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項檢討報告 2021-2022 P.1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運用 1.「學校發展津貼」、2. 「小數位職位現金津貼」、3.「多元學習津貼」、4.「中學學習支援津貼」、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計劃檢討報告

2021-2022 

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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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 

僱用3名教師助理支援教師 

➢ 準備教材和其他有關教學

工作。 

➢ 處理教師的文書和管理工

作。 

➢ 記錄學生持續學習評估。 

➢ 收集和處理學生課業和功

課記錄系統。 

本年度教育局撥

款： 

$642,934.00 

3 名教師助理薪酬： 

$603,981.00 

 

累積盈餘： $38,953.00 

➢ 本年度教師助理主要協助處理收功課系統、聯絡家長和協助

課後勤勉班的行政和文書工作； 同時，協助照顧和輔導有學

習需要的同學 

➢ 他們也會協助舉辦多項學生課外活動，帶領學生出外參加多

項比賽及帶隊考察等，拓寛學生視野 

➢ 教學方面，他們主要協助製作工作紙及教案、 參與行政工

作，讓老師增加共同備課及同儕觀 課的時間，提升教學效能 

2 小數位職位現金津貼 本年度教育局撥

款： 

$64,200.00 

累積至下年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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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 

 資助新高中資優學生參與

由大專院校特別設計及開

辦的課程或學術組織或專

業團體為高中學生開辦的

增益課程 

 

 

 僱用服務為語文/體藝資優

學生提供資優教育課程及

上年度盈餘： 

$40,526.68 

 

本年度教育局撥

款： 

$84,000.00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

律專業體驗課程(適合高中

學生) 

$4,800.00 

學生能學習不同法律課題，提升溝通及分析能力，及認識不同學

校學生，十分值得推薦下屆同學參與此活動。 

2022 FIMC 數學比賽高年

級(18人) 

$5,400.00 

藉著 FIMC 數學比賽來訓練學生數學邏輯推理的能力，面對問題

沉著應對一步步解決的耐力，作為學生鍛鍊腦力的多元性的學習

教材。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cs 2021 

$7,200.00 

藉著奧數來訓練學生數學邏輯推理的能力，面對問題沉著應對一

步步解決的耐力，作為學生鍛鍊腦力的多元性的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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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為體藝資優學生聘請個別

補習導師提供額外補習，

以彌補因忙於參與活動而

導致學業成績落後 

 

 

 為達致多元發展，資助資

優學生參與相關活動/工作

坊/比賽，以加強及提升學

生相關興趣及能力。 

 

地理奧林匹克比賽  

$1,260.00 

共有 9名中四及中五生參加於 2021年 12月 18日舉行的第十一

屆香港地理奧林匹克。雖然參賽學生未能進入國際地理奧林匹克

遴選(第二階段)或獲得獎項，但學生能透過參加此比賽認識更多

地理知識及技能，提升對地理的興趣。 

S.4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II 

$1,829.00 

本課程挑選了中四 20位英文科表現卓越的同學參與，藉此提升

他們對創意寫作的興趣，加強寫作能力。同時，這課程亦讓他們

明白不同文體的格式、措辭及語調的運用對寫作文章的影響。學

生出席率理想，亦對課程有正面的評價。 

S.5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4,560.50 

 

本課程挑選了中五 18位英文科表現卓越的同學參與，藉此提升

他們對創意寫作的興趣，加強寫作能力。同時，這課程亦讓他們

明白不同文體的格式、措辭及語調的運用對寫作文章的影響。學

生均表示課程對他們的寫作很有幫助，他們都感到自己的寫作能

力提升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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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 

 

