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聯合會青松中學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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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平、陽江世界文化遺產及    

生態文化考察 

72,000
課程發展， 

以照顧學習 

差異。 
02 「商校合作計劃」--          

北上參觀深圳港商投資項目 

21,250

03 中五級說話訓練計劃 36,000提高學生語文

及學習能力 04 中二數學興趣班 10,000
05 訓育導師及行政助理 254,520
06 音樂精英培訓計劃：中樂班 24,000
07 音樂創藝精英培訓計劃：      

音樂創作班 

15,000

08 音樂創藝精英培訓計劃:      

戲劇及舞蹈班 

33,750

09 足球小組 20,000
10 Y-WE 工程   35,000
11 中六生領袖訓練營（愛丁堡公爵

訓練營） 

11,820

12 Hip-hop 舞蹈組 30,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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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探索美容業 4,000
應用學習   

導引課程 

15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20,000

計劃申請總額 (元) 592,340 
教育局撥款額 (元) 471,771 
預計由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補貼 (元) 120,569 
預計由上學年餘款補貼總額 (元) 0 
撥款總額 (元) 592,340 
  



      開平、陽江世界文化遺產及生態文化考察   01 (2010-2011) 

背景與理念 開平擁有廣東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碉樓及其民居，是中外文化交融及

中西建築特色結合的地方，雕樓群是清代及民國時期的華工歷史的見

證，自 2007 年成功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當地政府大力發展旅遊配

套，區內的旅遊設施日見完備。江門市內河流交錯，形成廣面積的沖積

平原與三角洲平原，漸形成特有的生態系統。新高中及預科班選修中國

歷史的同學需涉獵海上絲綢之路及與之相關的文化交流。旅遊科的同學

需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育與復修，以及政府在發展旅遊業所擔當的角色

有所認識。地理科的課程涵蓋河流作用、濕地的生態，及與之相關的可

持續發展與保育政策。同學若能親炙有關的世界文化遺產及地貌，自能

提升學生的興趣及對各課題的認識。 

  

目標 1. 透過組織開平、陽江世界文化遺產及生態文化考察，增加學生對中國

古代對外交通及生態旅遊的認識，並親身了解華僑在中外貿易上之重

要地位。 

 2. 外聘專業旅行社承辦有關活動，為負責教師創造空間，騰出時間可以

更專注於課堂教學，做好拔尖保底等工作。 

 3 參與的同學分享學習經驗，冀提升其學習能力，又能增加對學校的歸

屬感。 

  

受惠對象 中四至中六學生約 40 名 

  

評估方式 

及標準 

由參與跨科考察活動的中國歷史、地理科及旅遊與款待科科任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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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開平、陽江 3天考察團。參加考察後，學生須分組報告考察所得。 

  

推行日期 2010 年 12 月 28- 30 日(星期二至四) 

  

校計劃統籌人 內： 關榮基老師(統籌/聯絡/領隊)-----本校副校長、中國歷史科科

主任、歷史學會主責老師。

盧冠昌老師(統籌/聯絡/領隊)-----本校地理科老師。 

李秀君老師(統籌/聯絡/領隊)-----本校中國歷史科老師。 

王楚舜老師(統籌/聯絡/領隊)-----旅遊與款待科科主任、中國

歷科老師。 

視乎人數，另加一位領隊老師 

校外： 專業旅行社 

   



財政預算 學生 40 人+領隊教職員 5人($1600 x 45 人)=$72000 

申請 
72000 元

 

考察行程(初定)： 

第一天: 

28/12 

(二) 

香港~江門~開平 

早上 07:30 於九龍中港城碼頭出境大堂集合，08:30 乘船往前往著名

的華僑之鄉—江門(航程約 2.5 小時)，瞭解珠江出海口的三角洲地帶

地貌，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形成，自然地理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參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館，瞭解僑鄉歷史文化、風土人情、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和民間藝術。【或 參觀小鳥天堂，了解沖積島的形成，人鳥

