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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07-2008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甲: 恆常學校發展津貼預算 

項  目 編 號 計 劃 名 稱 申請撥款(元)

01 中一中二批判性思考訓練 52,000

02 「山、水、民、情」--地理、歷史文化跨

境考察 

74,400
課程發展， 

以照顧學習

差異。 
03 商校合作計劃 18,700

04 中國語文科中一級銜接課程  5,000

05 中四至中五級說話訓練計劃 36,000
提高學生語

文能力 
06 中六即席專題演講實戰演練 12,000

07 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 240,660

08 音樂精英培訓計劃：古箏班 11,250

09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音樂創作班 22,500

10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戲劇及舞蹈班 5,600

11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聲藝訓練班 6,000

12 柱墩美化活動 28,000

13 Y-WE工程 2008  30,500

14 中六生領袖訓練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10,080

15 Hip-hop舞蹈組 13,500

16 提升自我形象小組 5,000

 

照顧不同學

生的學習及

成長需要，發

展多元智能。 

17 探索美容業 4,000

應用學習  

課程 

18 應用學習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6,000

計劃申請撥款總額 581,190

教育統籌局撥款額  43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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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預算 

項  目 編 號 計 劃 名 稱 申請撥款(元)

19 語文科教學助理 99,228

20 合約英文科教師一名 

 

275,058

增聘教師，以

協助推行學

習評估及照

顧學生的不

同學習需要。 

21 合約中文科教師一名 275,058

計劃申請撥款總額 649,344

教育局撥款額 654,732

甲項及乙項計劃總額 1,230,534

教育局撥款總額 1,091,208

預計由上學年餘款補貼總額 139,326

 

 
制定計劃程序：以通告形式邀請教師建議計劃項目及撰寫計劃書，由「學

校發展津貼」審批委員會協調及審批作實，並提交校董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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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二學生及家長批判性思考課程計劃    01 (2007-2008) 

背景 
新高中學制將於2009年9月正式推行。2006年9月入學的中一新生將是新高中學

制的首批學生。而新高中課程特色，是學生必須修讀通識教育科。通識教育科的目

標是拓闊學生的知識領域、培養多角度思考、發展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加強對時事的

觸覺。學與教模式採用議題探究方法，學生須運用多種不同思維方法去進行批判性

思考，評估不同的理據，作出正確的推論和判斷。 

本校去年與校外機構合作，為新高中的第一批學生，即中一級，舉辦了一系列之批

判思考工作坊，反應良佳，饒有成效。是故來年除了計劃繼續為中一的學生提供有

關訓練外，更擬把課程拓展至中二級，為去年受訓的學生提供一個持續性的深化課

程，鞏固其技能和知識。 

 

目標 
1. 透過互動講座、互相討論，及實踐活動，學生將認識甚麼是批判性思考、甚麼不
是批判性思考、如何作批判式推論及辨別推論謬誤。 

2. 透過一連串的講座、提問、討論和活動，學生將學會掌握批判性思考的基本及進
階方法。 

3. 舉辦家長研討會，與家長分享協助學生預備新高中課程的方法。 
4. 外聘導師組織及推行有關課程，為通識科教師騰出時間，創造空間，務求能更專

注地為通識科統整課程及準備教材，提升教學質素。 

 

計劃項目 
1. 全體中一學生批判性思考課程，共200名。 全期3節，每節1小時10分鐘。 

2. 全體中二學生批判性思考課程，共200名。 全期3節，每節1小時10分鐘。 

3. 一節中一及中二學生家長研討會(與毅宏橋有限公司及本校家長教師會合辦)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同學能掌握批判性思考的方法。 
2. 參加研討會的家長掌握協助學生預備新高中課程的方法。 
 

計劃評估 
1. 家長、教師、學生及的意見。 

2. 承辦機構的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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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統籌人 
校內： 陳錦霞老師  (初中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洪德銘老師  (高中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校外： Mr Steve Chan (毅宏橋有限公司 Edvenue Limited) 
 

財政預算 

中一： 初級程度 

  共200名學生參加，每40人一班，共5班； 

  學費原價為每名學生150元，即共30000元。 

  折扣優惠價為26,000元。 

中二： 濃縮中級程度及高級程度 

  共200名學生參加，每40人一班，共5班； 

  學費原價為每名學生150元，即共30000元。 

  折扣優惠價為26,000元。 

總數： 52000元 

 

申請撥款 

52,000 元 

課程內容  

年

級 
課

堂 
 

主題

焦點 
系列

程度 
學習成果 思考工具 

(理論基礎) 
課程重點 

1 重點、結論、理由及證

據之解說 
2 有關之辨析方法 

中

一 

3 

一 
(初級
程度) 

能對所見所聞

之資料作批判

性及系統性的

思考及評估 

橋樑模式 
The Bridge 
Model 

有關之實踐方法 
1 遺漏資料、誤導數據、

良好證據及其他可能

解釋之解說 
2 

二 
(中級
程度) 

能對推論性資

料之完整性、準

確性及相關性

作恰當之評估 

CAR模式 
The CAR 
Model 

有關之辨析方法 

中

二 

3 

批 
 
 
判 
 
 
思 
 
 
考 

三 
(高級
程度) 

