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發展津貼」及額外撥款計劃書（二零一一/ 一二學年） 

計劃名稱 2010-2011 撥款 2010-2011 支出 
2011-2012 

開支預算 
施行內容 負責人 

1. 「學校發展津貼」  $471,771.00  $677,045.00  $423,690.00見附錄（一） 校長、副校長 

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44,696.00  $108,638.00  $236,058.00見附錄（二） 校長、資訊科技管理組 

3.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520,326.00  $520,892.00  $469,926.00見附錄（三） 
副校長、科主任 

及英文老師 

4.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159,200.00  $182,310.00  $134,062.00見附錄（四） 副校長、活動主任 

5. 通識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  $320,000.00  $234,163.00  $91,954.00 見附錄（五） 
校長、副校長、科主任、 

相關老師 

6. 1)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 

2) 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635,220.00  $624,300.00  $568,500.00 

6.1 讓仝工安心參與新高中課程的培訓 

6.2 NSS 課程發展 

6.3 聘用資源教師，協助有關學科老師： 

° 加強拔尖補底 

° 推展有關的多元性學習活動 

° 處理有關行政事務 

° 設計校本評核的教學材料 

校長、副校長 

7.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金  $186,840.00  $186,721.00  $128,760.00津貼清貧學生的聯課活動 
校長、活動主任、相關 

老師 

8.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 -  $464,100.00見附錄（八） 

副校長、科主任 

及英文老師 

9. Extra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 -  $250,000.00 

額外增聘通識科教師，施行小班教 

學。 
校長、副校長



附錄一（學校發展津貼）： 

項目 關注重點 策略/ 推行計劃 預期成效 
（例如：如何減輕教師的工作量） 

推行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文書及教學 

支援 

l 為各科教師提 
供文書支援、 
減輕教師製作 
教 材 之 工 作 
量。 

l 為各級同學進 
行增潤課程 

聘用副教師及教學助理協助 

有關學科老師： 

° 組織和安排教學活動， 

並幫助教師跟進有關事 

宜 

° 處理校本評核活動的一 

般工作（例如：聯絡嘉 

賓/ 講者、安排活動、 

購買書籍、製作評估活 

動的錄音或錄像紀錄、 

整理及儲存各項相關的 

紀錄及課業） 

° 協助自修課和留堂課 

° 協助外訪/參觀，開拓學 

生視野 

w 減輕教師工作量 

w 提高教學效能 

11 年 9 月至 

12 年 8 月 

副教師薪酬 

及強積金： 

合共： 

$151,200.00 

¯ 能夠減輕老 

師的工作量 

u 網上問卷調 

查 

u 搜集教師意 

見 

l 楊輝光校長 

l 張偉光副校長 

l 黃景鴻副校長 

l 中、英、數科 

科主任 

加強英語教 

學 

額外聘用全職英 
語教師，提升英 
文科教學效能 

聘用英語教師；使英語科老 

師能︰ 

° 減輕教擔 

° 共同備課，開發教材，應 

付新高中課程 

w 減輕英語教師工作 

量 

w 提升公開試成績 

全職英語教 

師薪酬及強 

積金︰ 

合共： 

$272,490.00 

¯ 能夠減輕老 

師的工作量 

u 問卷調查 

u 公開試成績 

及增值率 

附錄二（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推動使用 
資訊科技 
教與學 

鼓勵教師運用資 
訊科技教學，推 
動學生自學及課 
堂互動 

更新資訊科技軟件及硬 
件 

提升各科資訊科技學習平 
台；加強學生自學機會與 
能力；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由 11 年 9 月 
至 12 年 8 月 

1) 軟 件 、 維 
修、配件和 
保養 

2) 購 置 及 維 
修硬件 

¯ 教與學方面 
更廣泛運用 
資訊科技 

¯ 學生使用資 
訊科技互動 
學習及自學 
的比例增加 

u 資訊科技助 
理員的工作 
表現 

u 各科利用資 
訊科技建立 
的學習平台 
及學生使用 
情況 

u 老師意見 

l 楊輝光校長 
及資訊科技 
組



附錄三（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English Enhancement Measures 

Funding by School Year (HK$) 

