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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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計劃檢討報告（2020-2021） 

 

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1. 學校發展津貼 

僱用 3 名教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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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461.00 

 

 

3 名教師助理薪酬： 

$560,286.44 

 

累積盈餘： 

$78,1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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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用一名教師助理 

上年度盈餘︰ 

$61,253.75 

 

本年度教育局撥款： 

$64,200.00 

 

姊妹學校資助︰ 

$30,000.00 

1 名教師助理薪酬： 

$173,805.00 

 

不足之數： 

$48,351.25 (由擴大

的營辦津貼支付) 

 聘用一名教師助理，協助老師專心於學生學習

差異及學習效能。此外，他也協助舉辦多項科

本活動，擴濶學生視野及促進學校全方位學習

之理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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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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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盈餘： 

$72,915.18 

 

本年度教育局撥款： 

$154,200.00 

英語大使工作坊︰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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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冬季資優課程

2020-2021︰ 

$3,960.00 

學生出席「犯罪心理學導論」課程，課程針對初學者。學生認為課

程有啟發性及能對此課題加深認識， 

高中生物科啟發潛能課

程︰  

$3,437.50  

挑選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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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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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中六高階思維訓

練班︰ 

$480.00  

聘請導師透過辯論等方式，利用不同議題的分析，培養具潛質的學

生多角度分析發批判思考的能力。因應疫情關係，活動以網課形式

進行，學生出席率理想，亦認為課程能提升其思維能力。 

體育尖子英文增潤課

程︰ 

$9,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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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課堂由面授改為網上授課，學生仍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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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續) 

3. 

多元學習津貼 

 由於只有少部分學生選

擇音樂科，與東華三院黃

笏南中學、李潤田紀念中

學、甲寅年總理中學、呂

潤財紀念中學合辦聯校

課程，以照顧學生的不同

的需要。 

 
高中體育及全科尖

子物理增潤課程 

$3,400.00 

挑選了 4 名中六各科成績或體育優異同學，出席物理相關内容增潤課程，目的為

加深及擴闊物理思考能力。。因應疫情關係，活動以網課形式進行，學生出席率

理想。 

美國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2,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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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獲得了以下獎頊：2 銀 5 銅 

地理奧林匹克比賽  

$1,400.00 

12 月 19 日順利完成。10 位同學報名 每人 140 元正。最後 9 位同學參加 因為 5C

劉彥彤身處內地未能提供有關身份證明同學雖未能獲獎 但對地理科興趣有所提

升，亦增強了自信心，參與同學表示可以了解更多地理知識，認為對學科學習有

幫助，亦都對學習更有動力，亦會推薦下屆同學參與此活動。 

生物科學實驗設計

研習班  

$1,200.00 

學生出席率高，能夠學習學科基礎理論並應用在實驗設計中。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

懷科高中啟發潛能

課程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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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3,246.00 

本課程挑選了中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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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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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續) 

3. 

多元學習津貼  
S.5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4,520.00 

本課程挑選了中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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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00 

3 位拔尖同學參與了英文發音班。此課程目的為提升學生說活流暢度，糾正常犯

錯誤及改善英語發音為主。3 位學生在課程中不斷練習說話技巧，積極改善發音

及說話流暢度。 

Mind-Map 高效學習

課程 

$4,600.00  

課程能提升學生運用腦圖的技巧，提高學習效能。導師多提問，並配以適當的例

子解說，使學生能多思考和參與課堂。 

Leaders to Leaders 

2021 

$4,000.00 

課程讓學生增強對關於世界饑餓/糧食分配的知識，課程主要以英語進行，有助擴

闊視野及增強自信。學生都認為此活動值得參與。 

迪士尼樂園酒店款

待及工作體驗坊及

交通 

$8,700.00 

舉辦辯論工作坊及課程，目的讓學生了解不同領導的技巧，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

考和分析能力，亦有助學生增強自信。 

S.6 經濟科增潤課

程 

$3,840.00 

因疫情停課關係，部份課堂由面授改為網上授課，學生仍能參與其中，出席率高。

導師幫助同學鞏固經濟科基礎理論並將不同的經濟概念應用在生活中。 

   
粵港澳資優「合 24」

挑戰賽 2021 

$10,800.00  

藉著合 24 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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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獲得了以下獎頊： 

9 個星中之星獎盃、26 個金牌、11 個銀牌、5 個銅牌 

合共 51 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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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續) 

3. 

