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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是天主教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屬下的政府資助女子中學，致力服務
南區女青少年，培育學生品德，令使自發向善、自愛自律、自我挑戰、
並勇於承擔責任。我們期望學生憑藉基督信仰的光照，在良好的學習
環境中，在師長的愛護關懷下，透過實踐，秉持「立己立人，愛主愛
世」的精神，敦品勵學，充實人生，貢獻社會。

Pui Tak is a 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 for girls under the Catholic
order of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We aim at providing a
holistic, values-based education for young teenage girl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shaping and forming in them good moral character, selfdiscipline, and a prop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society. In the
guiding ligh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embrace the vision that,
within a good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nd under the loving care of
dedicated teachers, our students will grow into mature and responsible
persons faithfully practising our school motto:

“We build up ourselves, while building up others;
In our love for humanity, we love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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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於一九七五年創立，為南區第一所政府資助女子文法中學。學校座落於香港仔貝璐道，綠樹成蔭，
花香盈園，擁有清幽校園環境。學校樓高六層，共有課室 24 間，另設特別室 19 間。本校所有課室、
特別室及禮堂均有空氣調節設備，並已舖設無線網絡連結點。

學校管理
本校於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董、校長、教員校董、獨立校
董、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在學校管理上能有效廣納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學校設立學校執行委員會，
每星期開會以討論學校學校發展計劃的路向和策略；學校諮詢委員會則包括校內不同職級的代表，可
搜集各個層面的意見；中層管理人員亦定期開會以商議校政。除各科目及功能組別定期召開會議，以
策劃發展方向及檢討工作成效外，全體教職員每年舉行約六次會議。

法團校董會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6/17

6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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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組織
本年度本校共開設 24 班，學生人數為 682 人。包括中一至中六各四班，而各級的學生人數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學生總數

104

109

119

124

124

102

682

學生出席率及離校率
本校學生上課表現良好。過往三年，每學年學生出席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過去三學年的提早離校學
生的百分比皆低於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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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本學年，本校教師(連校長及英語外籍教師在內)共有五十六名。本校師資優良，教師積極參與專業進
修。以本學年為例，百分之一百的教師持有學士學位，其中二十七位具備碩士學位。曾受正規師資訓
練之教師已達至百分之一百。
本校中文科已接受本科訓練之教師為百分之一百，而英文科及數學科則分別為百分之八十五及百分之
八十。達到教育局英文及普通話的語文能力要求之教師為百份之九十八。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多為富有經驗者，當中亦不乏年青一輩，以本學年為例，教學經驗超過十年者佔教師人數
百分之七十。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校長及教師均積極參與教育局及其他教育機構主辦之研討會、工作坊及課程，全年參與持續專業
發展的總時數約九千小時。
本校向來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於本學年因應學校未來發展電子學習，及老師靈修舒壓的需要，於上下
學期共舉行四次的教師研討日，主題包括「教師靈修工作坊」、「E-Day」、「運用 google 平台推行
電子學習」及「鹽田梓一日遊」。

教職員離職率
本校教師離職率一向偏低，本學年終結時有二名教師退休，及四名教師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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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優化課堂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我們的目標：
 設計優質的課堂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學生能更主動學習

成就
1.1 配合新上課時間表的推行，在課堂引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於中一級推行學習技巧課程，協助中一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常規，及掌握在中學階段須具備的
基礎學習技巧

於中一級開學首星期安排在部份學科的課堂教授基礎學習技巧

超過 80%中一學生同意有關課程能幫助她們建立良好的學習常規，並有助適應中學
階段的學習
 於試點學科推行自主學習，並配合上課時間表內的「學習整理時段」，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
度，在學習過程中表現更主動
 於中一級各學科加入預習和延伸習作，培養學生更主動的學習態度
 於其他級別各學科教授溫習技巧和要求
 各級各科於考試前一個星期安排試前溫習
 各級各科開放校內歷屆試題予學生作測驗及考試前溫習，藉此練習考試技巧