S.5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II 

$2,127.00 

本課程挑選了中五18位英文科表現卓越的同學參與，藉此提升他

們對創意寫作的興趣，加強寫作能力。同時，這課程亦讓他們明

白不同文體的格式、措辭及語調的運用對寫作文章的影響。學生

均表示課程對他們的寫作很有幫助，他們都感到自己的寫作能力

提升了。 

S.6 Essential English 

Course 

$2,315.00 

本課程挑選了中六22位英文科表現卓越的同學參與，藉此提升他

們運用英語的能力。這課程結合聆聽、閱讀及寫作的技巧，訓練

學生較高階的英語技巧。參與同學均表示課程及導師都有助他們

提升英語能力，能配合他們的學習需要。 

S4-5英語演說工作坊: 

$3,000.00 

挑選了12位中四及中五級的英語大使參加公開演說班，藉此提升

同學的公開演講技巧，增強同學運用的信心。 

My Uni Choices 

$1,440.00 

參與的中六尖子表示透過此能力及性格傾向測試，他們能從多角

度了解個人的能力及興趣，有助他們確立未來升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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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 S5 Global Speaker 

Online Programme Series II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4,000.00 

學生出席此課程，能有機會見識國際上知名學者，亦提升對相關

課題認識。學生亦須參與課程中以英文進行的討論部份，對英語

能力得以提升。十分值得推薦下屆同學參與此活動。 

中六體育及服務尖子英文

增潤課程: 

$5,512.50 

五位中五級同學參與此課程，反應正面，能有效改善英語能力，

受疫情影響，課堂由面授改為網上授課，學生仍能參與其中。 

 中六化學深造研習班 

$4,800.00 

李彩鈺導師工作守時。她每課為學生準備化學筆記，表現盡責。

她與學生保持良好關係。 

學生投入課堂。然而，有學生因個人理由缺席數課。 

生物科實驗設計研習室 

$3,052.00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高，能夠學習學科基礎理論並應用在實驗

設計中。 

生物科高中啟發潛能課程 

$7,200.00 

挑選了9名成績優異同學參加生物科高階思維課程，透過培訓班

及工作坊，提升同學的邏輯、推理、分析等高階思維能力，以啟

發其科學探究潛能。 

高中啟發高階思維課程(健

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6,120.00 

學生學習態度積極，課程能夠啟發學生分析及組織等高階思維能

力。 

全港中學中醫藥常識問答

比賽報名費  

$200.00 

挑選了8名成績較佳，對中醫藥有興趣之同學組隊參加比賽。學

生在過程中增加對中醫藥的認識，對將來投身有關行業有重大幫

助。 

服務學習進階課程 

$3,420.00 

課程能夠啟發學生多元智能，學生投入學習並能夠在服務學習專

題報告中運用所學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6,715.00 

 

輔導組大哥哥大姐姐訓練

活動物資 

$214.40 

輔導員經過培訓，讓大哥哥大姐姐活動能順利進行，協助一同學

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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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 澳水漁風大澳漁村

生趣之旅 

$3,252.00 

透過遊覽大澳文化景點，讓學生認識大澳漁業發展歷史和文化。

同時，在導賞員的帶領下，學生深入大澳棚屋區，認識其獨特的

建築風格，親身感受水鄉風情。 

「向世界學習」大學先導

課程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

學院) 

$1,900.00 

學生出席此課程，能有機會見識國際上知名學者，亦提升對相關

課題認識。內容部份包括分享及引導式討論。學生須以英文進行

討論部份，對英語能力得以提升。十分值得推薦下屆同學參與此

活動。 

學術領袖生學習技巧工作

坊 

$3,150.00 

工作坊能加深學術領袖生對成長思維的認識，從而協助他們建構

樂觀積極的學習態度，並藉此感染其他同學勤奮向上。學生參與

工作坊時的表現投入，反應亦正面。 

2022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

比賽物資 

$466.00 

挑選了6名同學參加全港青少年技能比賽比賽，透 

過培訓班及工作坊，提升同學不同技能能力，以啟發其潛能。 

狀元爭霸賽 2022 

$1,3500.00 

 