Total (HK$)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Jul 07 
Aug 08) 

(Sep 08 
Aug 09) 

(Sep 09 
Aug 11) 

(Sep 10 
Aug 11) 

(Sep 11 
Aug 12) 

(Sep 12 
Aug 1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ers 

1  Hire  of  service  to  train  teachers  on  the  NSS  electives:  Short  Stories,  Social Issue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and Poems & Songs  N. A.  50,400  100,800  50,400  N. A.  N. A.  201,600.00 

Developing a holistic schoolbased curriculum 

2  Appointment of an additional GM teacher to relieve experienced teachers of the 
School to develop schoolbased curriculum  226,926  226,926  226,926  226,926  226,926  N. A.  1,134,630.00 

3  Appointment  of  a  teaching  assistant  to  help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00,800  100,800  100,800  100,800  100,800  100,800  604,800.00 

4  Hire of service to develop teaching packages for and provide training on Short Stories for S2 students  N. A.  78,400  N. A.  N. A.  N. A.  N. A.  78,400.00 

Hire of service to develop teaching packages for and provide training on Social 
Issues for S3 students  N. A.  N. A.  78,400  N. A.  N. A.  N. A.  78,400.00 

5  Hire of service to conduct workshops on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N. A.  N. A.  N. A.  68,600  N. A.  N. A.  68,600.00 

6  Hire of service to conduct workshops on Poems and Songs  N. A.  N. A.  N. A.  N. A.  68,600  N. A.  68,600.00 

Creating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1  Purchase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e English Centre  N. A.  N. A.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000.00 

2  Hire of service to train English Ambassadors  N. A.  N. A.  N. A.  39,600  39,600  N. R.  79,200.00 

1  Subscription t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84,000.00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and reflective teaching culture 

3  Hire  of  service  to  conduct workshops  for  contentsubject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wareness and proficiency  5,400  N. A.  N. A.  N. R.  N. A.  N. A.  5,400.00 

Total (HK$)  347,126  470,526  540,926  520,326  469,926  134,800  2,483,630



附錄四（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二零一一/一二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寧波第二中學 

計劃統籌人姓名 : 陸建恒 聯絡電話 : 2346 7465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預計共 344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142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94 及 C. 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8 名) 

B. 獲本津貼資助/補足的各項活動資料 

* 活動名稱/ 

類別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例如: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例如:測試, 問卷等) 

活動舉辦期間/ 

日期 

預計參加對象學生 

人數# 

預計 

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 

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A B Ｃ 

中三全港性 

系統評估中 

文訓練課程 

提升同學在閱讀﹑ 寫作及說 

話的能力，使學生能在全港 

性系統評估中爭取佳績。 

同學在課堂習作及評估中的合 

格率達 70%以上。 

課堂習作﹑評估及問 

卷 

2011 年 10 月 10、 

17、24、31 日， 

11 月 7、21 日 

10 10 0 5,400 
統一教育集團 

有限公司 

中一級英語 

拼音班 

1. 讓學生掌握英語拼音的 

原理及技巧。 

2. 提高學生自學英語的能 

力和信心。 

1. 70%或以上學生能掌握拼 

音技巧，並能自行拼讀英文 

生字。 

2. 70%或以上學生能提升學 

習英語的興趣和自信心。 

1. 問卷調查 

2. 學生出席紀錄 

3. 課堂導師觀察 

4. 評核測驗 

2011 年 10 月 10、 

17、24、31 日， 

11 月 7、21 日 

20 20 0 14,400 

Headstart 

Group 

Limited 

中四級新高 

中數學科增 

益班 

透過此課程能加強學生對 

不同數學範疇的訓練，提升 

學生數學科知識，以應付新 

高中數學文憑試 

能鞏固學生所學的概念；糾正常 

犯錯誤，提升作答及應試能力。 

課前及課後測試，學 

生問卷及導師評語 

2011 年 10 月 10、 

17、24、31 日， 

11 月 7、21 日 

10 10 0 3,360 
伴您同行計劃 

教育機構 

初中級奧林 

匹克數學班 

以奧林匹克數學題作課程 

設定，教授奧數題目的答題 

技巧 

強化學生邏輯思維能力，提升學 

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課前及課後測試，學 

生問卷及導師評語 

2011 年 10 月 10、 

17、24、31 日， 

11 月 7、21 日. 