樹和諧相處，共生共存的生態環境。】 

下午往開平。參觀華僑私家園林立園，瞭解僑鄉園林式的中西合壁建

築風格，認識中國園林和西方庭院結合的建築特色。參觀自力村碉樓

群、方氏燈樓，瞭解僑鄉碉樓防衛性建築的歷史背景。 

晚上專題講座:開平碉樓與村落保護與旅遊開發

餐:午、晚餐 

宿:開平三埠海景酒店(三星級)或同級 

第二天: 

29/12 

(三) 

開平~陽江 

上午參觀開平荻海區風采樓和風采堂(餘忠襄公祠)，瞭解僑鄉公用性

的中西合璧建築風格和歷史背景。參觀沿潭江而建的赤坎古鎮 ，瞭解

毗鄰相接，整齊而風格各異騎樓型的中西合壁建築特色，發達的河流

網路對經濟和人文發展的影響。 

下午參觀百合鎮馬降龍村落群之天祿樓，瞭解華僑數百年的滄桑歷

史，猪仔貿易和僑鄉的形成，珠江三角洲傳統的社會運作模式及中國

近現代城鄉的演變。繼往陽江海陵島(約 2小時車程)。 

住: 閘坡碧珠樓海景酒店(三星級)或同級 

餐:早、午、晚餐 

第三天: 

30/12 

(四) 

開平~江門~香港 

上午參觀廣東海上絲綢之路博物館，觀有八百年歷史的南宋商船“南

海一號＂及發掘出水的文物，瞭解我國古代造船工藝、航海技術、陶

瓷製作以及木質文物長久保存的科學規律，古代國際商業合作及貿易

形式，及海上絲路文化旅遊開發模式。繼參觀十里長灘，了解海陵島

的生態環境、海洋資源、海島的形成，與大陸自然環境的差別，及開

發、利用保護的特殊性。 

下午 13:30 起程往江門碼頭(約 2.5 小時車程)，於 17:00 時乘船回港，

約 19:30 抵九龍中港碼頭。 

餐:早、午餐 

 
行程可能因應當地接待而有所調動及調整。 

 

 

 

http://www.cnzozo.com/scenery/jiangmen512/s20061001_3547.shtml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source=web&ct=res&cd=1&ved=0CBYQFjAA&url=http%3A%2F%2Fwww.birds-paradise.com%2F&ei=assHTNm-M86LkAWD_6n3Dw&usg=AFQjCNGWYc3eHWeb09hji2NxiTjpaH00fQ
http://www.kaipingdiaolou.com/kaiping_report/kaiping_report.htm
http://www.kaiping.com/in/3-1.htm
http://www.kaipingdiaolou.com/kaipingdiaolou/story_fq2.htm
http://www.kaipingdiaolou.com/kaipingdiaolou/story_fq2.htm
http://www.kaipingdiaolou.com/kaipingdiaolou/diaolou_picture4.htm
http://www.kaipingdiaolou.com/kaipingfomusspot/fcl.htm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source=web&ct=res&cd=2&ved=0CBoQFjAB&url=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view%2F1077582.htm&ei=vMkHTLLMM4GUkAWAv9jwDw&usg=AFQjCNEUfHHdhJ68Z2vyBct2Zq_xVm2MBg
http://www.136show.net/AmorousFeelings/AmorousFeelings_20080708153310.html
http://www.hl-tour.com/news_content.asp?id=442&classname=85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122.htm


 

團費含: 

1. 行程所列明之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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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藍十字旅遊寶中國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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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導遊、司機之小費。 

2. 個人消費，如宵夜、洗熨及長途電話費等。 

3. 行程以外及更改行程之費用。 

4. 簽證費。 

http://www.bluecross.com.hk/TRAVELSAFEPLUS/main.aspx


   「商校合作計劃」-- 北上參觀深圳港商投資項目    02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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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四級同學，約 85 名。 

 

推行日期 
20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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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及企業財務科主任盧麗萍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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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元 x 85 人=  21250 元 

 
申請撥款 

                21250 元 
 



 中國語文科中五級說話訓練計劃     03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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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學生要面對中學文憑試，又要為

將來踏足社會作出準備，通過計劃可對本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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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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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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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項目 

  

推行日期 中五級 2010 年 11 月及 2011 年 4 月共 6次 

       

計劃統等 李貴芬老師 

  