1.2 善用學習評估數據，以助訂定有效策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為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師會盡快將評改後的測考卷及家課派回學生，以便學生能從評估
中學習，以促進學習效能。於學生持分者問卷中第十四項「我經常藉著測考成績和老師給予
的意見，如習作評語、課堂表現等，檢討我的學習」的平均數為較去年高。大部分的學生於
學科問卷中 「老師批改我的習作時，經常給我清楚的指示，以便我改正錯誤」 的一項中表達
同意 / 非常同意。
 於測驗周及考試後為每名學生製作學習評估報告 / 成績表，並分發評估數據給各學科跟進。
 各學科透過檢視學生的測考成績，以助調適各班的教學進度表，規劃課程的整體內容，及策劃
課後鞏固和增潤課程。中、英、數三科亦於每學期終結時參考學生測考成績，以訂出新一學期
課後鞏固和增潤課程的學生名單。
 於上學期考試後為部分中五學生安排學習支援，以小組或個別面談形式輔導，幫助她們訂定清
晰的學習目標。參與學生對活動反應正面，認同面談能幫助她們認清自己的強弱，好好規劃學
習時間表。

1.3 加強初中級別的跨學科英語學習課時，以助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重新規劃中一級綜合人文科及科學科的校本課程，以英語為教學語言，讓中一學生有更多機會
接觸英語，並提升學生的英語說話及書寫水平。學生能豐富科本的英語詞彙，包括綜合人文科
的傳媒、土地使用及鄰舍，及學習如何撰寫科學報告。
英文科繼續與其他學科(包括綜合人文、地理、通識教育、歷史與文化、宗教教育、家政、電
腦、視覺藝術及音樂科)推行跨科英語協作，透過「英語延展教學活動」，擴闊學生學習英語的
機會。
學生能透過課堂以外的英語學習活動接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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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發展電子學習，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 於各學科推行電子學習的試點計劃，並透過同儕觀課，提升教師在課堂實踐電子學習的信心。
各學科能選擇最少一個課題使用平板電腦教學，或利用電子學習應用程序(App)及學習平台，
發展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等不同的課堂教學及學生學習技巧。同時各學科能安排最少一次同儕
觀課，交流電子學習的教學經驗。
• 為讓老師有足夠的準備及信心進行電子教學，資訊科技教育委員會提供支援服務，包括於星期
五放學時段提供課前準備支援，包括試機及試行課堂；為第一次嘗試電子教學的老師提供課堂
的技術支援。 全部使用支援服務的老師均認同支援服務可幫助他們更有信心推行電子教學，及
對支援服務十分滿意。
• 舉辦校本教師培訓工作坊，超過90%教師同意在培訓工作坊所介紹的應用程式，能幫助他們在
課堂推行電子學習
• 本學年初中電腦課程由中一開始進行重整以配合學校電子學習計劃。中一學生的電腦習作的表
現良好，超過90％學生能掌握課程的電子學習技巧及內容。

反思
1.1 配合新上課時間表的推行，在課堂引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於下學年繼續發展自主學習計劃，並配合上課時間表內的「學習整理時段」，培養學生積極的
學習態度，在學習過程中表現更主動。
 於中一級推行學習技巧課程，協助中一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常規，及掌握在中學階段須具備的
基礎學習技巧；於中一級各學科加入預習和延伸習作，培養學生更主動的學習態度。
 於各級各學科介紹課程要求及教授溫習技巧。

1.2 善用學習評估數據，以助訂定有效策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於下學年繼續推行現有的安排。

1.3 加強初中級別的跨學科英語學習課時，以助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須繼續優化中一級綜合人文科及科學科的校本課程，以平衡學科內容和英語學習的需要。除此
之外，學生評估的形式及內容亦須調適，以切合學生的程度。
建議在下學年初舉行跨學科會議，讓各學科更清楚掌握「英語延展教學活動」的焦點，以深化
學生在各學科學習英語的機會。