參與賽前課程提升學生數學的理解，學生參與度高，效果理想。 

中文辯論隊 

$7,200.00 

舉辦辯論訓練班，聘請富經驗的導師，教授學生辯論要求和知

識，讓學生學習辯論的技巧，訓練學生思維，培養學生的批判性

思考和分析能力，增強學生自信。 

中四、中五閱讀班教材(共

40本) 

$2,080.00 

中四、五閱讀班教材，用作提升學生文言文能力之用，學生反應

良好。 

中六中文科閱讀寫作思維

訓練班 

$10,116.00 

中六中文讀寫作思維訓練班，學生反應良好，回覆問卷的學生也

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課堂教學內容及導師表現。 

高中提升學生理解中國文

化活動 

 

https://leadershipinstitute.hk/zh/event/%E3%80%8C%E5%90%91%E4%B8%96%E7%95%8C%E5%AD%B8%E7%BF%92%E3%80%8D%E5%A4%A7%E5%AD%B8%E5%85%88%E5%B0%8E%E8%AA%B2%E7%A8%8B
https://leadershipinstitute.hk/zh/event/%E3%80%8C%E5%90%91%E4%B8%96%E7%95%8C%E5%AD%B8%E7%BF%92%E3%80%8D%E5%A4%A7%E5%AD%B8%E5%85%88%E5%B0%8E%E8%AA%B2%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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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6.2 

總支出:$120885.6 

 

累積盈餘:$3641.08 

 

(續) 

3 

應用學習課程  

資助 2020-22 屆別的高中學生

共 

22名 

 

資助 2021-23 屆別的高中學生

共 

24名 

 

其他語言(日文)  

分別資助19名(2021-2024)、6

名 (2020-2023) 及 3 名

(2019-2022)屆別學生就讀其他

語言(日語) 

 

2020-22屆別 

$173,380.00 

 

 

2021-23屆別 

$188,245.00 

 

 

$113,100.00 

 

 

 

2020-22屆別 

$173,380.00 

 

 

2021-23屆別 

$188,245.00 

 

 

$113,100.00 

 

 

 

在應屆中學文憑試中，8名學生取得達標及表現優異(I)﹔1名學

生取得達標及表現優異(II)﹔9名達標及 4名不達標。 

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有助學業成績欠佳之學生在中學文憑試取得

較理想之成績，故值得繼續推行。 

 

 

 

 

修讀日文課程有助學生發展多元能力及提升他們入讀專上院校

的機會，值得繼續推行。 

1名中五學生表示因未能兼顧校內課程，申請退修並獲學校批准。 

應屆文憑試考生在其他語言(日語)科取得 1C、1E及 ABS成績。 

 

4 1、 外購專業服務 

⮚ 協助學生提升社交能

力、自信心及發展多元興趣 

⚫ 藝術情緒小組 

⚫ 執行能力提升小組 

⚫ 桌遊社交小組 

⚫ 暑期 STEAM興趣班 

 

⮚ 協助學生提升學習興趣   

及能力  

上年度結餘: 

$80,044.57 

 

本年度 LSG撥款： 

$516,449.00  

( 已 扣 SENST 

$381,000.00 起 薪

點) 

                                                                              

可用金額合共:  

藝術情緒小組$16,000.00 

 

 

 

 

桌遊社交小組$7,000.00 

 

 

執行能力提升小組 

$8,000.00 

藝術情緒小組：安排給中一至中四級學生參加，透過製作小藝術

品，學會表達情緒和與人溝通的能力。今年有 3節首次以網課形

式，於特別假期期間進行，另外 3節是實體，學生反應積極，近

九成學生表示有興趣日後繼續參加，明年會舉辦相近小組。 

 

桌遊社交小組：學生樂於參與，有八成學生滿意並願意明年繼續

參加。 

 

執行能力提升小組：主要為初中學生參加，透過遊戲和任務形

式，學習組織和時間管理能力。學生回饋正面，有八成學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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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課輔導班 

⚫ 英文讀寫能力提升班 

⚫ 功課輔導班 

⚫ 暑期功課班 

 