課程特點 1. 配合中文科文憑考試要求，對學生提供正規訓練。 

 2. 以日常時事作討論，提高同學參與度及時事觸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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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就讀或畢業於各大學，高級程度考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卷三獲 c

級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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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學生口語溝通能力提升，應考信心增加。 

   

財政預算 導師費用：250x3x8x3x2                           全期 36000 元

申請撥款 

                  36000 元 



       中二數學興趣班             04 (2010-2011) 

背景  本校部分初中年級學生，特別是由內地來的轉讀生，他們都有不錯

的數學基礎。唯校內大部分學生的數學基礎薄弱，故老師在課堂上都會

集中精力向學生教導基本數學技巧，讓學生能有效掌握考試的要求，但

當教學側重教授基本技巧時，同時只有較少時間討論詮一步的數學思考

性問題及其中的趣味，尖子學生更進一步的機會稍被扼殺，在欠缺挑戰

性的情況下，令他們對數學日漸失去興趣。 
    有見及此，本科特邀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協辦初中數學興趣班，

以提高初中學生對本科的興趣。 
  
目標      趣味數學主要任務就是透過用生動有趣的「活動」和「遊戲」體驗

去數學，繼而引起「想了解當中原理」和「想知道如何去做」的求知慾；

導師更可從旁協助引導學生探討和探究數學，並歸納出一些理論，數學

基礎較佳者，更可一嘗深入了解和較嚴謹的數學驗證方法。 

     因而，學生可有機會接觸較深層次的數橕技巧及邏輯思考問題，提

高了挑戰性從而提升同學對本科的興趣。 

 
計劃形式及

受惠對象 

中中二二級級數數學學興興趣趣班班  
 
在中二級學生當中，透過科任老師提名與學生自願參加，挑選數學成績

較優秀的學生，於星期三放學後參加本課程。 
主要對象 ： 中二級數學科成績較優異的學生 
本班人數 ： 約 15 人 
暫定內容 ：《博奕遊戲》— 兩人較勁的趣味策略遊戲 
          《數學 24》— 靈活動腦筋的計算競逐 
          《巧妙安排》— 智力的運籌學遊戲 
          《數學魔法》— 有關應用數學的魔術原理 
          《智慧盤》— 移動方塊成序的平面問題 
          《棋盤數學》— 有關棋盤的數學問題 
          《魔方 3》— 富有挑戰及益智的立體方塊 

 
 
推行日期 2010 年 10 月至 2011 年 5 月 

逢星期三留校上課一小時(學校假期及測驗考試週除外，確實上課日期

將根據青松中學之校曆決定)，一共 20 次課堂。 
 

 
課程果效 學習趣味數學，學生可以： 

1) 加強空間感，使思考空間全面而立體化的能力； 

2) 鍛煉運算技巧，培養相對應的記憶力和反應能力； 

3) 訓練利用已知條件，推導出要期望的結果的能力； 

4) 提高把各類題型抽象化成為可解的數學模型的能力。 

 
 



 
監察及 

評估方法 

整個課程由青松中學數學科科主任及黃競超老師作出全面監察。監察的範

圍包括導師資歷、課程安排和設計、教學內容、導師之工作態度和教學成

效、學生對導師之評語、教學進度、參與該課程之學生對課程的意見及學

生出席情況 。 
本校亦會定期進行問卷調查以評估課重的果效，同時亦收集學生對於導師

的適應程度、學習上的困難、對課程內容之朔求等。 

  

財政預算 

 
每堂收費 $500 (已包括教材及師資)         共 20 堂 
                                        總數 =港幣壹萬圓整     
                                              (HK$10,000.00) 

  
校內： 陳慧儀老師（數學科主任） 

黃競超老師（數學老師） 
計劃統籌人 

校外：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聯絡人： 呂成輝先生 (教育總主任) 

申請撥款               10000 元 

 

附件： 
 
關關於於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  資資料料由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提提供供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HKMO)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A. 前言 
 
