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更新課室及至特別室 更新學與教設施及配套更新視藝室 50,000.00 268,520.00 TSF

更新圖書館 200,000.00 158,245.00 NSL

舊Band房翻新工程 20,000.00 0.00 CYYC

更新教學設備 新高中課程的推展 更新及添購學與教資源 40,000.00               140,546.40 FCL

及設施

更新電腦設備及配套 資訊科技設備 更新及添購電腦伺服器， 484,083.01             332,959.00 MCM

電腦設施及儀器

外購服務或外聘導師 加強學生學習 外購服務或聘請導師 60,000.00               9,740.00 YIM

開辦訓練活動或增益/支

援課程，加強學生學習

支援教學及文書工作 協助推展新高中教學 聘任助理教師及文員， 159,600.00             14,942.50 NYL

協助推展新高中課程 (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

及文書工作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1,013,683.01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924,952.90 924,952.9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88,730.11
(a) + (b) - (c)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完成使用整筆 完成使用整筆 完成使用整筆 完成使用整筆 3(a)「「「「 加強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加強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加強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加強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後才開始使用此 後才開始使用此 後才開始使用此 後才開始使用此 3(b)「「「「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新高中課程發展津貼」。」。」。」。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0.00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713,52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0.00 0.0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713,520.00

(a) + (b) - (c)

2012-13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 Enhanced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_SSCSG )

預留是項撥款備用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_SSCSG )

學生感到學習成績有進步；教

師感到工作量攤分及能協助提

昇學生水平

教師感到工作分担了，新高中

課程得以推展

(其他聘請導師

費改由其他撥款

支付)

(部份費用改由

其他撥款支付)

大部份老師及同學感到校園設

備及教學設施配套改善，學與

教質素有所提升

大部份老師感到資訊科技設備

有改善，學與教質素有所提升

2012-13學年學年學年學年「「「「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体藝及音樂活動 配合年度目標舉行 美術、音樂及體育活動， 150,000.00             80,385.47          TCC

交流活動，支援學生 例如參加音樂班、 CYYC

非學術活動的發展 音樂會等活動 TSF

其他學習經歷 支援學生參加各類 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 50,000.00               6,737.00            CAC + CT

( OLE ) OLE活動 型訓練、成長營或活動

，挑戰自己，建立目標

支援教學及教務工作 推展新高中課程及 聘任教師或助理教師， 415,069.20             358,160.25 NYL

協助教務工作 協助推展新高中課程 (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包括公積金)

及文書工作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980,758.69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516,616.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445,282.72        445,282.72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052,091.97

(a) + (b) - (c)

(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_CEG )

超過85%参與者感到活動能協助

他有積極向上之心

超過85%参與者感到活動能有助

他發展美術、音樂及體育方面

的個人潛能

額外教師和助理分擔了教學工

作，並於課後時段個別輔導學

生，照顧學習差異;同工感到新

高中課程及文書工作量減輕了

(費用改由其他

撥款支付)

2012-13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轉撥支付DLG費

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增聘教師 照顧學習差異 增聘教師(中英文科)，分 259,060.00             327,308.61 WLF

擔支援學生 ( 已包括公積金 )

增聘專業人員 照顧有需要的學生 補貼費用增聘一位社工， 150,150.00             126,726.23 WLF

支援學生成長 ( 已包括公積金 )

外購服務及推廣 支援SEN學生 參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50,000.00               66,333.00 WLF

評估服務、治療課程及 CCC

活動推廣

課後補習班、伴讀班、照顧學習差異， 聘請導師支援學障學生， 50,000.00               121,660.38 WLF

興趣班及社交班 支援學生需要 舉辦活動，提昇SEN學生能力 CCC

學生能力

教學資源 照顧學習差異 購買教學資源及雜費 10,000.00               41,892.50 WLF  

/ CCC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353,780.34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470,00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683,920.72 683,920.72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39,859.62                 

(a) + (b) - (c)

          ( 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Secondary Schools_LSG )   

