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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一) ：合約文員 

項目 關注重點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合約文員 減輕教師的文

書工作及教學

性事務。 

合約文員能協助教師依時完成文

書工作及非教學性事務。 

95%行政主任認同合約文員能支援

及協助教師減輕其工作量。 

合約文員能完成所有非教學性職務， 

包括：預備書簿費資料、協助處理學生

資料記錄、設計壁報等。 

合約文員能配合不同科組的要求，完 

成具質素之工作，其中以文書工作及 

壁報製作成果極佳。 

教師認為可減輕非教學性事務工作， 

從而增加師生教與學效益。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96%教師認為合  

約文員能支援及協助教師減輕工作量。 

 
 
 
 

來年繼續聘請合約文員。 

各科組老師須因應各項工作份量和複

雜性，給予合約文員最少三個工作天

的時間完成。 

新學年亦會請各科組老師填寫【校務

處書記跟進工作紀錄表】，並交予學校

行政主任統籌，以便監察或調適合約

文員的工作數量或性質。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聘請一名文員一年的薪酬 $233,100 $233,100 / 

總計 $233,100 $233,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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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二) ：聘請外籍英語教師 

項目 關注重點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外籍英語

教師 
提升學生英語

能力。 

85%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高。 

85%學生聽說英語的信心增強。 

85%教師工作量及壓力減輕。 

 

94%老師認同外籍英語助教和本校英語

老師的協作教學有助學生學習英語的

興趣提高。 

85%學生認同外籍英語助教和本校英語

老師的協作教學能增強他們聽說英語

的信心。 

89%老師認同與外籍老師協作教學能減

輕工作量及壓力。 

 

 

 

 

外籍英語助教可於小息時到操場跟同

學傾談，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擴闊

談話內容並加強同學聽說英語的信心

及能力。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聘請外籍英語助教 $136,500 $132,570.05 / 

總計 $136,500 $132,57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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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三) ：數學奧林匹克課程 

項目 關注重點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數學奧林匹克

課程 

提升學生的計

算技巧、解難能

力、邏輯推理

等，使學生在校

際比賽中有更

佳的表現。 

學生在校際比賽中獲不少於一次

的獎項。 

學生出席率達 90%以上。 

學生能提升計算技巧、解難能力、邏輯

推理等，使學生在校際比賽中有良好的

表現。 

學生參加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數學校際

比賽，他們在當中得到好成績，能獲取

不少獎項。 

從點名簿記錄所見，學生的出席率達

90%。 

讓更多同學參與比賽，以增加比賽經

驗。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三至六級奧數課程 $60,000 $54,675 / 

七月份培訓班 $22,500 - 培訓班費用全數由學生支付 

總計 $82,500 $54,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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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四) ：管樂團培訓 

項目 關注重點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管樂團培訓 提升校隊水平

及團隊精神。 

學生出席率達 85﹪或以上。 

學生能在音樂匯演中演奏最少兩

首合奏樂曲。 

參加由康文處舉辦的一項比賽。 

從教師觀察，合奏班指揮很有教學熱

誠，亦熟悉學員的音樂能力，選曲配合

學生程度。 

學生在學會了＜SOUSA TIMES TWOSA

＞、＜COLORS OF CHRISTMAS＞、＜

JINGLE BELL REMIXED ＞ 、 ＜

PHANTOM SHIP＞、＜IMPERIUM＞、

＜Jupitar from the planets＞、＜世上只有

＞、＜無價＞、＜少年警訊主題曲＞多

首歌曲。 

學生參加 JSMA2018 聯校音樂比賽小學

合奏(管樂)，取得金獎。 

學生參與校內文娛匯演時，表演積極投

入。 

學生平均出席率達 85﹪或以上。 

減少訓練日數，加長每節訓練之時

數，以方便學生及家長安排訓練。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導師費用 $62,400 $30,09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62,400 $30,090   / 



5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五) ：中樂團培訓 

項目 關注重點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中樂團培訓 提 升 學 生 的  

管樂合奏技巧

及協作能力。 

學生出席率達 85﹪或以上。 

學生能在音樂匯演中演奏最少兩

首合奏樂曲。 

參加由康文處舉辦的一項比賽。 

從教師觀察，合奏班指揮很有教學熱

誠，亦熟悉學員之程度，選曲合宜。 

學生於開放日時，演奏了＜祝福大家＞

及＜新鳳陽歌＞。 

學生於一年級家長會表演時，演奏了 

＜祝福大家＞及＜新鳳陽歌＞。 

學生在學會了＜弓舞＞、＜歡樂年年

＞、＜新鳳陽歌＞、＜祝福大家＞及＜

輕輕聽＞五首歌曲。 

學生參加 JSMA2019 聯校音樂比賽小學

小組合奏(中樂)2-9 人，取得金獎。 

學生參加 JSMA2019 聯校音樂比賽小學

中樂合奏 21-30 人，取得銀獎。 

可考慮加入不同的樂器，讓更多種類

的樂器能放於樂團中。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導師費用 $42,690 $37,10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42,690 $37,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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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六) ：中樂校隊培訓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中樂校隊培訓 透過聘用專業