社會對尖端人才的需求增加，政府和學校重視資優教育，各中、小學分別成立主要

學科 (尤其是數學科) 的資優班 專注培養資，優生。傳媒大幅報導數學資優兒童入

讀名牌大學、輿論名家深入探討資優選拔準則，目的皆為有效培植資優生，而不致

於埋沒慧芽；我們的教育顧問團隊設計一系列《標準數學奧林匹克》訓練課程，務

求協助學生建立理想的數學學習目標。 
 
B. 協會簡介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HKMO) 多年來致力提升本港學生數學水準，推動內地、

香港、澳門各地奧數競賽、訓練和交流，創造多項第一，深得各界讚許和肯定；我

們的奧數專家團隊包括：中國數學奧林匹克高級教練、全國奧數金牌教練、全國奧

數十佳教練及全國奧數優秀教練、大學數學系教授及數學專科老師。 
 
 
 



C. 課程目標 
 
數學奧林匹克或奧數題目往往給老師、學生及家長艱深的印象，大學教授對其也頗

有微言；問題在於使用單調的題目，沒有系統地作機械式操練，誤導學生奧數為特

定題型之數學題目，未能提升學生數學能力之餘，更令數學基礎較弱的學生感到挫

敗，失去學習興趣和主動性，繼而放棄學習的機會。由我們的奧數專家團隊設計的

《標準數學奧林匹克》是以香港數學教育現況實作，並非坊間直接引進內地艱深的

數學或奧數課程，由屬下「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出版社」印製教本。課程包括富創意

的題目，由幼小至高中，共 14 級，每級 12 單元，銳意改善學生思考無形框架化、

故步自封的流弊。最新編排《標準數學奧林匹克》，除了加強數學基礎技巧訓練外，

更有大量視作奧數基礎的補充而學校新課程未有涉及的數學範疇，令學生於傳統奧

數比賽中保持理想表現。 
 
D. 督導及支援 
 
協會為學校抽選適合章節、主題和進度，定期委派代表到學校循視導師教學質素， 
檢討教學成效，提供奧數比賽模擬試卷供實習，提名學校代表隊參加本會多個中港 
澳跨地區奧數比賽。 
 
E. 問責及協調機制 
 
協會和學校雙方代表保持定期溝通，於課程完結後，檢討各項事宜。若協會導師因 
突發事故而未能出席此課程，協會將立即通知學校，包括代課老師資料。若協會導 
師表現不理想，學校有權要求協會更換導師。 
 
  

 



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            05 (2010-2011) 

引言 

為提升學生操行及品德，本校訓導委員會於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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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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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年 9 月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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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 元正，合約為期一年(1/9/2010-31/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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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0-31/8/2011)，另加強

積金供款 5%，合共申請 254,520 元正。 
 
申請撥款 

               254,520 元 

 



              音樂精英培訓計劃－中樂組       06 (2010-2011) 
 

目標 
 

1. 發掘有音樂天份的學生，培養他們學習中國樂器，增強對中國音樂的興趣和認識，

發展音樂才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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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項目 
1. 透過試音，在校內各級挑選約十至二十名有音樂天份的學生，參加中樂組。 

2. 外聘專業導師兩位教授。 

3. 每星期上課一節一個半小時。 

 

計劃日期 
2010 年 9 月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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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內約有十至二十名有音樂天份的學生，能學習中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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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陳耀東(耀東藝術表演團團長) / 關孝文(耀東藝術表演團團員) 

 

財政預算 
陳耀東導師費：每節＄650  /關孝文導師費：每節＄450 

第一期共 15 節 

第一期導師費：16,500 元 

全部費用由學校負責。 

第二期精進班共 15 節 

第二期導師費：16,500 元 

預計每名學生全年需繳付約 900 元 

(註 : 若學生人數少於 7人，上課時間則改為 1小時，而導師費則減為每節$400 

 

申請撥款 

               24,000 元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音樂創作班      07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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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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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節(每節一小時半)。 

 

計劃日期 
 

2010 年 9 月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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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校聲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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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x 20 節 = $15,000 

 

申請撥款 

               15,000 元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戲劇及舞蹈班     08 (2010-2011) 

