，大部份課堂亦以達到此標準。 
 
4. 由於上年度有導師反映部份同學上課態度比較差劣，故本年度科任老師以在揀選同學時

已考慮此因素。 
 
5. 大部份同學(約 60%)在數學科成績均有提升。 
 
6. 由於本年度學校增多學校非上課的學習日及有其他活動，以致課輔課節比往年減少，經

科任老師商議後，決定於中二及中三級各增加一班拔尖班。 
 
7. 由於學校於學後經常舉辦活動，故出席率未如理想，本科決定於來年嘗試在星期六舉辦

課輔班。本科亦會將有關訊息向一向在週末舉辦課輔班的科目發放。 
 
8. 本年度本科引入問卷調查，在課程 後一堂給予同學填寫，再將結果給與任教導師及負

責老師作檢討及跟進。 
 
9. 預算支出：$15,300.00 

實際支出：$14,790.00 
使用百分率：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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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一： 領袖訓練課程 
負責人 ： 傅慧莉老師、黃伯基老師 
 
活動日期：2004 年 11 月 12 – 14 日 
對象：中四至中六學會幹事及學長 
協辦機構：聖雅各福群會 
 
活動推行情況： 
1. 由於報名未見熱烈，故本組邀請個別班主任在班內推薦學生參加。在報名的學生中，只

有半數為學會幹事及學長，其餘為班會職員、科長，甚至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後有 40 名中三至中六學生報名。出席活動者有 38 人(兩人因病缺席)。 

 
2. 由於活動多元化及吸引，參與學生非常投入各項活動之中。 
 
成效評估： 
1. 自行報名者少，反映學生在領袖技能上增值意識不足。經班主任大力推動下才有足夠人

數參加，但並非全部為學會幹事或學長。 
 

建議： 
 
 

加強學生在領袖技能上增值的意識。加強班主任推動學生參加的角色。 
來年停辦一年，改由本組舉辦工作坊，以節省資源。 

 
2. 目標評估： 

參與者在活動完結時填寫的問卷結果： (收回問卷 38 份) 
 極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透過活動，你增強了對自己的認識及信心 13.2% 57.9% 13.2% 0% 0% 
透過活動，你學習了有效溝通的技巧 13.2% 47.4% 23.7% 0% 0% 
透過活動，你增強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23.7% 47.4% 13.2% 0% 0% 
透過活動，你對所屬團隊增加了團隊精神 26.3% 44.7% 13.2% 0% 0% 

           
大約七成學生同意透過活動增強了對自己的認識及信心、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對所屬團隊
增加了團隊精神，六成學生表示透過活動學習了有效的溝通技巧。 

 
建議：活動導師同意活動能協助學生達到活動的目標。如學生能掌握休息時間，提昇能

力及狀態，活動效果及目標達成能力可能會更佳。 
 
3. 參與者在 2005 年 5 月時填寫的自評問卷結果： 
   (因中五學生已離校，故只收回問卷 26 份。) 

 
極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透過活動，你增強了對自己的認識及信心 15.4% 57.7% 23.1% 0% 3.8% 
透過活動，你學習了有效溝通的技巧 7.7% 61.5% 26.9% 3.8% 0% 
透過活動，你增強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26.9% 53.8% 15.4% 3.8% 0% 
透過活動，你學習了建立團隊精神的技巧 26.9% 50% 23.1% 0% 0% 

 
大約七成學生同意透過活動增強了對自己的認識及信心、溝通技巧、解決問題能力及學
習了建立團隊精神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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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出：HK$18,750.00 
支出：HK$19,232.00 
使用百分率：102.5% 
(因增加了一項活動而使器材及導師費增加，所以實際支出比預期多。) 
                              
備註：紀訓組主任黃伯基老師已離職，故此評估報告由傅慧莉老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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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二： 戲劇訓練 
負責人 ： 梁少佳老師、范小玲老師 
 
導師已按自訂課程完成超過 20 節的戲劇訓練課程，於 2 月期間創作了劇本〈爸爸的李爾王〉，
期間帶領學員綵排，於 3 月參加校際戲劇節、5 月參與校際戲劇節公開演出及 7 月參與灣仔
區學校家長聯會才藝展各一次。本會今年共獲 5 個獎項。導師準時出席及積極帶領以上各活
動。各學員亦讚賞導師設計的活動及其友善態度。 
 
財政報告： 
預算支出： HK$8,000.00 
實際支出：導師薪酬 HK$8,000.00，觀賞話劇 HK$2,000.00 
使用百分率：125% 
 
超支原因：與中文科合辦話劇欣賞，邀請香港話劇團到校演出，內容與新高中課程有關。 
 
 
項目十三： 中文演辯學會 
負責人 ： 蔡岱榮老師 
 
關注重點： 
推廣中文演辯及運用師徒制方式培育辯論隊。 
 
成效評估： 
1. 導師在本年度教授辯論知識予本會會員，令同學能在中文演說技巧上有所提升，並發展

他們在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2. 超過 80%的同學滿意導師的教導。 
 
3. 本會今年度在各項比賽均有出色之表現。(獲得一項本港性比賽季軍一名及在第四屆基本

法盃賽事打入八強) 
 
