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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聯合會青松中學 

  2008-2009 年度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恆常學校發展津貼預算 

項  目 編 號 計 劃 名 稱 申請撥款(元)

01 中一批判性思考訓練 26,000

02 「走過甘苦，踏上青雲--潮汕教育及文

化學習體驗計劃」  

40,740課程發展， 

以照顧學習

差異。 03 「商校合作計劃」-- 北上參觀深圳港商

投資項目 

18,700

04 中國語文科中一級銜接課程  6,000

05 中四至中五級說話訓練計劃 38,000
提高學生語

文能力 
06 語文科教學助理 104,580

07 訓育導師及行政助理 250,105

08 音樂精英培訓計劃：中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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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11 音樂創藝精英培訓計劃：合唱訓練 20,000

12 足球小組 18,000

13 Y-WE 工程   34,250

14 中六生領袖訓練營（愛丁堡公爵訓練營） 10,980

15 Hip-hop 舞蹈組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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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申請總額  643,105

教育統籌局撥款額 463,100 

預計由上學年餘款補貼總額 118,000 

預計由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補貼   62,005 

撥款總額 64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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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學生及家長批判性思考課程計劃     01 (2008-2009) 

背景 
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年 9 月正式推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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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年與校外機構合作，為新高中的第一批學生，舉辦了一系列之批判思考工作

坊，反應良佳，饒有成效。是故來年計劃繼續為中一的學生提供有關訓練，以適應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的學習需要，建立學生相關學習技能和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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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節中一學生家長研討會(與毅宏橋有限公司及本校家長教師會合辦)     

 

計劃日期 
2008 年 9 月至 2009 年 5 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同學能掌握批判性思考的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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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元，共 42000 元。 

  折扣優惠價為 26,000 元。 

總數： 26000 元 

 

申請撥款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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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判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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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與學生之評價(部分內容) 
 學識很多書本裏學不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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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我增加了下少知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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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技巧有助我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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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上我能學到了各種不同的知識，可說是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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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頁  

 本課程給我的感覺是好輕鬆，導師有問必答。 

 幾好，講解很清楚，令我啟發到什麼是批判思考。 
 教導我怎樣批判問題，教得很清楚。 
 十分難忘。 
 對以後的生活好有用。 
 能學到書包以外的知識。 
 十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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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甘苦，踏上青雲--潮汕教育及文化學習體驗計劃」 

                                            02 (2008-2009) 

背景與理念 

本校位處觀塘秀茂坪，為全港較貧困之區域。本校學生多來自中下階層，生活困乏，

自我形象不高；在學習方面，居往環境不理想及家庭支援不足，大多未能定下人生

方向，對學習提不起勁！透過組織潮汕考察團，希望學生能體會國內艱苦的求學生

活，同時提升其對祖國文化現況的認識。 

目標 

1. 潮汕地區以前為貧瘠之地區，但潮籍人士以克勤努力聞名。是次活動，將邀請部

份校內老師甚至校長(如為潮籍更佳)出任領隊，這些老師也多來自低下階層，在

公共屋邨成長，他們透過自身的努力，克服環境的限制，今天成為作育英材的人

師。藉著是次活動，希望參與考察的學生了解到只要努力不懈，不放棄學習，命

運是可以改變的。 

2. 透過與國內貧困地區同學的交流，希望學生能領略到自己已是「身在福中」，同

時能激發其發奮向上之心，珍惜現在，為將來而努力。計劃中學習到的潮汕名人

事蹟，正是努力走過甘苦，得到出頭的明証。 

3. 潮汕地區雖位處廣東，但語言文化習尚，與一般廣東人不盡相同，但亦非全異。

透過考察中與內地學生的交往及參觀其文化遺跡，希望學生加深對潮汕文化歷史

的認識，培養其包融不同地域文化的情操。 

4. 近來不少香港學生北上升學，透過參觀國內中、大學，讓學生瞭解國內的升學制

度及情況，為將來北上升學作好準備。 

5. 考察團讓學生與國內學生座談、共學、交流、共膳，體驗當地學校的生活文化，

增加港汕兩地同學的了解，促進兩地學生的友誼。 

6. 透過探訪國內學生家庭及地方廣場，認識國內民生狀況。 

7  讓學生親身體會潮汕地區經過多年的開放後，經濟、教育、文化皆有巨大的發展

與進步，從而增加其對祖國的全面認識及歸屬感 

 