能辨析一些推

論的邏輯謬誤 
謬誤偵探模式 
The Detective 
Model 

導批判思考特質、錯誤

推論、謬誤種類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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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參與學生之評價(部分內容) 
 我覺得對我很有用，有很大的用處。 
 我覺得好好玩！因為有好多思考性的嘢玩。 
 我覺得上這些課很開心，因為學到知識，又可以玩遊戲。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可以令腦筋轉得好快，我最喜歡第三堂。 
 希望還有多一次。 
 我覺得現在我不會想了一邊，會想一想其他方法幫我解決問題。 
 本身我覺得一點都沒有用，但是今天上了這堂對我的思想成熟了不少。 
 幾好，講解很清楚，令我啟發到什麼是批判思考，上炸彈遊戲堂很有趣。 
 教導我怎樣批判問題，教得很清楚。 
 對以後的生活好有用。 
 能學到書包以外的知識。 
 十分滿意。 
 十分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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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民、情」--地理、歷史文化跨境考察    02 (2007-2008) 

背景與理念 
中國地大物博，各處有不同的地理特質，也孕育出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地理與

文化民情的關係緊密，不言而喻。 

中國的黃河、長江孕育出中原漢族文化。考古界的發現又証明嶺南文化自有其源

頭，與中原歷史文化既不全同，又不全異，組織跨科跨境的河流地貌及歷史文化

考察，正可讓學生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多源性，又能親身辨析地理科所教授的各河

流地貌，可謂一舉兩得。 
 

目標 
透過組織「山、水、民、情」--地理、歷史文化考察團，希望達到以下目的： 

a.增加學生對中國南方河流(漓江或九曲溪)地貌(喀斯特地貌)的認識； 

b.體驗當地民眾如何利用自然環境，吸收中原文化而發展出自己獨有的文化特

色； 

c.了解往民對自然的保護，體會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真義； 

d.加深學生對中國地理民情的認識，從而提升其國民身份之認同； 

e.中七同學與中六同學分享學習經驗，冀提升其學習能力，又能增加對學校的歸

屬感。 
 

受惠對象 
中六及中七學生 
 

統籌人 
李秀君老師(統籌/聯絡/領隊)-----本校中國歷史科老師。 

關榮基老師(領隊)------本校中國歷史科科主任。 

陳錦霞老師(領隊)------本校教務主任、通識科科主任、地理科老師。 

盧冠昌老師(領隊)------本校地理科老師。 
 

評估方式及標準 
由參與跨科考察活動的各科任老師，按學生平日課堂表現及參與程度，予以提名，

從中挑選表現優異同學，參加4或5天考察體驗團。參加考察後，學生須分組報告

考察所得。 
 

實施日期(或有更動) 
2007年12月26-30日 
 

預算 
四天廣西行程：學生26人+領隊教員4人(2420元 x 30)=$72600 

五天武夷山行程：學生20人+領隊教員4人(3100元 x 24)=$7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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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撥款 

74400 元正 

考察行程(初定)： 

行程: 
由於國內航班及價錢未定，需至10月才因應學生報名情況及當時價格決定參與下列

二項中的其中一項行程。 

1. 行程、內容、住宿及交通安排 
 

 廣西 武夷山 

河流考察 漓江 九曲溪 

喀斯特地貌

考察 

  

象山、伏波山、蘆笛岩 大王峰、玉女峰、小藏峰、小

九曲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認

識地質構造、流水侵蚀、風化

剥蚀，重力崩塌等综合作用。

文化歷史 

  

參觀平安壯寨,分組探訪壯族人

家,實地考察壯族的生活習俗、

服飾、建築，體驗壯族農村的生

活。 

鳥瞰壯觀的梯田群體--龍脊梯

田,瞭解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經濟

發展和農業資源的開發利用情

況。 

參觀黃洛瑤寨（觀山歌對歌、珍

珠油茶、長髮梳妝）,瞭解少數

民族的民俗風情和民族文化。 

參觀“陽朔西街”,瞭解小家碧

玉型的南方村鎮建築規模，感受

國際情調的人文景觀。 

參觀山北景區的大紅袍茶園，

了解茶葉的種植過程,認識中

國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參觀 武夷宮門、朱熹紀念館、

三清殿、柳永紀念館、古街、

武夷山博物館、止止庵等,瞭解

源遠流長的武夷山道教文化。

 

參觀下梅古民居,了解下梅民

居的独特建築风格,”一重天

井一重廳”所體现的中國古代

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自然保育 參觀生態環保教育基地—古東

瀑布,參察以地下湧泉采彙集形

成的多極串連瀑布，亞—熱帶楓

樹和馬尾松等植物種類及生態

情況 

參觀全國青少年的科考基地--

世界級的自然保護區，考察青

龍大瀑布景區:植物群落、藤本

植物群、瀑布群等,了解當地動

植物種類及生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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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包括︰ 

1. 全程經濟客位機票、機場建設費及目前標準之燃油附加費。 
2. 行程表上列明交通(30~45座直通巴及旅遊巴)，餐食，門票(不含登塔費用)、
住宿三星級酒店等費用。 

3. 參觀機構之聯絡安排。 
4. 當地司機導遊小費。 
5. 香港領隊1人。 
6. 藍十字旅遊寶中國計劃。(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會員在旅行團出發前宜要求所有
參加旅行團的旅客購買旅遊保險,範圍最少包括緊急撤離、傷殘及死亡賠償。為

妥善照顧學生,同時使交流考察團更為順暢,團費中加入了有關保險。內容詳見

http://www.bluecross.com.hk/b5/products/travelsafe.htm )。 

7注意 

a報價按30人起計費，以確定之人數、出團日期及航班票價計實。 

b航班僅參考,以訂位確認為準。 
c請攜帶學校證明及學生證。 
d不購物、不另收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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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校合作計劃」-- 北上參觀深圳港商投資項目   03 (2007-2008) 

背景 
為迎接未來的挑戰，學校需要帶領學生走出課室，放眼世界，讓他們作好投身社會

的準備，故教育統籌局升學就業輔導組推出「商校合作計劃」，推動學校與工商機構

合作，以幫助中四至中七同學認識不同工種，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以便他們適應

經濟和社會的轉變，達致全人發展的目標。近年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往國內發展 ， 故