外購服務及治療課程支援了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令他們人際

關係及自信心有所提升；超過

80%學生對服務感到滿意

按學生需求，大量增設課後補

習班及暑期研習班，以照顧學

習差異；超過80%學生感到補習

班等令他們的成績得到提升

超過80%學生對資源感到滿意

為了照顧學習差異，增聘全職

教師，為學生進行小組或個別

輔導，另聘教學助理協助教師

設計活動及教材，協助學生進

行課堂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

個別功課輔導、收集學生進度

紀錄、聯絡家長，及報名公開

考試等，減輕了教師的工作，

支援了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為照顧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

生，本校增聘社工為個別學生

進行輔導、舉辦社交小組及其

他成長活動。學生及家長均感

到學校的關顧及支援足夠，對

服務感到滿意

            2012-13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學習支援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SEN )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課程 學生多元學習 讓學術成就稍遜學生 50,800.00               42,500.00 FWW

學習一些應用技能 (19,737.00)

的科目 31,063.00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0.00

11-12 Revised (19,737.00)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50,80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37,800.00          37,800.0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6,737.00)

(a) + (b) - (c) (由(由(由(由CEGCEGCEGCEG支付)支付)支付)支付)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關注重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 -

資優教育課程： 聘請導師為各科資優生提供額外補習

，
81,251.70               76,400.50 科主任

(1) 學科研習 提昇學生水平

(2) 英語研習 聘請導師開辦英語研習班，讓資優學

生
28,800.00               0.00 KKL, LMS

進一步發展 (改由其他撥款

支付英語研習

校外支援課程及教材 (3) 不同學習領域/範疇 支援資優學生報讀資優教育學院或 10,000.00               4,700.00 LMS

由大專院校特別設計及開辦的課程

聯校課程 音樂發展 支援學生報讀聯學合辦的 4,680.00                 4,680.00 CYYC

新高中音樂科課程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54,731.70

11-12 Revised (1,512.00)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70,00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85,780.50 85,780.5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37,439.20

(a) + (b) - (c)

2012-13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_DLG_Other Program)

校本抽離式課程及教

材

參與課程的學生人次有235人次

，開設了8科共29班課程；參與

的同學均認同課程有助同學提

昇學習能力及成績

受惠學生1人，參加了聯學合辦

的新高中音樂科課程；同學認

同課程讓她獲得多元的發展

(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_DLG_Applied Learning)
2012-13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多元學習津貼」」」」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受惠學生2人，分別參加了中大

的經濟科資優課程及理大的英

文科資優課程；問卷結果顯示

同學認同課程對學習具正面的

幫助

參加學生有7人，共7課程；均

認同課程對他們有正面幫助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受惠學生受惠學生受惠學生受惠學生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 義工及領袖訓練及 中一至中六 14,000.00 5,614.53 德公組

    服務

2. 升學交流團、教育 中一至中六 15,320.00 9,790.71 升學輔導組

    或訓練活動 課外活動組

3. 課外活動、比賽、 中一至中六 95,880.00 109,794.76 體育科及

    教育團、興趣班 課外活動組

     及樂器班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0.00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125,20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125,200.00 125,200.0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0.00

(a) + (b) - (c)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受惠學生受惠學生受惠學生受惠學生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評估報告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 全方位活動及比賽 中一至中六 101,300.00             119,066.06        課外活動組及

體育科

3. 探訪及交流團 中一至中六 20,000.00               12,233.94          德公組

    

4. 增潤班 中一至中六 10,000.00               0.00 課外活動組及

(改由其他撥款

支付增潤班費

用)

  學務組

11-1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a) 0.00

12-13 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b) 131,300.00

12-13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c) 131,300.00 131,300.00                 

12-13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0.00

(a) + (b) - (c)

85%學生對活動感到滿意，認為

能助他們全方位發展，有多元

化的課餘活動

2012-13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The Hong Kong Jocky Club Life-wide Learning Fund) 

            2012-13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學年運用「「「「校本課後計劃撥款校本課後計劃撥款校本課後計劃撥款校本課後計劃撥款」」」」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收支報告

          (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Programmes )

超過85%學生對活動感到滿意

，認為能助多元發展，給他們

一個均衡的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