多元學習津貼 

 

 化學深造研習班 

$9,000.00  

研習班期間，同學表現理想，導師反映同學們都非常用心，過程中積極學習，並

會按時完成功課。 

話劇導師費用 

$665.00  

為發展表演藝術，一名中五同學參與了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1 綵排及表演， 本校

隊伍獲得傑出合作獎。 

中五中文科拔尖閱

讀班 

$7,350.00 

 

安排合資格中國語文科導師，教授中五級有潛質的學生，著力提升他們的閱讀能

力。課程教授期間，學生表現積極，按時呈交導師指定的功課。據收回的問卷顯

示，學生滿意課程內容、並希望可以增加課堂教節。 

中四奧數班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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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比賽獲得不錯成績，希望明年

會更好。 

服務學習進階課程 

$1,125.00 
服務學習進階課程：學生能夠活用各種服務學習設計策略，效果理想。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

賽 2021 

$3,000.00 

訓練學生數學邏輯推理的能力，比賽獲得不錯成績， 獲得 4 金、2 銀，10 銅等，

另外全港第 6 及 8 名等 

S.5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5,400.00 

舉辦創意寫作工作坊，目的讓中五學生了解不同寫作技巧，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

考和分析能力，亦有助學生增強創作及表達能力。 

S.5 Public Speaking 

Course 

$4,500.00 

挑選了 24 位中五級學生參加公開演說班，藉此提升同學的公開演講技巧，改善

英語能力及增強同學運用英語表達的信心 

累積盈餘:$405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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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續) 

3. 

應用學習課程  

資助 2019-21 屆別的高中學

生共 24 名 

 

資助 2020-22 屆別的高中學

生共 23 名 

 

 

其他語言(日文)  

分別資助6名(2020-2023)、7

名 (2019-2022) 及 5 名

(2018-2021)屆別學生就讀其

他語言(日文) 

 

2019-21 屆別 

$183,140.00 

 

 

2020-22 屆別 

$180,930.00 

 

$70,200.00  

 

 

 

2019-21 屆別 

$226,440.00 

 

 

2020-22 屆別 

$180,930.00  

 

$70,200.00  

 

 

 

在應屆中學文憑試中，6 名學生在取得達標及表現優異﹔16 名達標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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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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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科取得 2A、1C 及 1E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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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及反思 

4.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1. 外購專業服務 

⮚ 協助學生提升社交能

力及自信心 

 藝術情緒社交小組 

 「陪著你走」義工小組 

 

上年度結餘:  

$140,710.28 

 

本年度 EDB 撥款： 

$ 404,460.00  

(已扣 SENST 

$381,000 起薪點) 

 

藝術情緒社交小組

$16,000.00 

 

 

「陪著你走」義工

小組  

$7,000.00 

 

 

 藝術情緒社交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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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因疫情影響，延期至 4 月舉行，

全期共 4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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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著你走」義工小組：中一至中四級學生參加，原計劃學生負責規劃

社區路線，帶領長者或殘疾人士遊覽社區，從而訓練溝通能力和同理心。

由於疫情，改為學生考察社區後，制作 Photomo 立體模型在校園展覽，

之後會送給老人院。學生回饋正面，有八成學生滿意並認為有所得著。 

⮚ 協助學生提升學習興

趣及能力  

 功課輔導班  

 暑期功課班 

可用金額合共:  

$ 545,170.28 

 

功課輔導班 

$43,120.00 

 

暑期功課班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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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節，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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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本言語治療 校本言語治療 

$0 

 言語治療：以小組或個別模式為學生提供訓練。由於疫情，原定的課後

（小息、午間）互動活動無法如期舉行，期望下學年疫情消退後，言語

治療師能有更多空間和機會與本校學生互動，從而提早識別有言語障礙

的學生。 

⮚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坊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

坊 $5,000.00 

 

 家長支援訓練工作坊：計劃於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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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助學生提早規劃出路 

Life Channel（與生涯規

劃組合作） 

Life Channel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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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聘請人手，以支援個別

特殊學生需要，  

 教學助理 

$377,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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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教學助理負責照顧第三層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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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名全職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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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

師(SENST) 

 SENST 在撥款時

已直接扣除 

 SENST：為常額教師，負責協助 SENCO 處理考試調適、支援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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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測考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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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活動物資：

$1,188.00 

 

本年度累積盈餘：

$65,2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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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收入 支出 成就與反思 

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公民教育活動 

✧ 國情周活動 (展板及禮物) 

✧ 東華德育課比賽及活動 

✧ 國內交流電話卡 

✧ 雜項 (禮物、文具、展板運

費等) 

上年度盈餘： 

$11405.53 

1. 國情周活動：展板 $48 

2.東華德育課活動：$0 

3.國內交流電話卡：$0 

4.中一價值觀教育課：全級眼罩 $800 

5.雜項：$1024 

 CYC 花泥費︰$90 

 中國 24 省木質拼圖 12 份: $934 

 

本年度總支出：$1872 

本年度累積盈餘：$9533.53 

✧ 根據關注事項問卷調查題 13 反映，「我認同透過

國情周能擴濶學生視野，加強對國情的認」表示

非常同意及同意的老師佔 50%。國情周順利完

成。 

✧ 中一級學生透過模擬視障人士的體驗活動，掌握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困難，從而培養同理

心。學生的課堂表現投入，並表示願意為建設共

融社會出一分力。 

✧ 今年 CYC 活動相當成功，本組獲得公益少年團

網上環保講座暨問答比賽 季軍 & 優異獎、公

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積極團隊獎、兩位學生獲

公益少年團榮譽級獎章計劃二等獎 & 二等

獎。另外，慈善花卉義賣活動籌得善款$9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