有需要讓同學了解國內工作情況。而該計劃其中一個項目亦為北上參觀深圳港商投

資項目。另一方面 , 透過活動 , 亦能加強同學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了解；令學生

能通過廣東，掌握珠三角的發展情況，進而了解內地經濟發展的最新狀況。 
 

目標 
讓學生親身了解和體驗國內的經濟發展、港商在內地的投資項目及年青人北上就業

的概況 ; 以便對香港社會和經濟轉變有所掌握 , 鞏固課堂知識 
 

活動形式 
透過參與教育統籌局「商校合作計劃」， 參觀位於深圳或東莞的工廠。(一天活動)。 
 

受惠對象 
本校修讀歷史科及地理科的高中同學，約85名。 
 

推行日期 
2008年4-6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及歷史科主任謝淑華老師、 

地理科主任歐敏莊老師、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主任黃慧德老師。 

校外 : 教育局 
 

評估方法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評估表。 
 

財政預算 
220元 x 85人=  18700 元 

 
 

申請撥款 

1870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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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科中一級銜接課程        04 (2007-2008)  

目 標 
1. 複習中文科基本的語文常識， 

2. 從遊戲中提升同學學習中文的與趣， 

3. 訓練同學個人短講。 
           

對 象 

本學年升讀本校中一學生 
 

課程內容 

1）第一節60分鐘訓練個人短講自我介紹半節 

2）第二節60分鐘溫習語文常識或閱讀理解訓練 
 

推行日期 

21/8 ，22/8， 23/8 共三天          9:00-11:30am 
 

統    籌 

李貴芬老師 
 

導    師 

本校舊生黎曜銘先生及四位大學中文系學生，共5名導師。 
 

費    用 

全期三天，每天兩小時，每小時150元 

費用 = 300 x 3 x 5人   ＝ 4500元 

行政費 = 500元 

費用：共約5,000元 
 

申請撥款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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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及中五級說話訓練計劃      05 (2007-2008) 

現況 
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參差，部分同學礙於膽怯，不懂在人前表達意見；部分則基於言

之無物，未能針對討論重點作出回應。在課堂上，由於時間所限，老師只能有限度

讓學生作討論或短講訓練，未必能就每位同學的問題作出適時的指導。鑑於同學長

遠而言均要面對公開考試及社會工作之要求，假若學生因說話技巧欠佳而影響成績

或表現，實屬可惜。設想學生於初中至高中均能注意溝通技巧，學懂聆聽及適時回

應別人的言論，必能對其日後有所裨益，亦能提升同學的自信。 

 

目標 
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必須通過訓練，在知識型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訊息的

傳達要求清晰準確。中四至中五級學生要面對香港中學會考，又要為將來踏足社會

作出準備，通過計劃可對本校中四、五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進行針對性訓練，課程

由導師按學生程度擬定教材，由淺入深，讓學生練得其法，逐步提升溝通及討論能

力，以期在公開評估中爭取佳績。 

 

計劃項目 
1.中五級口語溝通訓練： 
全體中五級學生參加，星期六上午回校作口語溝通練習，提升說話技巧，在公開考

試爭取最佳成績。全期 6次。 
主要內容：(1) 強化基本說話及討論技巧。 

(2) 分組練習各類考試題目，提升學員信心及能力。 
 

2.中四級口語溝通訓練： 
中四級學生參與，七月份考試結束試後活動期間進行，全期6次。 

從基礎的儀態、應對、說話內容入手，重點訓練。 

 

推行日期 
中五級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 

中四級2007年7月 

 

計劃統籌人 
李貴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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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點 
1. 配合中文科會考要求，對學生提供正規訓練。 

 

2. 以日常時事作討論，提高同學的參與度及時事觸覺，考試時有話可說。 

 

3. 中文科教師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難以進行大量的相關訓練，（因大部分時間需

進行閱讀及寫作教學）計劃提供額外的訓練，讓學生在不斷的練習中提升自信與

討論技巧，既可減輕教師工作量，又可提升考試成績。 

 

4. 所有教材由導師準備，學校均可備份。 

課程導師 
導師就讀於各大學，高級程度考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卷三獲c級或以上。 

統籌： 黎曜銘（浸會大學） 

       葉汶彬（浸會大學） 

 

計劃評估 
課堂觀察學生情況，定期作檢測評分及評講，問卷意見調查。 

 

預期效果 
參與學生短講及口語溝通能力提升，應考信心增加。 

 

財政預算 
導師費用：             

級別 每次

時數 

班數 總 

時數 

導師費 

(每小時) 

費用 全年次數 全期費用 

中四 3 

 

8 

 

24 

 

125 元 

 

3000元

 

6 18000元 

 

中五 3 

 

8 

 

24 

 

125 元 

 

3000元

 

6 18000元 

 

                                             總  額 36000元 

 

申請撥款 

36,00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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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即席專題演講實戰演練        06 (2007-2008) 

現況 

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參差，誤讀、懶音、口語化之問題頗多。在課堂上，由於時

間所限，老師只能有限度讓學生朗讀課文或作口語訓練，未必能就每位同學的問題

作出適時的指導。 

 

目 標 

1. 本計劃配合中文科高考課程要求，對學生提供正規演講訓練，目的為全面提升學

生即席專題演講能力，以期在公開考試爭取佳績。 

2. 外聘專業導師承辦是項計劃，為中文科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以更專注於課

堂教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計劃項目 

中六即席專題演講實戰演練 

每班2場，共4場，每場3小時，即共12小時。 

每場提供學生個人評語及整體報告                             12,000元正 

 