 

 

 

 

 

 

 

 

⮚ 校本言語治療 

 

 

 

 

 

⮚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坊 

 

 

 

 

⮚ 協助學生提早規劃出路 

        Life Channel（與生涯

規劃組合作） 

 

$ 596,493.57 

 

 

 

 

 

 

 

 

 

 

暑期 STEAM興趣班

$22,800 

英文讀寫能力提升班

$11,200.00 

功課輔導班 $39,600.00 

 

 

 

暑期功課班 $12,000.00 

 

 

 

 

校本言語治療 $0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坊 

$5,000.00 

 

 

Life Channel $16,000.00 

 

 

並認為有所得著。 

⚫ 暑期 STEAM興趣班：教授學生編寫遊戲 Apps，從而開拓

創意和發展個人興趣。活動將於 8月中旬舉行，有待檢討。 

 

⚫ 英文讀寫能力提升班：與英文科合辦，教授英語能力較弱的

學生，認識串字、記憶、拆解等學習方法。課程以網課進行，

出席率達 95%。八成學生滿意課程內容。 

⚫ 功課輔導班： 為了協助學生追上學習進度，安排導師於課

後指導學生做功課及溫習知識。上學期有些課節以 zoom進

行，很講求學生的自律和主動，效果還有進步空間。下學期

較多實體班，出席率較為理想。 

⚫ 暑期功課班：與重考組合作，全期 4節，共 8小時。由大學

導師指導學生做暑期作業，協助學生解決功課疑難和善用暑

假。活動於 8月中旬舉行，利用積分卡換禮物鼓勵學生積極

完成功課，效果不俗。  

 

⚫ 言語治療：以小組或個別模式為學生提供訓練。由於陳姑娘

於 4月離職，原定的科組學術合作無法如期舉行，期望下學

年新言語治療師熟悉環境後，能把言語治療服務延伸至學

科。 

 

⚫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坊：將於 8月 18日舉行，為中一 SEN學

生的家長講解孩子升中遇到的危與機，家長扮演的角色。家

長反應不俗，家校互動理想。 

 

⚫ Life Channel：利用多種職業體驗攤位，讓中四學生了解各

行各業的入職要求和工作內容，提早為自己定立生涯目標。

學生反應積極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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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請人手，以支援個別特殊

學生需要 

⮚ 1名全職教學助理、1名

全職社工助理 

 

 

⮚ 1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

師(SENST) 

 

 

3、測考調適 

$335,677.38 

 

 

 

 

 

 

SENST  在撥款時已直接

扣除 

 

 

推行活動物資：$1,166.00 

 

本年度累積盈餘：

$122,050.57 

⚫ 教學助理協助本組處理文書、跟進課後活動等工作，減輕老

師的負擔，從而騰出空間關顧學生需求。社工助理負責照顧

第三層級學生，協助其學習及社交的需要，學生在成績及社

交能力上均有進步。 

⚫ SENST：為常額教師，負責協助跟進課後支援等工作，提升

本校照顧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服務。 

 

⚫ 按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提供校內考試加時安排，亦為中五

合資格學生申請公開試特別安排，以協助學生擁有公平的考

試環境爭取理想成績。 

 

 

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公民教育活動 

1. 中國文化暨國情周 (活動材

料及禮物等) 

 

2. 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 

 

3.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包括

旅遊車費及雜費) 

 

4. 國內交流電話卡 

 

5. 國旗及區旗  

上年度盈餘： 

$9533.53 

1.中國文化暨國情周活動

物資： 

問答比賽禮物 $307.1 

 

2.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0 

 

3.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參加東華歷史問答比賽車

費$720 + 何超蕸公民教育

獎展板$127 + 珍珠板

129.6 

 