導師，為學生提

供有系統的訓

練，培育專項發

展。 

學生出席率達 85﹪或以上。 

在校內午間音樂會中演出最少一

首樂曲。 

從教師觀察，校隊培訓班指揮很有教學

熱誠，熟悉學員的音樂能力，選曲配合

學生的程度。 

學生參加 JSMA2018 聯校音樂比賽小學

小組合奏(中樂)2-9 人，取得銀獎。 

學生參加 JSMA2018 聯校音樂比賽小學

中樂合奏，取得金獎。 

學生參與校內文娛匯演時，表演積極投

入。 

學生出席率達 85﹪或以上。 

 

將學生以梯隊形式訓練，培養中樂團

接班人。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導師費用 $40,600 $24,05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40,600 $24,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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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七)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足球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足球 

與教師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足球運

動方面的發展。 

參加校外足球比賽最少 3 次。 

校隊能進入九東足球比賽的複賽。 

本年度共參與了三項賽事，包括觀塘區

家校盃盃、九東足球學界和康文署

FUTSAL 五人足球比賽。 

九東學界以小組首名出線，成功進入複

賽階段，奪得頭八名。 

在家校盃和康文署 FUTSAL 五人足球比

賽同時奪得冠軍。 

為提高學生足球球技水平，建議來年

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並訓練低年

級學生，成立梯隊。 

建議在來年訓練內容中，加強教授學

生戰術的運用。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導師費用 $10,800 $6,75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10,800 $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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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八)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花式跳繩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 花式跳

繩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花式跳

繩運動方面的

發展。 

參加表演最少 2 次。 

參加全港學界花式跳繩比賽。 

參與學校文娛匯演、校內體育活動、觀

塘浴佛典禮開幕典禮、觀塘區中小學聯

校表演演出。 

參與SKIPPERZ全港學界花式跳繩比賽

奪得混合組團體季軍。 

為提高學生花式跳繩技術水平，建議

來年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聘請專業教練 $19,000 $2,50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 總計 $19,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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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九)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舞龍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舞龍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舞龍運

動方面的發展。 

參加表演最少 2 次。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舞龍比賽。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舞龍比賽以外共三

項賽事，包括全港夜光龍大賽、全港公

開技能舞龍錦標賽。 

參與學校文娛匯演和全港運動會開幕

典禮演出。 

為提高學生舞龍技術水平，建議來年

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可購買代替工具讓學生先練習動作流

程，後才用龍身練習。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聘請校外導師 $3,120 $8,280 
因為參加了比賽，需要增加訓練堂

數，故實際支出較預算為多 總計 $3,120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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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舞獅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舞獅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舞獅運

動方面的發展。 

參加表演最少 2 次。 

參加學界舞獅比賽。 

參與學校文娛匯演和全港運動會開幕

典禮演出。 

本年度參加了學界舞獅賽事兩個，分別

為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和全港青年

醒獅比賽，於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中

獲得優異獎。 

為提高學生舞獅技術水平，建議來年

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可添置四號獅頭，約八公斤，適合小

學生作訓練使用。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3,120 $1,86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3,120 $1,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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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一)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藝術體操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 藝術體

操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藝術體

操運動方面的

發展。 

參加表演最少 2 次。 

參加康文署藝術體操比賽。 

參與學校文娛匯演和畢業典禮演出。 

於康文署舉辦的香港普及體操節 2019

奪得最高技巧獎銀獎。 

為提高學生藝術體操技術水平，建議

來年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添置不同大小的呼拉圈和用具。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18,525 $15,355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18,525 $15,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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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二)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乒乓球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乒乓球 

與教師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乒乓球

運動方面的發

展。 

參加校外乒乓球比賽最少 2 次。 

校隊能夠進入九東乒乓球比賽的

複賽。 

男子隊及女子隊四隊中，有三隊均能進

入九東乒乓球比賽的決賽。 

女子甲組奪得團體冠軍，女子乙組奪得

團體亞軍，男子甲組奪得團體亞軍，男

子乙組奪得團體優異。 

參加觀塘區分齡賽和回歸盃乒乓球邀

請賽 2019 奪得小學女子組冠軍。 

為提高學生乒乓球技術水平，建議來

年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12,600 $16,090 因為進入九東區決賽，而增加訓練 

總計 $12,600 $16,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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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三)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羽毛球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羽毛球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羽毛球