10 10 0 3,180 
伴您同行計劃 

教育機構



足球訓練班 
提升學生對足球的興趣及 

團隊精神 
觀察學生訓練的成果 比賽 

21/10/2011 至 

11/5/2012 

(逢星期五) 

4 8 0 6,230 
香港頂尖體藝 

學習中心 

籃球興趣班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及團隊 

精神 
技術及團隊精神有所提升 觀察學生表現 

10 月至 5 月 

(逢星期五) 
4 10 0 6,600 

香港頂尖體藝 

學習中心 

星際賽艇 

課程 
學習划艇技巧 獲得証書 考試 10 月至 11 月 1 4 0 2,375 

舞蹈課程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對舞 

蹈之興趣 
觀察學生訓練的成果 

才華盡展樂滿 Fun 

表演 

9/2/2012 至 

27/4/2012 
5 7 0 3,972 炫舞舞蹈中心 

戲劇班 

透過演戲技巧訓練來協助 

同學認識自我、提升自信及 

與人溝通的能力 

觀察學生訓練的成果 
校際戲劇節、才華盡 

展樂滿 Fun 表演 

10 月至 5 月 

(逢星期四) 
4 5 0 4,600 

魔術興趣班 
以提升同學對魔術的了解 

及興趣 
從興趣班之觀察所得 

才華盡展樂滿 Fun 

表演 

20/1/2012 至 

16/3/2012 
1 9 0 3,500 街角藝舍 

圍棋班 

讓學認識圍棋，從而培養學 

生對圍棋的興趣，學習箇中 

的精神及鑽研棋藝。 

增加學生對圍棋的興趣及認識 觀察學生表現 逢星期五(共 10 堂) 2 7 0 2,445 弘德圍棋 

遙控飛行班 
讓學生自製飛機模型,及増 

加他們對遙控飛行的認識 

1.成功製作飛機模型 

2 靈活遙控飛機 
問卷、評分 

20/2/2012 至 

30/3/2012 (10 堂) 
3 6 0 5,940 

乒乓球隊 

訓練 
提升技術,爭取獎項 比賽名次提升達至測試水準 

參加比賽及平常測 

試 

29/9/11 至 

26/4/12 

(逢星期四) 

2 9 0 6,000 
香港頂尖體藝 

學習中心



羽毛球隊 

訓練 
透過練習建立成功經驗 提升技巧，勇於接受挑戰 問卷 9 月至 3 月 1 7 8 9,300 

香港頂尖體藝 

學習中心 

中四中文寫 

作能力訓練 

課程 

在導師指導下提升同學在 

寫作範疇的能力，使學生能 

在新高中文憑試中爭取佳 

績。 

同學在課堂習作及評估中的合 

格率達 80%以上 

課堂習作﹑評估及問 

卷 

2012 年 2 月 8、 

15、22 日，3 月 7、 

14、21、28 日， 4 

月 18、25 日 

(逢星期三，四時至 

五時三十分舉行，每 

節 1.5 小時) 

10 10 0 9,000 統一教育集團 

有限公司 

趣味英語 

(English 
Enhance 
ment 
Course) 

透過遊戲及有趣練習, 提高 

同學對英文生字、讀音及文 

法的興趣和能力。 

80% of the participants 
agree that the measures are 
beneficial for them to 
improve. 

Pretest, 
posttest, 
student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report 

2012 年 2 月 13、20、 

27 日，3 月 5、12、 

19 及 26 日 

(逢星期一，四時至 

五時三十分舉行) 