受惠對象 

中二至中六學生 

 

統籌人 

李秀君老師(統籌/聯絡/領隊)-----本校中國歷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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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老師及配合題目 

老師 科組 題目 

關榮基副校長 中國歷史科 

及歷史學會 

唐代廟宇建築 ---- 志蓮淨苑與潮州開元寺

之比較 

盧冠昌老師 地理科 由農業到工業 — 潮汕經濟發展的地理考察 

戴鳯萍老師 視覺藝術科 潮汕藝術 ---- 潮汕雕刻 

方心詠老師 品德及公民教育 活動待定 

王綺琪老師 中國歷史科 韓愈治潮與唐代江南開發 

侯敏慧老師 英文科 Students have to compare the English 
curriculum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u San. 
They also have to observe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hiu San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China. 

 

評估方式及標準 

由參與跨科考察活動的各科任老師及課外活動組小組導師自訂配合之課題或活動，

按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中之表現及參與程度，挑選表現優異同學，參加 4 天潮汕考察

體驗團，親身體驗國內學習情況及接觸潮汕文化民情。 

考察後學生須撰寫報告及感想，並出席分享會。 

 

實施日期(或有更動) 

 2009 年 4 月 14-17 日 

 

預算 

學生 42 人+統籌老師 1人+領隊指導老師 6人(1380 元 x 49 人)= 67620 元 

計劃得青年事務委員會資助 42 名學生團費，每人每天 160 元 

(42 人 x 160 元 x 4 天)= 26880 元 

 

申請撥款 

4074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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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初定)： 

第一天 
 

香港~深圳~汕頭澄海區 
早上07:15於學校(九龍觀塘秀茂坪曉育徑四號)集合,07:30乘直通巴士
往深圳皇崗口岸,繼轉乘內地旅遊巴往前往汕頭澄海區(約 4小時車程)。
下午訪問澄海區隆都鎮隆都鎮中學(或夏厝鄉中學),參觀校園,與內地一
同上課及習作,座談交流讀書心得,瞭解內地貧困山區學生的學習文化,感
受他們學習奮發精神。 
分組到貧困學生家探訪並共晉晚膳，體驗當地學生的生活模式，瞭解當
地的教育及經濟狀況。 
餐：午、晚(學生家)餐 
住：澄海區隆都鎮普通旅館 

第二天: 
 

澄海區~潮州市 
I. 上午參觀陳慈黌故居, 瞭解潮汕農村傳統民
居「四馬拖車」建築形式，認識中國早期典型
的中西合璧建築特色;觀潮州音樂、潮曲、潮汕
木偶戲表演,瞭解潮汕地區鄉土藝術文化;參觀
陳慈黌家史館,瞭解自幼家境貧寒的奠基人—
陳煥榮刻苦耐勞，克勤克儉，成就大業的奮鬥
經歷。 
II. 往潮州(1 小時車程),潮州市金山中學
(或他重點中學),於學生飯堂午餐,體驗內地學
校的生活文化。 

下午,參觀校園,與內地學生一同上課及習作,座談交流讀書心得,探討經
濟急速發展的利與弊及對國內民生的影響，及國內貧富及城鄉差距所引
申的社會問題；分享其所居地的貧富差距問題及初探解決辦法。 
晚上舉行分享會，各組同學分享與潮汕學生交往的感受。 
餐: 早、午、晚餐 
住:潮州金信大酒店(三星級)或同級 