現 況 
1. 音樂科近年來積極推廣音樂創作活動，校隊「創藝坊」更於最近十四年參加學校音

樂創藝展，屢獲佳績，於 2008 年更與香港教育學院學生合作創演音樂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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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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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節(每節 1.5 小時) /舞蹈 25 節(每節 1.5 小時)。 

 

計劃日期 
2010 年 9 月至 2011 年 5 月 

 

計劃預期效果 
1. 同學能在校內及校外公開演繹音樂創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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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小衛(香港浸會大學音樂系畢業主，修聲樂多年，活躍於國際音樂劇場演出。) 

      曹寶蓮(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畢業) 
 

財政預算 

梁小衛導師費：500 元 x 1.5 小時 x 20 節 = 15,000 元 

曹寶蓮導師費：500 元 x 1.5 小時 x 25 節 = 18,750 元 

 

申請撥款 

                 33,750 元 
 



足球小組                09 (2010-2011) 

背景 
本人自 2007 至 2008 學年開始成立足球小組，直至 2009 至 2010 學年已成立了

三年。透過公開選拔及招募，現足球小組的隊員共有 24 人，當中包括 21 位乙組學

生和 3位甲組學生。由於甲組學生人數不足，於去年度只安排乙組學生參與香港學

界體育聯會足球比賽，不過同時也安排全體隊員參與常規性的足球練習、社區比賽

及私人機構舉辦的比賽，並聘請足球教練提供足球訓練給學生，練習時間平均每星

期 1至 2次。練習內容主要包括足球技巧練習、體能訓練、分組比賽和比賽戰術訓

練，讓學生在比賽和訓練中經歷和學習到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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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組和乙組學生(年齡介乎 14 至 20 歲)，大約 30-40 人。 

 
活動內容 
1. 足球訓練及配合活動。 

2. 足球比賽 (聯校、學界、私人機構及校內)。 

    
推行日期 
2010 年 9 月至 2011 年 7 月 (每月 2-4 次) 
 
計劃統籌人 
盧冠昌老師 

 
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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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 



Y-WE 工程             10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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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1 160     $5000 

工作態度及職前導向

工作坊 

4/2011 160 $1500 第二階段 : 

職前準備及培訓 

歷奇訓練營 

 

4/2011 30-40     
$450x35=15,750

工作實習面試 5/2011 20-30 

工作實習簡介會 6/2011 15 

工作實習及個別跟進

(約 10 天) 

7/2011 15 

第三階段 :  

工作實習 

工作實習分享及總結 7/2011 15 

    
$800x15=12,000



推行日期 
2011 年 3 月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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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000 元 

 
申請撥款 

                  35000 元 



中六生領袖訓練營           11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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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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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9 月 16 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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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質子老師 (訓導主任)  謝嘉怡老師（風紀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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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元 × 60 名 =  11,820 元 

申請撥款 

               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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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hop舞蹈組         12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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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對象 25 名成績稍遜，自信心弱但對 Hip Hop 舞有興趣的學生。 

  

1. 聘請專業舞蹈員教授舞蹈；全期 40 節（每節 1 .5 小時） 

2. 參與校內或校外表演； 

活動形式及

內容 

3. 活動後舉行分享及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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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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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行日期 2010 年 9 月至 2011 年 6 月 

  

校計劃統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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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節 

申請撥款 
 30,000 元

 



提升自我形象小組     13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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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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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形式及

內容 

4. 活動後分享及檢討會。 

  

推行日期 2010 年 10 月至 2011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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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計劃統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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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撥款 
 5,000 元

 



探索美容業              14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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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皮膚護理 

3. 個人基礎化妝 

4. 特技化妝 

5. 髮型與面型的配襯 

    
推行日期 
2010 年 11 月至 2011 年 3 月，共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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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15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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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選中四至中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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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考等 )  

• 技能評核  

• 專題習作 

 



上課安排 

中四 : 

1) 主要由本校教師自行設計及教授課程。 

2) 參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辦之課程，安排學生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上課 

3) 聘請職業訓練局附屬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產品設計系導師到本校任教部分課節。 

 

計劃日期 
2010 年 10 月至 2011 年 6 月 

 

計劃統籌人 
校內： 戴鳳萍老師 

校外： 職業訓練局 
 
申請撥款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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