16  24  0 16,800  Headstart 
Group 
Limited 

中一級數學 

科增潤班 

透過此課程能加強學生對 

不同數學範疇的訓練，提升 

學生數學科知識 

能鞏固學生所學的概念強化學 

生運算技巧、高階目拆解等作答 

技巧糾正常犯錯誤，提升作答及 

應試能力 

課前及課後測試，學 

生問卷及導師評語 

2012 年 2 月 13、 

20 日，3 月 5、12、 

19、26 日、4 月 23、 

30 日、5 月 14 及 

21 日 

10 10 0 10,000 伴您同行計劃 

教育機構 

中四級新高 

中數學科增 

潤班 

透過此課程能加強學生對 

不同數學範疇的訓練，提升 

學生數學科知識，以應付新 

高中數學文憑試 

能鞏固學生所學的概念強化學 

生運算技巧、高階目拆解等作答 

技巧糾正常犯錯誤，提升作答及 

應試能力 

課前及課後測試，學 

生問卷及導師評語 

2012 年 2 月 13、 

20 日，3 月 5、12、 

19、26 日、4 月 23、 

30 日、 

5 月 14 及 21 日 

10 10 0 10,600 伴您同行計劃 

教育機構



電子興趣班 認識電子領域世界奥祕，明 

瞭電子製品在家庭及工業 

用途 

能說出電子元件的功用，能列出 

電子製品在家庭及工業用途 

製作工件，測驗及問 

卷 

12 月至 5 月 4 3 0 3360 永大科技有限 

公司 

香港海洋公 

園學院 

-- 智慧鯨訓 

練班 

-- 雨林危機 

1. 了解雨林危機豐富的天 

然資源 

2. 深入探討人類開發雨林 

作油棕園的利弊 

70% 以上學生對活動安排感到 

滿意 

問卷 2012 年 4 月 14 日 15 15 0 7,000 海洋公園 

活動 

項目 總數： 

20 

＠ 學生人次 142 194 8 預計總 

開支($): 

134,062 
**總學生人次 344 

備註: 
*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指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 (A) + (B) + (C) 的總數 
# 對象學生: 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附錄五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 ： 

項目 關注重點 策略/推行計劃 預期成效 推行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教學效能 支援本科教學 1. 購買 wisenews 服務 學生的學習效能及 

表現提升 

2011 年 9月 1 

日至 

2012年8月31 

日

合共： 

$12,000 l 80%學生利用 

wisenews 進 

行學習活動 

l 老師觀察 

及評鑑 

l 科主任 

及科任 

老師 

l 副教師 評估效能 透過評估提升 

教學效能 

2. 聘用培訓機構服 

務： 

² 教授審題及答題 

技巧 

² 提供培訓課程 

3. 資助成績優異及清 

貧學生參與教育機 

構舉辦的模擬考試 

學生的答題技巧提 

升，從回饋中改善 

課業表現 $40,000 

$3,000 

l 80%學生的答 

題技巧及表 

現改進 

l 學生問卷 

l 老師觀察 

l 課業表現 

教學資源 建立通識教學 

資源庫 

4. 購買課程資源、教 

材、雜誌及參考書 

老師可利用資源庫 

搜集相關教材促進 

教學效能 

$11,954.40 l 老師可從不 

同資料提升 

教學效能 

l 老師評鑑 

校內、外 

活動 

透過多元化活 

動提升學習興 

趣 

5. 參加校外學習活動 

及參觀 (包括交通 

費及入場費) 

6. 邀請社會團體到校 

進行活動及工作坊 

學生在多元化活動 

增強學習動機及開 

拓視野 

$25,000 l 70%學生能從 

活動及學習 

機會提升學 

習興趣 

l 學生問卷 

l 老師觀察 

$91,954.40



附錄八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Measures  Funding by School Year (HK$)  Total (HK$) 

201112 (Sept 11 – Aug 12)  201213 (Sept 12 – Aug 13) 

Hiring service to develop schoolbased 
crosscurriculum    materials (English + 
Liberal Studies) and coteach lessons 

35,200  70,400  105,600 

Hiring service to perform and promote 
learning English and Liberal Studies 
through dramas 

39,500  39,500  79,000 

Employing a teaching assistant to 
support all subjects to conduct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ELA) in English 

126,000  N.A.  126,000 

Employing a fulltime teacher to release 
3 English teachers to 
‐  develop curricula of English 

reading, phonics, speaking and 

English & LS crosscurriculum 

materials 

‐  facilitate nonEnglish subjects to 

develop their MOIenhancement 

curricula 

263,400  263,400  526,800 

Total (HK$)  464,100  373,300 
837,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