推行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 
 

計劃統籌人 
李貴芬老師（中文科科主任） 

 

計劃評估 

課堂觀察學生情況，定期作檢測評分及評講，問卷意見調查。 
 

預期效果 

參與學生即席專題演講能力提升，應付考試信心增加。 

 

申請撥款 

 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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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 

康一橋先生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一級證書（96.3分） 

校際朗誦節粵語及普通話項目資深評判 

香港道教聯合會《道德經》光盤宣誦者 

歷任中學中文科主任、校長、普通話教科書作者、大學語文改善課程導師、大學普

通話研究發展中心顧問、大學中文系系務顧問、教統局中國語文學習範疇委員、考

評局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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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            07 (2007-2008) 

引言 
為提升學生操行及品德，本校訓導委員會於2007-2008年度擬設訓育導師及行政助

理各一名。 

  

理念 
在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協助下，讓違規學生嘗試分析犯錯的原由，從而改善自身品

格。 

  

目標 
1. 改善學生品德及操行。 

2. 提升訓導委員會工作效益。 

3. 外聘專業具社工訓練資歷的人員處理有關工作，為訓導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

可以更專注於課堂教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受惠對象 

a.學生：早會後帶領學生進停課室。 

 協助學生遵守停課期間規則，完成預定功課或習作等。 

 協助訓示違規學生。 

 協助學生反思違規教訓。 

 停課期間給予適當輔導。 

b.家長： 有需要時約晤家長，共商改善學生操行。 

致電知會或接受家長查詢，有關其子弟停課及參加課後教導之事宜。 
c.教師： 課堂學習氣氛不受影響。 

教師可隨已定進度授課。 

具體工作  

a. 學生教導工作： 

1. 停課期間之學生除完成預定功課，導師亦會因應學生的學習程度或整體的課
程進度，設計相關補充以作練習。 

    2. 協助學生反思的文章或習作，能夠多元化。 
    3. 停課既著重協助學生反思和給予適當輔導，亦著重學生的學習進度不受影

響。 
    4. 於停課室內設置圖書櫃，供停課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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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書工作： 
1.學生考勤紀錄統計（每週、每季、每年）。 

2.學生停課紀錄統計（每季、每年）。 

3.填寫學生遲到家長通知書。 

4.填寫每天學生課後教導總名單。 

5.處理訓導組部分設定文書工作。 

 
c. 增進訓育導師工作效率： 

1. 導師應積極和投入一切有關工作。 
2. 與各訓導組老師緊密合作。 
3. 加強與各老師聯繫，使各老師更了解訓育導師的角色，有助彼此合作。 

備註：學生放假期間，若有突發事件發生，導師需即時回校協助處理。 

訓育導師資歷 

社工專業文憑，具學校訓導工作經驗更佳。 

行政助理資歷 

中五程度，熟悉中英文電腦文書處理及各項軟件之應用。 

評估方法/標準 

1. 由副校長、訓導顧問、訓導主任評估工作表現。 

2. 學期完結工作檢討會議上，整體檢視工作成效。 

聘用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 

計劃統籌人  

1. 黃煒強訓導顧問 
2. 袁質子訓導主任 

財政預算  

訓育導師月薪港幣 12,100元正，合約為期一年(1/9/2007-31/8/2008)，另加強積金供
款 5%；行政助理月薪港幣 7,000元正，合約為期一年(1/9/2007-31/8/2008)，另加強
積金供款 5%，合共申請 240,660元正。 

申請撥款 

 240,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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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精英培訓計劃－古箏班        08 (2007-2008) 

 

目標 
 

4. 發掘有音樂天份的學生，培養他們學習古箏，增強對中國音樂的興趣和認識，發
展音樂才華。 

5. 為學生將來升學作一個良好的準備。 
 

現況 
 

1. 本校有很多在音樂上有天份的學生，由於家庭經濟能力不高，未能繳費學習樂
器，失去及早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實在可惜。 

2. 本校自開校以來，一直致力舉辦中樂組，外聘專業導師教授，務求讓學生能夠培
養興趣、發揮個人才華。然而，近年社會經濟不境，本校大部份學生的家庭均受

到沖擊，中樂組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收生不足，阻礙了發展。 

3. 本校學生較喜歡學習古箏，而古箏本身亦是一件較為容易掌握的樂器。 
 

計劃項目 
1. 透過試音，在校內各級挑選約十名有音樂天份的學生，參加古箏班。 
2. 外聘專業導師一位教授。 
3. 每星期上課一節一個半小時。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 

 

計劃評估 
舉行校內、外音樂會，審核水平 

 

計劃預期效果 
1. 在校內約有十名有音樂天份的學生，能學習古箏，發展音樂潛能、增進在音樂
上的水平。 

2. 學生透過表演和比賽，提高藝術表演質素、建立自信，培養合作精神。 
3. 配合其他的藝術培養，在完成中學課程後，部份學生可報讀音樂課程。 
 

負責老師 
校內：廖月明(音樂科主任) 郭淑嫻 

校外：鄔立珊(愛樂民樂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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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第一期共15節 

第一期導師費：＄500 x 1.5小時x 15節 = 11,250元 

全部費用由學校負責。 

第二期精進班 

有興趣同學可繼續參加精進班 

第二期導師費：＄500 x 1.5小時x 15節 = 11,250元 

預計每名學生需繳付約 1000 元 (可分期繳交) 

 

申請撥款 

 11,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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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音樂創作班      09 (2007-2008) 