第三天 
 

澄海~潮州 
上午參觀饒宗頤學術館,瞭解饒宗頤先生的家學淵源、治學之道,及在惡
劣環境下仍努力求取知識，終在學術和藝術領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卓越貢獻。參觀韓文公祠,瞭解韓祠的歷史和韓愈治潮業績，體會古哲賢
人在困境中仍自強不息，報效國家。 
下午參觀開元鎮國禪寺,瞭解唐宋宮殿式的建築風格，唐宋以來各個朝代
的建築藝術，和中國宗教(佛教)藝術文化;參觀集梁橋、拱橋、浮橋於一
體之廣濟橋(宋至明)及廣濟門城樓,瞭解“世界上最早的啟閉式橋樑＂
的建築特色。參觀潮州古城南門十大巷民居,瞭解潮州民居佈局特點、建
築特色、裝飾工藝,認識「下山虎」、「四點金」、「百鳳朝陽」民居的平面
形式。 
晚上參觀體現地方風格和歷史文化特點的人民廣場:「文化街」、「文化活
動中心」、「博物館」、「露天舞臺」參與及體驗當地人民的文化活動。(或
參觀潮州大道悅斯美食城小食一條街,觀潮州小食豆坊、蠔烙、手捶牛肉
丸的製作,瞭解及體驗潮州民間美食文化。) 
餐：早、午、晚餐 
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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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潮州~汕頭~深圳 
上午繼往汕頭 (約 1 小時車程),訪問汕頭大學,與學生代表座談交流,瞭
解國內大學管理體制的改革和人才培養模式,為中國開闢「不一樣的辦學
道路」，為學生提供「不一樣的學習經驗」，為社會奉獻「不一樣的感動
情懷」,以激勵我校學生樹立「有志、有識、有恆、有為」之目標。 
下午乘旅遊車返深圳 (約 4 小時車程)，經深圳灣口岸/皇崗口岸過關後
後乘直通巴士返港,抵學校後解散。 
餐：早、午餐 

 

團費含: 

1. 行程所列明之國內交通(49 座空調旅遊車)、門票、餐、住宿等費用。 

2. 參觀機構之聯絡安排。 

3. 香港領隊。 

4. 藍十字旅遊寶中國計劃。(內容詳見 http://www.bluecross.com.hk/b5/products/chinatrave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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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不包括: 

1. 往返羅湖交通費。 

2. 內地導遊、司機之小費。 

3. 個人消費,如宵夜、洗熨及長途電話費等。 

4. 行程以外及更改行程之費用。 

5. 簽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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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校合作計劃」-- 北上參觀深圳港商投資項目   03(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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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修讀歷史科的高中同學，約 85 名。 

 

推行日期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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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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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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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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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中一級銜接課程           04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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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 共三天 

9:00am -11:30am 
 

統    籌 

李貴芬老師 

江燕芬老師 
 

導    師 

大學中文系學生 
 

費    用 

全期三天，每天兩小時，共 6000 元 

           
 

申請撥款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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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五級說話訓練計劃        05(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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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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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12 月至 2009 年 2 月 

中四級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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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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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全期 20000 元 

中四級全期 18000 元 

 

申請撥款 

 3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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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科教學助理            06 (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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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9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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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0，強積金每月 HK$415，每月支付

薪金總額 HK$8,715，每年薪金總額為 HK$104,580。 

104,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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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            07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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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9 月至 2009 年 8 月 

 

計劃統籌人  

1. 黃煒強訓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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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質子訓導主任 

 

財政預算  

訓育導師月薪港幣 12,800 元正，合約為期一年(1/9/2008-31/8/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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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8-31/8/2009)，另加強

積金供款 5%，合共申請 250,105 元正。 
 
申請撥款 

 250,1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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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精英培訓計劃－中樂組       08 (2008-2009) 

 

目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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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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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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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9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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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月明老師(音樂科主任) 郭詠恩老師 

校外：陳耀東(耀東藝術表演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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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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目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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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為學生將來升學作一個良好的準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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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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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9 月至 2009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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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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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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現 況 
3. 音樂科近年來積極推廣音樂創作活動，校隊「創藝坊」更於最近十二年參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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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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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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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為學生將來升學作一個良好的準備。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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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生學習戲劇及舞蹈創作和基本功。 

6. 挑選 15-20 位有演藝天份和才華的學生。 

7. 外聘專業導師兩位，教授戲劇及舞蹈。 

8. 戲劇 8節(每節兩小時) /舞蹈 4節(每節一小時半)。 

 

計劃日期 
2008 年 9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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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鐘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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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曉端(戲劇導師) 

      曹寶蓮(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畢業) 
 

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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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曉端導師費：500 元 x 1.5 小時 x 8 節 = 6,000 元 

曹寶蓮導師費：500 元 x 1.5 小時 x 4 節 = 3,000 元 

全年導師費： 6,000 元＋ 3,000 元= 9,000 元 

 

申請撥款 

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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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合唱訓練」   11 (2008-2009) 