運動方面的發

展。 

參加校外羽毛球比賽最少 3 次。 

校隊能夠進入九東羽毛球比賽的

複賽。 

男子隊及女子隊均能進入九東羽毛球

比賽的複賽。 

九東學界羽毛球女子組奪得團體季軍。 

分別參加港青羽毛球分齡賽、香港第十

四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和中銀香港

羽毛球分齡賽。 

為提高學生羽毛球技術水平，建議來

年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27,200 $22,81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27,200 $22,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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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四)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田徑訓練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聘請專業教練

計劃— 田徑訓

練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田徑運

動方面的發展。 

參加校外田徑比賽最少 3 次。 

校隊能夠取得九東田徑比賽的獎

牌。 

田徑隊參與了油尖旺區、觀塘區和西貢

區的田徑比賽。 

田徑隊參與了由全能體育會主辦的田

徑比賽。 

於九東田徑學界比賽中奪得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男子丙組團體優異，女子甲

組團體優異和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於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4X100米接力賽中

奪得全港殿軍。 

為提高學生田徑田賽技術水平，建議

來年可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並加

入田賽專項教練。 

添置基本裝備，例如釘鞋。並外借給

學生使用，讓他們在其他時間也有裝

備接受訓練及比賽。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32,000 $30,650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32,000 $30,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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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五) ：外展教練計劃—乒乓球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外 展 教 練 計

劃—乒乓球 

與教師合作提

供培訓給予學

生，培育學生在

乒乓球運動方

面的發展。 

參加校外乒乓球比賽最少 2 次。 

能夠進入九東乒乓球比賽的複賽。 

男子隊及女子隊四隊中，有三隊均能進

入九東乒乓球比賽的決賽。 

女子甲組奪得團體冠軍，女子乙組奪得

團體亞軍，男子甲組奪得團體亞軍，男

子乙組奪得團體優異。 

參加觀塘區分齡賽和回歸盃乒乓球邀

請賽 2019 奪得小學女子組冠軍。 

為提高學生乒乓球技術水平，建議來

年繼續申請專業教練計劃。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7,728 $3,864 部份導師費用由學生支付 

總計 $7,728 $3,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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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六) ：舞蹈及音樂表演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舞蹈及音樂表

演 

與教練合作提

供專業培訓給

予學生，培育 

學生在舞蹈表

演藝術方面的

發展。 

參加畢業典禮表演及本校文娛匯

演。 

有關畢業班學生已於本年畢業典禮及

文娛匯演中進行演出，學生表現積極投

入，演出精彩。 

由於校外導師工作繁重，需早些計劃

訓練日程及通知校外導師有關課堂安

排，以便校外導師作出配合。 

由於綵排需時，建議預早購買表演服

裝及用具。 

建議續用星期五興趣小組時間作練

習。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22,750 $28,075 因為沒有預算服裝和用具費用 

總計 $22,750 $2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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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計劃檢討報告(十七) ：EV3機械人班 

項目 關注項目 成功準則 實際成效 建議 

EV3機械人班 通過學習編程

及機械原理，激

發 學 生 的 創

意，培養探究精

神。 

參加校外機械人比賽最少2次。 

能夠進入有關比賽的複賽。 

本年度參加了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

賽、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

會、ROBOFEST 及 APRA 亞太機械人

聯盟競賽。80%學生參加不少於一次的

機械人比賽。 

學生能發揮創意製作機械人，表現出主

動學習和探究精神。 

大部分學生的出席率都能達至 85%以

上。 

建議來年繼續聘請專業教加強訓練，

以提升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的成績。 

 

 

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財政解說 (如實際支出與預算支出   

相差多於10%，需列明原因。) 

教練費用 $55,960 $52,960 / 

總計 $55,960 $52,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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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實際支出統計表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名稱 校方批核金額 實際支出金額 

合約文員 233,100.00  233,100.00  

聘請外籍英語教師 136,500.00  132,570.05  

數學奧林匹克課程 82,500.00  54,675.00  

管樂團培訓 62,400.00  30,090.00  

中樂團培訓 42,690.00  37,100.00  

中樂校隊培訓 40,600.00  24,05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足球 10,800.00  6,75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花式跳繩 19,000.00  2,50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舞龍 3,120.00  8,28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舞獅 3,120.00  1,86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藝術體操 18,525.00  15,355.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乒乓球 12,600.00  16,09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羽毛球 27,200.00  22,810.00  

聘請專業教練計劃-田徑訓練 32,000.00  30,650.00  

外展教練計劃-乒乓球 7,728.00  3,864.00  

舞蹈及音樂表演 22,750.00  28,075.00  

EV3 機械人班 55,960.00  52,960.00  

總數: 810,593.00  700,779.05  

   

2018/2019 年度政府津貼賬撥款: 750,226.00  

扣減 2018/2019 年度支出:    (700,779.05)   

2018/2019 年度結餘調撥到非特定用途津貼使用: 49,44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