目標 
1. 為配本校合音樂創作活動的發展、發掘有音樂天份和才華、有潛質繼續進修音樂
的學生，培養他們學習音樂創作，增強對音樂的認識。 

2. 為學生將來升學作一個良好的準備。 
3. 提高校隊「創藝坊」音樂創作部份的質素。 
 

現況 
1. 音樂科近年來積極推廣音樂創作活動，校隊「創藝坊」更於由九六年起連續十一
年參加學校音樂創藝展，屢獲佳績，同學們對音樂創作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 初中音樂課程已加入電腦作曲活動，部份表現突出的學生，可在專業導師指導
下，進一步提升音樂創作技巧。 

 

計劃項目 
1. 學生學習作曲、填詞、現代音樂等各種創作。 
2. 挑選約20位正在學習樂器及有樂理基礎的學生。 
3. 外聘專業導師一位，教授音樂創作。 
4. 全期30節(每節一小時半)。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2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同學能自行創作樂曲，在校內或校外公開演繹其作品。 
2. 配合其他的藝術培養，在完成中學課程後，學生可報讀大學及大專的音樂課程。 
 

計劃評估 
舉辦校內表演會、參加學校音樂創藝展 
 

負責老師 
校內：廖月明(音樂科主任)     

校外：李佩珊( 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作曲 ) 
 

財政預算 
全年導師費：＄500 x 1.5小時 x 30節 = $22,500 
 

申請撥款 

 2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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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戲劇及舞蹈班     10 (2007-2008) 

現 況 
1. 音樂科近年來積極推廣音樂創作活動，校隊「創藝坊」更於最近十一年參加學
校音樂創藝展，屢獲佳績，同學們對音樂藝術創作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 部份表現突出的學生，可在專業導師指導下，進一步提升演藝能力。 
 

目 標 
1. 為配合本校音樂創作活動的發展、發掘有演藝天份和才華、有潛質繼續進修戲
劇或舞蹈的學生，培養他們學習戲劇和舞蹈演繹技巧，增強對藝術表演的認識。 

2. 為學生將來升學作一個良好的準備。 
3. 提高校隊「創藝坊」的表演質素。 
4 外聘專業導師任教，為音樂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更專注於課堂教學，做

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計劃項目 
1. 學生學習戲劇及舞蹈創作和基本功。 
2. 挑選10-15位有演藝天份和才華的學生。 
3. 外聘專業導師兩位，教授戲劇及舞蹈。 
4. 戲劇8節(每節兩小時) /舞蹈4節(每節一小時半)。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2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同學能在校內或校外公開演繹一齣約三十分鐘的戲劇。 

2. 配合其他的藝術培養，在完成中學課程後，學生可報讀大學及大專的演藝課程。 

 

計劃評估 
舉辦校內表演會及參加校際比賽 

 

負責老師 

校內：廖月明(音樂科主任)   

校外：張紫琪校友(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系三年級學生) 

      曹寶蓮( 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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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張紫琪導師費：200元 x 2小時 x 8節 = 3,200元 

曹寶蓮導師費：400元 x 1.5小時 x 4節 = 2,400元 

全年導師費： 3,200元＋ 2,400元= 5,600元 

 

申請撥款 

5,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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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聲藝訓練班      11 (2007-2008) 

現況 
1. 音樂科近年來積極推廣音樂創作活動，校隊「創藝坊」更於最近十一年參加學
校音樂創藝展，屢獲佳績，同學們對音樂創作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 初中音樂課程已加入電腦作曲活動，部份表現突出的學生，可在專業導師指導
下，進一步提升音樂創作技巧。 

目標 

1. 為配合本校音樂創作活動的發展、發掘有音樂天份和才華、有潛質繼續進修音
樂的學生，培養他們學習音樂創作，嘗試以聲音組織音樂，增強對音樂的認識。 

2. 為學生將來升學作一個良好的準備。 
3. 提高校隊「創藝坊」音樂創作部份的質素。 
4.  外聘專業導師任教，為音樂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更專注於課堂教學，做
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計劃項目 
1. 參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2007年「青少年動感聲藝匯演計劃」 

2  學生學習運用聲音組織音樂、創作樂曲。 

3. 挑選20位對音樂有興趣和天份的學生。 
4. 由專業導師教授音樂創作。 
5. 全期8節(每節兩小時)。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7年11月 

 

計劃預期效果 
同學能運用聲音集體創作樂曲，在校內或校外公開演繹其作品。 

 

計劃評估 
舉辦校內表演會 

11月份在香港文化中心、葵青劇院和荃灣大會堂演出 

 

負責老師 
校內：廖月明(音樂科主任) 

校外：曾葉發博士(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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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青少年動感聲藝匯演計劃」全期學生費用：300元 x 20人 =  6,000元 

 

申請撥款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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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墩美化活動          12 (2007-2008) 

目標 
1. 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2. 訓練團結精神 

3. 提供跨藝術形式學習機會讓學生發揮藝術才華，培養創意 

4. 外聘專業導師帶領，本校教師輔助，使其能更專注於教學方面及本職工作。 

 
活動詳情 
1. 以未來新世紀或奇趣天地或校園生活作主題，由導師與本校視藝科主任對學生創

作的草圖作潤飾與修改。 

2. 導師與本校師生共同合作完成柱墩美化活動，為期約4至6個工作天。 

 

受惠對象 
直接：參賽同學約20至25人 

間接：全校師生 (欣賞作品) 

推行日期 
2008年3月至5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劉誠廣老師（視覺藝術科主任） 

校外 :梁文豪(外聘導師)  

 

預期成效 
• 同學能透過分工合作，各展所長，訓練團結精神 
• 發掘有潛質學生(包括藝術、領導才能等方面) 
 