4. 導師表示同學在上訓練班及比賽時均態度認真。 
 
5. 同學出席率達 80%以上。 
 
6. 本年度在學會導師的鼓勵下，本校有二位同學成功獲選聯校中文辯論學會主席及賽務一

職，令本會在人材培訓上達到更高的層次。 
 
7. 預算支出：$5,000.00 

實際支出：$5,000.00 
使用百分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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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四： 美術科素描工作坊 
負責人 ： 卓慧敏老師 
 
檢討： 
關注項目 ：加強同學在藝術發展多方面的專材訓練。 
總結性評估：1.導師的評估中得悉學生學習態度認真投入。 
      2.學生在此訓練中有更專門化之指引，學習成效中見到學生的素描技巧上升。 
評估模式 ：1.導師評核 2.學生自評 
資源   ：預算支出：$8,000.00 
      實際支出：$3,150.00 
      使用百分率：39.3%（原因：課程報價比預期便宜。） 
 
建議： 
可用高年級同學先開初班，為他們建立好基礎，並聘請學兄導師開研習班有更親切的教授。 
 
 
項目十五： 美術科中國繪畫研習班 
負責人 ： 卓慧敏老師 
 
檢討： 
關注項目 ：加強同學在藝術發展多方面的專材訓練。 
總結性評估：1.學生對中國畫的認識與興趣提昇，反應良好。 
      2.課程完畢後，有八成以上學生的作品能達展出的水準。 
評估模式 ：1.導師評核 2.學生自評 
資源   ：預算支出：$8,000.00 
      實際支出：$4,590.00 
      使用百分率：57.3%（原因：課程報價比預期便宜。） 
 
 
建議： 
初建水墨畫同學會，讓老師在旁指點，延續學習。 
 
 
項目十六： 美術科網頁製作工作坊 
負責人 ： 卓慧敏老師 
 
檢討： 
關注項目 ：推廣本校美術文化 同學對自己的作品成功感加強了。 
總結性評估：1.能在 2004 年 11 月中在學校網頁內上載了超過 50 張學生作品供觀賞。 
      2.學生對自己的作品能上載在公開的網頁上，表現雀躍及投入。 
評估模式 ：1.導師評核 2.學生自評 
資源   ：預算支出：$8,000.00 
      實際支出：$8,000.00 
      使用百分率：100% 
 
建議： 
工作坊轉型成聘請專業人才製作連小型教授，以加強跟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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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七： 體育科划艇計劃 
負責人 ： 黃百明老師 
 
推行日期：2005 年 3 月 14 – 18 日及 2005 年 3 月 21 – 23 日 
參加人數：145 人 
訓練費用：由校方支付共 HK$17,758.40，預算支出 HK$28,000.00，使用百分率：63.4%（原

因：往返場地車費由學生支付。） 
成效  ：所有同學獲得由中國賽艇協會頒發一星划艇証書。 
 
 
項目十八： 資訊教學助理 
負責人 ： 黃智山老師 
 
推行計劃： 
聘請一名資訊教學助理，協助老師和學生運用資訊科技教學和學習、製作教材，並於課餘時
間負責管理多媒體室及其他電腦設施。 
 
評估： 
1. 在本學年，資訊教學助理儘心協助各科老師運用資訊科技設備教學和多媒體製作教材，

並於課餘時間負責管理多媒體室及其他電腦設施。 
 
2. 竭力負責維修和保養整個網絡及一般軟、硬件，令資訊科技教學能得以順利進行。 
 
3. 教學助理工作投入、有熱誠，肯承擔責任；資訊科技小組組員在評估問卷中的整體評分

為良好(四級中的第二級)。 
 
4. 資訊教學助理一年薪酬(連年終獎金)的總支出為$109,960.00，與預算支出相同。 
 
5. 預算支出：$10,960.00 
  實際支出：$10,960.00 
  使用百分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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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九： 教學助理 
負責人 ： 余富強神父、孔桂珍小姐 
 
甲：教學助理工作表現 

a. 協助老師的文書處理工作，平均每天五小時。 
b. 老師交託之工作，通常在同一天內完成。 
c. 責任感及可靠性屬「一般」，工作投入程度在減退。 
d. 課外活動聯絡，協助全方位學習，達基本要求。 
e. 工作能力本年度未見提升，應急能力仍低。 

 
乙：教師 

準備教學及輔導學生時間的增加，難準確量度或比較這與專責助理的協助有多少直接關
連，因有不同的施行計劃替老師創造空間。一般而言，老師可以使用的時間確見增多。
來年宜在這方面作整體的評估。 
 