現 況 
5. 近年來，由於校隊「創藝坊」每年均於 1月參加學校音樂創藝展，與 2月舉行的

學校音樂節合唱比賽十分接近，加上音樂科只得一位老師帶領活動，因此未能有

充足的時間訓練合唱團參加學校音樂節合唱比賽。 

6. 合唱團的團員在各項活動如聯校合唱營、校內、外表演會中，表現投入積極，部

份表現突出的學生，在音樂老師指導下，在學校音樂節獨唱項目中獲得多個獎項。 

7. 上年度創造空間撥款外聘專業導師訓練合唱團，效果非常理想，參加學校音樂節

獲良好成績，整個合唱團士氣和水平都大大提高。 
 

目 標 
13.為配合本校音樂教育的發展、發掘有音樂天份和才華、有潛質繼續進修音樂的學

生，訓練他們在歌唱上的技巧，增強對音樂的全面認識。 

14.提高本校合唱團的質素及表演水平。 

15.為學生將來升學作一個良好的準備。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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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透過試音，在校內各級挑選約 50-60 名有歌唱天份的學生，參加合唱團。 

5. 外聘專業導師一位教授。 

6. 每星期上課一節一個半小時。全期 30 節 

 

計劃日期 
2008 年 10 月至 2009 年 2 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合唱團接受合唱訓練，參加學校音樂節合唱比賽，演繹兩首歌曲。 

2. 合唱團透過參加比賽，與其他學校進行互相觀摩及交流，從而獲得提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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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學校音樂節合唱比賽。 

 

負責老師 
校內：廖月明(音樂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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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梁小衛(香港浸會大學音樂系畢業：主修聲樂 ) 

 

財政預算 
全期 30 節(45 小時)，導師費共： 20,000 元正 

 

申請撥款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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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小組               12 (2008-2009) 

背景 
本人於 2007 至 2008 年度成立足球小組，透過公開選拔，揀選了 14 名年齡介乎

13 至 14 歲有興趣參與足球運動的同學。在過去一年，同學平均每月參與 1至 2次

足球練習，練習內容主要包括基本足球技巧練習、體能訓練和分組比賽。 

 

目標 
1. 聚集喜歡踢足球的學生，分享踢足球的樂趣。 

2. 提升學生的足球技巧。 

3. 組織校隊，讓學生參與學界比賽。 

4. 讓學生從足球運動學習團結、毅力、勇敢面對困難等精神。 

 

對象 
乙組學生(年齡介乎 14 至 16 歲)，大約 20 人。 

 
活動內容 
1. 足球訓練。 

2. 足球比賽 (聯校、學界和校內)。 

3. 聯誼活動 (例如燒烤、宿營等)。 

    
推行日期 
2008 年 9 月至 2009 年 5 月 (每月一至兩次) 

 
計劃統籌人 
盧冠昌老師 

 
財政預算 
待定 

預計開支項目： 

1. 聘請教練費用。 

2. 租用球場費用。 

3. 報名參加比賽費用。 

4. 資助學生購買球衣。 

5. 雜費。 

 

申請撥款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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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E 工程                 13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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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9 160     $5000 

工作態度及職前導向

工作坊 

4/2009 160 $1500 第二階段 : 

職前準備及培訓 

歷奇訓練營 

 

4/2009 30-40     
$450x35=15,750

工作實習面試 5/2009 20-30 

工作實習簡介會 6/2009 15 

工作實習及個別跟進

(約 10 天) 

7/2009 15 

第三階段 :  

工作實習 

工作實習分享及總結 7/2009 15 

    
$800x1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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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日期 
2008 年 3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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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250 元 

 
申請撥款 

 34,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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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生領袖訓練營            14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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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9 月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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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冠昌老師（學生會導師） 盧麗萍老師（輔導主任） 

馮展紅老師（訓導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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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174 元 ×60 名 =  10,440 元 

(老師)274 元 x2 名  =     548 元  ≈  10980 元 

申請撥款 

 1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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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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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10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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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節 = 18000 元 

 

申請撥款 

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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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形象小組         16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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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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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日期 

2008 年 11 月至 2009 年 5 月 

10 節（每節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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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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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11 月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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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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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18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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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由 2007-08 學年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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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安排（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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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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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9 月至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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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育局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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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