4.國內交流電話卡：$0 

1.中國文化暨國情周活動 

✧ 根據根據向老師發出的關注事項問卷調查題 25反映，「我認

同透過以下活動，擴闊學生視野，加強對國情及中國文化的

認識：中國文化暨國情周情周 (內容包括：國慶講話、全校

「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射覆猜猜猜」、「中國歷史及文化

問答比賽」等)：表示非常同意、同意及一般的老師佔 

87.03%。(問卷調查中 9.26%老師在該項目填不知道 ) 

✧ 德公組向學生發出的問卷調查「我認同中國文化暨國情周情

周，能加強對中國文化、歷史及國情的認識」：S.1—88%、

S.2—97.1%、S.3—94.5%、S.4—81.9%、S.5—82%。活動能

達成目標。 

 

2.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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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YC活動 (花泥、花卉義賣

等) 

 

7. 雜項 (教材、瓶裝水、文具、

展板運費等) 

 

5. 國旗及區旗：$652+$521 

 

6.CYC花泥費(花泥、花卉

義賣等) $0 

 

7. 雜項 (教材、瓶裝水、

文具、展板運費等) 德育課

文件夾$252及眼罩$1000 

 

本年度總支出：$3708.7 

本年度累積盈餘：$5824.83 

 

✧ 今年邀請了義務工作發展局到校作講座，無需收費。根據向

老師發出的關注事項問卷調查題 29「我認同以下活動：義務

工作基礎培訓講座，能培養學生服務學習精神……培養正面

的價值觀和積極態度」表示非常同意、同意及一般的老師佔

81.48% ( 這活動只限在中一中二級進行，所以問卷調查中

12.96%老師在該項目填不知道 ) 整體而言，活動能達成目

標。 

 

3.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 雜項教材費 

✧ 今年德公組為中一級學生安排模擬視障人士體驗活動及寫

鼓勵咭，從而培養同理心，學生在課堂表現投入，並表示願

意為建設共融社會出一分力。本組派出德公大使參加何超蕸

公民教育獎，獲得優異獎。 

✧ 此外，本組今年亦派出德公大使參加東華聯校歷史問答比

賽，榮獲冠軍。 

 

4.國內交流電話卡 

✧ 今年因為疫情，沒有國內交流活動，但參加了香港教育局主

辦的「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區）獲

中學組優異獎 (誦材處理)。 

✧ 根據向老師發出的關注事項問卷調查題 25 「我認同透過深

港姊妺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擴闊學生視野，加強對

國情及中國文化的認識。」表示十分同意、同意及一般的老

師佔 62.9% (主要原因是其中有 33.33%老師填不知道)。 

✧ 德公組向學生發出的問卷調查「我認同透過姊妹學校交流活

動—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加強學生對國內發展的了

解。」： 

S.1—89%、S.2—90.2%、S.3—94.5%、S.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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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76.9%。活動能達成目標。 

 

5. 國旗及區旗 

✧ 由於今年開始每星期均要舉行升旗禮，加上原本的國旗已用

了多年，十分殘舊。本組今年特別買了一支連桿及一支不連

桿國旗，供升旗禮之用。平日舉行升旗禮，學生均態度認真。 

 

6.CYC花泥費(花泥、花卉義賣等) $ 

✧ 疫情關係，今年 CYC改為舉行問答比賽為主。今年本組公

益少年團獲得不少獎項，例如：生物多樣性及公民科學家

iNaturalist講座暨問答比賽中學組個人冠軍及優異獎、第三

十四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優異獎、傑出團員獎(5C鄧卓桐

2022) (S6戴皓妮 2021) 

✧ 根據向老師發出的關注事項問卷調查題 26 「我認同透過

CYC花卉義賣活動及慈善清潔比賽能培養學生關心社會、

支持公益活動的價值觀服務精神。」表示十分同意、同意及

一般的老師佔 85.18%，效果良好。 

✧ 德公組向學生發出的問卷調查「我認同 CYC花卉義賣活動

能培養學生服務精神。」： 

✧ S.1—87.2%、S.2—94.1%、S.3—94.5%、S.4—79.6%、

S.5—82.1%。活動能達成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