經訪問五位科、組主任，認為教學助理之服務確能協助他們增多時間專注科、組工作。
滿意度：平均評分為 高六級之第五級。 

 
丙：不續約 

由於以上甲項 c, e 項所述理由，本人經徵詢不同組別負責人後，確認「停滯不前」的情
況，故不考慮續約。 
 

丁：開支 
預算開支：$77,200.00 

  實際開支：$77,200.00 
   使用百分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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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 考試監考員 
負責人 ： 李汝富老師、孔桂珍小姐 
 
 
工作情況： 
1. 上學期有 14 位家長參與監考工作，共監考 172.75 小時，時薪$25。 
2. 下學期有 11 位中七畢業生參與監考工作，共監考 198.25 小時，時薪$30。 
 
成效： 
1. 向老師發問卷，回覆有 35 份，絕大部認為此計劃可減輕老師工作量，並贊成此計劃延續

下去。 
2. 家長及畢業生方面的問卷回覆是工作流程清晰，安排滿意。 
3. 老師多了時間改卷，在準時交分方面達致百分之一百 (從電腦入分得知)。 
4. 大部份老師多了時間召開檢討會議，商議學年計劃書。 
 
監考員質素： 
1. 所有外聘監考員在監考前： 

 
 

召前監考簡介會及簡單訓練； 
獲發工作程序指示，以確保監考質素。 

2. 每一外聘監考員都由有老師作出支援，以確保不出錯。 
3. 中七畢業生身份的監考員需穿著恤衫西褲。 
4. 準時監考。 
 
監考員表現： 
1. 出席率： 95%。 
2. 出錯率： 0% 
 
支出：  
上學期： $4,318.75 
下學期： $5,947.5 
共  ： $10,266.25 
 
實際支出：$10,080.00 
使用百分率：101.84% 
原因：因監考人眾多，故安排時多了 4 個小時，超支了$18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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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一： 會計科 
負責人  ： 黃嘉明老師 
 
導師出席次數共十四次，每次準時出席。教材方面準備充份，題目多元化和適合學生程度。
拔尖班的同學在中五模擬會考中取得 100%合格率，並有 5 位同學取得 70 分以上，更有一位
獲取 96 分。 
 
今年更因拔尖班中的同學以小組形式學習，同學有機會互動地研習課題，培育同學協作地解
決難題。所以在 2005 年 6 月有兩位同學主動地　加由職業訓練局舉辦的{全港中學生會計電
腦軟件應用比賽}。並計劃回校教導有興趣的同學，以薪火相傳形式提高更多同學對會計科的
興趣。 
 
總括而言，拔尖補底的課程能針對能力不同的學生作教導，教師更能專注在能力較弱的學生，
提昇整體的成績。 
 
預算支出為$4,900.00，實際支出為$4,900.00，使用百分率 100%。 
 
 
項目二十二： 宗教培育組 
負責人  ： 黃嘉明老師、黎子蕙老師 
 
關注重點:  
1. 讓同學於學習舞蹈後於聖母無原罪瞻禮及感恩節中演出。 
2. 參加者把所學習的技巧帶回班中, 帶領其他同學用於聖母進教之佑慶日的比賽中。 
 
成效評估: 
1. 導師分別於上學期十節的舞蹈課中教授一首曲目之舞蹈，讓同學於聖母無原罪瞻禮演

出。於是次演出後觀眾回應所選曲目較慢，未能感受流行舞蹈的強勁節拍。導師故於下
學期的十節課中選擇一首具強勁節拍的歌曲教授，並於感恩節中與學生一同演出，獲得
好評。 

 
2. 由於導師為護理系學生，有部份舞蹈課節剛遇上到醫院實習，未能準時回校上課或需要

臨時取消課堂，但導師亦能於其他時間回校與學生練習。 
 
3. 參加同學均能與導師建立良好關係，部份同學提高了對流行舞蹈之興趣，主動向導師詢

問舞蹈知識及技巧。有部份同學更自組興趣小組於暑假期間繼續學習舞蹈。 
 
4. 唯參加者大部分為非教友慕道者，而且每次排練時間都非常緊逼，未能透過是次活動傳

遞宗教知識，只在每次演出前都會作簡單祈禱。 
 
5. 預算支出為$6,000.00，實際支出為$5,600.00，使用百分率：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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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三： 校務處助理 
負責人  ： 余富強神父 
 
於五月尾聘得善於文書處理的助理員，開始時協助簡化外評準則資料，及學生品學記錄的處
理。 
 
六月後期當科組老師陸續完成週年計劃及週年報告的初稿；助理員才能開展有關的文書支援
工作，包括內容修訂後的文書處理，讓各主任可以專心內容的修訂，而不用費神於文字的輸
入，或格式的編排。 
 
由於部份主任的計劃書需要多番的修訂、補充；佔用助理員的時間大大增多，故未能開展籌
備學校四十週年活動的工作。 
 
成效： 
助理員確能減省科組主任的工作，讓他們有空進行優化計劃的工作，及指導同學的暑期學習。 
 
支出： 
預算支出：$21,420.00- 
實際支出：$20,625.00- 
使用百分率：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