評估方法 
• 老師評鑑學生作品 
• 參加工作坊的同學導師及填寫問卷 
• 向全校師生作隨機抽樣訪問、調查及填寫問卷 
 

財政預算 
導師費($600×40小時)            $24,000 

美術材料費                   $3,000                 

(11加侖之瓷漆及有關創作工具、防護膠紙等) 

雜費                         $1,000                        共$28,000 

 
申請撥款 

 28,000 元



                                                                               第 27頁  

Y-WE工程 2008              13 (2007-2008) 

引言 
 Why We? 一個年青人常問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年青人不明白，處於香港經濟

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年青人要為自己將來投身社會作更充足的準備，加強本身的

競爭力等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實。為年青人提供職前訓練及工作教育是重要的。 

 
主辦機構  
救世軍小組及社區服務一直為青少年人提供職前訓練及工作教育， 而 Y-WE 工

程 (Youth Work-Education) 是透過讓學生親身接觸工作的世界， 提供與工作相關

的經驗， 了解自己將來的路向， 協助學生全人發展。 

 
目標 
1. 提供與工作相關的訓練， 協助學生建立對工作的正確價值觀、掌握重要的工作
習慣。 

2. 提高高中學生的自我認識、強化與人相處技巧及探索自己的潛能。 
3. 透過實習讓學生親身接觸工作世界， 反思自己將來的路向， 在升學和就業上作
出明智的抉擇。 

4. 為升學就業輔導教師創造空間，使其能更專注於教學方面的拔尖保底及本職輔導
工作。 

 
受惠對象 
中四學生 

 

活動形式、內容及財政預算 

階段 項目 建議日期及時間 參加人數 費用 
第一階段 :  

認識及體驗階段 

模擬升學就業遊戲 3/2008 160     $3500 

工作態度及職前導向

工作坊 

4/2008 160 $1000 第二階段 : 

職前準備及培訓 

歷奇訓練營 

 

4/2008 30-40     
$400x35=14,000

工作實習面試 5/2008 20-30 

工作實習簡介會 6/2008 15 

工作實習及個別跟進

(約10天) 

7/2008 15 

第三階段 :  

工作實習 

工作實習分享及總結 7/2008 15 

    
$800x1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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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日期 
2008年3月至2008年7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謝淑華老師 

校外 : 救世軍社工 

 
評估方法 
參加者自我評估、老師及社工之觀察及評估、試工實習之僱主意見等。 

 
財政預算 
活動費 :  30500元 

 
申請撥款 

 3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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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生領袖訓練營           14 (2007-2008) 

背景與理念 
中學時期是個人成長的重要階段，學術上的培養固然重要，但學生身心發展及

個人成長更不容忽視，我們的中六同學來自不同學校，會考成績可能未如理想；他

們一方面要面對學術階段一大轉變，同時要肩負學生領袖的重擔。我們希望在學期

初壓力未完全浮現之前，讓中六同學有機會共同生活，體會個人與集體的關係，與

老師一起探索應走的路向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透過實際的參與，同學們需要分工合

作，認識溝通的方法和技巧，學習如何解決問題，親身體驗作為帶領者或支持者的

困難和感受，從而加強團隊精神和歸屬感。 

 
受惠對象 
1. 全體中六同學（因是次訓練營安排在上課時間，同學若因特別原因不能參加，需

另具家長信解釋原因，及於該三天回校自修）。 

2. 全校同學：這批中六同學將成為各方面的領袖生：風紀隊長、學生會幹事、學生

導師、學會主席等，他們必須能給全體同學樹立好榜樣。 

 

目標 
1. 三日兩夜的活動編排主要針對學生們的個人成長、團隊合作等範疇： 

a) 個人成長 

   - 協助學生了解、發掘及鍛鍊領導才能 

   - 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端正面對困難時的態度 

   -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b) 團隊合作 

   - 促進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 增強學生與別人的溝通能力 

   - 培養學生接納及欣賞別人的態度 

c) 學業及生活上的處事態度 

   - 向學生灌輸面對學業和日常生活困難時的正面態度 

   - 培養學生的性格平衡發展，有利他們將來處世立身 

   - 學生加深對自己的認識，並體會到與人共事及為他人效力的樂趣 

2.外聘專業訓練營承辦有關活動，為德育及輔導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以更專

注於課堂教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評估 
透過問卷調查，評估本次訓練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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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果 
1.期望全體中六學生均能參加。 

2.於營期完結前，各組均能選出心目中的主力學生人選。 

 
推行日期及地點 
日期：2007年9月20至22日 

地點：愛丁堡公爵訓練營（大埔坑下莆村九十號） 

 
計劃統籌人 
校內： 

歐敏莊老師（課外活動主任） 黃慧德老師（品德及公民教育主任） 

林美儀老師（學生會導師） 盧麗萍老師（輔導主任） 

陳浩然老師（訓導副主任） 伍惠華小姐（駐校社工） 

中六A、B班主任 

校外： 

愛丁堡公爵訓練營導師 

 
財政預算 
168元 ×60名 =  10,080元 

申請撥款 

 10,080 元

具體工作/活動細目 
訓練營日程（初擬）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7:30am 早操 早操 

8:00am 早餐 早餐 

9:15am 講座／小組活動 搶軍旗 

12:00nn 

 

午餐 午餐 

1:15pm 集合 總結 

2:00pm 入營 離營 

3:00pm 營地介紹 

4:00pm 領袖入門 

 

陸上競技 

6:00pm 晚餐 

7:00pm 

原野烹飪 

9:00pm 

夜行 

軍事會議 

10:00pm 小結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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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hop舞蹈組             15 (2007-08) 

現況 

本校有部分成績不太理想的學生，在學業方面經歷了很多負面的經驗，往往忽

略了自己的才能，自我評價偏低，信心不足，因此容易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和偏差行

為，如具侵略性、擾亂課堂秩序或有退縮消沉的行為等。因此，為他們提供合適的

活動以協助其發揮潛能，增強自信，是很重要的。由於Hip Hop舞是近年新興的潮

流舞蹈，深受時下年青人歡迎，所以舉辦Hip Hop舞蹈組有助吸引這些有需要的同

學參加，並讓他們在習舞後能有演出的機會，發揮所長，增加他們在校的成功感和

正面的人生經驗，肯定自我，促進他們的成長和改善偏差的行為。 

 

目標 

1. 在練習舞蹈的過程中增加學生的自我認識和接納； 

2. 增加學生在校的成功感和正面的人生經驗； 

3. 改善學生在校的違規的行為； 

4. 改善學生的自我形象和增強其自尊感。 

5. 外聘專業舞者，專攻潮流舞蹈，為輔導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更專注於課堂

教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活動形式及內容 

1. 聘請專業舞蹈員教授舞蹈；全期18節（每節 1 .5小時） 

2. 參與校內或校外表演； 

3. 活動後舉行分享及檢討會。 

 

受惠對象 

20名成績稍遜，自信心弱但對Hip Hop舞有興趣的學生。 

 

表現指標 

最少舉行一次校內或校外表演，從而增加他們在校的成功感和正面的人生經驗，肯

定自我。 

 

評估 

觀察表演時參與者的水平、態度，並藉分享、檢討等活動了解其對活動的反應，從

而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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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日期 

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歐敏莊老師（課外活動主任）    

盧麗萍老師（輔導主任） 

黃燕珊老師（輔導教師） 

伍惠華小姐（駐校社工） 

校外： 

一位專業舞蹈員（人選待定） 

 

財政預算 

＄750 ×18節 = 13500元 

 
申請撥款 

1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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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形象小組         16 (2007-2008) 

背景 

 不少學者皆指出健康的自我形象為人帶來自尊，有自尊的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和

潛能，增強其對生活的適應和有能力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相反，當一個人的

自我形象偏差，便會感到不安全、焦慮和自卑自憐，而這些情緒往往容易令她產生

偏差的行為，如違規犯法、具侵略性和有退縮消沉的行為。就老師和駐校社工的觀

察，有些在學業上成績稍遜的低年級女生，在校內負面經驗較多，自我形象亦較差，

喜歡挑戰權威，屢犯校規。因此，我們深信除非她們得到適當的幫助，作出改變，

否則，其學業和行為亦只會繼續走下坡。由於青少年在青春期對自己的外表樣貌尤

為關注，所以能否接納自己的樣貌與身材亦往往成了是個人自我形象健康與否的重

要因素。有見及此，本小組以傳授美容知識為輔導的介入點，旨在協助一些在校自

我形象偏低及屢犯校規的女生增加自我認識和接納，並給予機會讓她們將所學的貢

獻學校，增加她們在校的成功感和正面的人生經驗，強化其自尊，促進她們的成長

和改善違規的行為。 
 

目標 

1. 增加學生的自我認識並接納自己。 

2. 增加學生在校的成功感和正面的人生經驗。 

3. 改善學生在校的違規行為。 

4. 改善學生的自我形象和增強其自尊感。 

5. 外聘專業美容導師承辦有關活動，為輔導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以更專注於課

堂教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受惠對象 

中一至中三在校自我形象偏低的女生10名。 
 

活動形式及內容 

1. 教授美容知識和儀態指導。 

2. 定時認識自我小組的聚會。 

3. 貢獻所學予學校，如協助學校時裝表演活動的推行。 

4. 活動後分享及檢討會。 
 

推行日期 

2007年11月至2008年5月 

10節（每節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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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指標 

訓練10位形象偏低的女生，促進她們的成長和改善違規的行為。 

 

評估方法 

除了導師的觀察外，並透過問卷作活動前後表現的評估，及收集任教老師和參加者

在活動後的感受和意見。 

 

計劃統籌人 

校內： 

盧麗萍老師（輔導主任） 

伍惠華小姐（駐校社工） 

校外： 

雷麗明女士（專業美容師）      

在美容界工作10年，現任婚紗店化妝部督導員。除為顧客化妝外，亦負責督導新入

職同事，其亦曾於兩年前在青少年中心主持化妝班，具有豐富相關經驗。 

 

財政預算 

$500 ×10 = 5,000 元 

 
申請撥款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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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美容業              17 (2007-2008) 

背景 
近年來，美容業潛力極大，吸引不少畢業生加入此行業，故不少學生對此相當

有興趣，但大部分同學對這行業欠缺認識。 
 
目標 
1. 透過外聘導師領導活動，擴闊同學對的視野，讓同學對美容行業的前景、範圍及

入行途徑有所認識。 

2. 透過是項活動，發揮同學的潛能，並與專業導師的接觸，了解從事該行業的苦與

樂，有助有志投身美容業的同學作出選擇。 

3. 外聘導師承辦有關活動，為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以更專注於課堂教學和本職

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受惠學生 
中三以上學生約20名。 
 
活動內容 
1. 參觀美容學院、美容行業就業講座 

2. 健康飲食與美容 

3. 個人基礎化妝 

4. 派對化妝 

5. 髮型與面型的配襯 

6. 香薰的認識及講座 
    
推行日期 
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共6節 
 
計劃統籌人 
謝淑華老師 (升學就業輔導組主任) 
 
評估方法 
透過問卷收集同學的感受和意見。 
 
財政預算 
全期導師費用 : 4,000元 
 
申請撥款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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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18 (2007-2008) 

背景 

 教育統籌委員會制定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終身學習全人發展》（2000年）

文件及《學會學習》（2001 年）中均提及為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建議設計寬廣及

均衡的課程以配合他們的興趣、學習模式及傾向。為此，教育局在高中引入多元學

習機會，而應用學習的試點計劃(前稱職業導向課程)則首次於2003年試行。 

  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2005年)報告書中，

闡明職業導向教育是新高中課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為配合學生的不同興趣和能力

而設。而《策動未來—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2006年)諮詢報告

書則同時勾劃出職業導向教育的未來發展藍圖。本校將由 2007-08 學年開始，試行

「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課程，推選中四學生報讀職業訓練局提供之應用

學習課程「創新產品設計」。 

  

目標 

1. 為擁有不同興趣和取向的學生提供現時學校課程以外的多元學習平台； 
2. 為學生提供機會，去探究和了解個人終身學習及職業的取向； 
3.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讓學生獲取有關的職業知識及技能，並了
解不同職業環境的工作需求；及  

4. 讓學生在高中階段有機會取得資歷認可，為繼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5. 參與職業訓練局之課程，為科教師騰出時間，創造空間，務求能更有效地為新高
中課程準備，提升教學質素。 

創新產品設計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育學生的創意，使學生掌握創新產品設計的基礎知識和技巧，並

應用於創作意念的建立和產品的開發上以至日常生活中，啟發他們在文化、美學、

科技、設計以至社會範疇的認知，以助日後在創意行業的發展。課程提供「個人形

象產品設計」及「時尚家居產品設計」兩個選修科目以配合學生多元化的興趣。 

評核方法 

• 持續評核 ( 包括課堂作業、小測等 )  

• 技能評核  

• 專題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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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安排（模式一） 

•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上課，每課 3 小時；部份課堂將安

排於暑期間進行  

• 上課地點：  

o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新界沙田源禾路 21 號  

註：最後上課安排會因應確定入讀的學生人數而作出更改。 

 

計劃日期 
2007年9月至2009年5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戴鳳萍老師 

校外： 職業訓練局 
 

財政預算 
課程費用= 6,300元 

學生須付= 1,134元 

教育局資助= 4,500元 

學校支付 = 6,300–1,134–4,500 = 666元 

獲取錄學生 = 9名 

即學校總支付額 = 5994元 

 

申請撥款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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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科教學助理       19 (2007-08) 

理念 
本校學生的語文能力普遍不高，為提高學生語文水平，學校應調適課程，以鼓勵學

生積極學習，但語文科教師工作日益繁重，實需要聘請一位教學助理，以協助教師

製作教材及推行不同的學習活動。 
 

目標 
1. 協助語文科教師籌辦各項活動，提供行政支援， 
2. 協助教師製作教材， 
3. 聘請一名助理，藉此減輕教師繁瑣事務，讓老師可騰出時間可以更專注於課堂教
學和本職輔導，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受惠對象 
全體教師及學生 
 

徵聘人員資歷 
1. 中七或以上程度 
2. 中英文良好 
3. 有協助學校行政經驗為佳 
 

評估方法 
1. 由校長及語文科主任評估其日常工作表現。 

2. 學期完結工作檢討會議上，整體檢視工作成效。 
 

聘用日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 
 

計劃統籌人 
英文科科主任伍佩兒老師 

中文科科主任李貴芬老師 
 

財政預算 
預算聘請語文科教學助理一名。每月月薪HK$7,875，強積金每月HK$394，每月支付

薪金總額HK$8,269，每年薪金總額為HK$99,228。 

99,2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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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English Teachers           20 (2007-2008) 

Aims:  
1. To guide both top achievers and some low performers in junior form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F.3 and F.4. 
 

Objectives: 
1. To run extra lessons for students during lunch and after school so that they can be 

better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required in the examination. 
2. To prepare tailor-made materials for elite students for advanced improvement. 
 

Details: 
1. One English teacher will be employed in the school year 2007-2008.. 
2. Extra lessons will be provided to F.2 and F.3 students during lunchtime and after 

school. 
3. Enhancement courses will be held to consolidation students’ foundation in English. 

Students a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English results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Teachers-in-charge: 
Ms Ng Pui-yee (program co-ordinator) 
Ms Fung Chin-hung (English teacher) 
 

Evaluation: 
1. The teacher will give feedback on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ach student will 

have a report on their progress and performance in class. 
2. Opinions will be gathered from students to se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ssons. 
3. Results of the tests and examinations in 2007-2008 will be colle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Budget: 
(Monthly salary + MPF contribution) X 12 = (21830 X 1.05) X 12 = $275058 
 

$ 27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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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及通識科合約學位教師         21 (2007-08) 

 

引    言 

為提升學生成績，協助老師日常工作及提高工作效率，建議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增聘

一名教師，任教中國語文科及通識科，藉此減輕教師課擔，讓老師可騰出時間可以

更專注於課程發展及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職位名稱 

合約學位教師 
 

目    標 
(一) 增加保底課程改善學生學習態度。 
(二) 增加拔尖課程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三) 編製中文科中一至中三補充課程及工作紙。 
(四) 協助中四、中五級中文科校本評核。 
(五) 編製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工作紙。 

評估方法/標準： 

(1) 由校長、科主任評估工作表現。 
(2) 學期完結工作檢討會議。 

計劃統籌人： 

1. 中文科 : 李貴芬科主任及江燕芬副科主任 
2.   通識科 : 洪德銘科主任 

徵聘人員資歷： 

大學主修中文，曾進修高中教育科，具教學經驗更佳。 

支出預算： 

 
(月薪 + 公積金) X 12 = (21830 X 1.05) X 12 = $275058 
 

申請撥款： 

$ 275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