1.4 發展電子學習，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
•
•

•

老師一般習慣遇到問題時才會尋求即時的協助。有見及此，資訊科技教育委員會在四月舉辦
了一次工作坊，協助老師製作Nearpod課堂。全部參與老師均認同工作坊對他們有幫助。
問卷調查反映絕大部份參與培訓的老師都認為工作坊能提升他們的資訊科技水平及知識。日
後的培訓可更著重科本的需要。
本學年資訊科技教育委員會老師開放電子學習課堂讓其他老師觀摩，科目包括數學、企業會
計財務概論、電腦、通識等。開放課堂活動值得繼續推行，下學年可鼓勵其他科目開放課
堂，促進專業交流。
本學年初中電腦課程由中一開始進行重整以配合學校電子學習計劃，進度理想，但課程內容
仍需繼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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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協助學生發揮個人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我們的目標：
 學生能欣賞及發揮自己的長處
 學生能具備正向思維能力
 學生能具備賞美能力，並秉持基督精神，懂得感恩，重恩、惜恩

成就
2.1 為學生搭建更多的舞台，讓她們發揮所長







各學科能按計劃舉辦校內的學科活動，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學科活動/比賽，讓學生能欣賞及發
揮自己的長處。
學生會本學年舉辦了形式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才藝表演、校園電台、聯課活動學會表演、蒙面
歌王及時裝設計比賽等，各活動均能順利舉行，同學反應良好。
社際啦啦隊比賽於水動會和運動會中順利舉行，同學能主動報名，投入活動之中。
學校與區內社福機構緊密合作，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社會服務，藉以回饋社區。
本學年初與香港仔坊會合作，為學生會、學長會及天主教同學會的領袖生籌辦領袖培訓課程。
普遍學生均反映活動內容豐富，加強了實務工作的體驗，對擔任職務上有實質的幫助。
學校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不同範疇的領袖培訓計劃，擴闊眼界之餘，亦能提升學生的領導才
能。

2.2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並秉持基督精神，懂得感恩，重恩、惜恩
 各學科能善用課室、走廊、校園內的壁報板展示學生的佳作，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和同儕的長
處
 透過校園電視屏幕、學校網頁及面書等不同渠道表揚學生各方成就，效果良好。
 「校園電視台」能利用學校網頁、面書等渠道定期報導校園的活動花絮，以表揚學生的傑出表
現。
 透過班主任課、「柏姬達獎勵計劃」、「感恩樹」等不同形式的活動，培養學生感恩的心。學
生在活動中有機會讚賞和感謝同學和老師， 藉以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
 在敬師日，全體學生寫欣賞咭給老師以表謝意，能達致相互欣賞，感恩，重恩、惜恩的效果。
 約 30 位同學參與香港中學生縱橫千里體驗計劃之「三省義教」，透過活動認識內地貧困地區的
面貌，了解當地貧困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狀況。
 開辦「長者學苑」，透過義工服務，培養學生感恩的心。全校有大約 250 人次的學生參與或協助
本計劃的各項活動。

2.3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運用津貼為老師預留空間，成功開展課後小組輔導工作，反應良佳。
教學助理能協助本組成員處理文書工作，並帶領同學參與各項生涯規劃活動。
每年按同學需要更新生涯規劃課，購買不同外間服務，幫助同學規劃未來。
舉辦台灣升學及文化探索之旅，又參與外間機構舉辦之遊學團以開拓同學更多海外升學之路。
校長及老師因應同學需要，參加不同的發佈會及研討會，開拓更多能幫助學生升學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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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2.1 為學生搭建更多的舞台，讓她們發揮所長






今年嘗試舉辦另類的歌唱比賽（蒙面歌王），活動加入新意，報名情況理想。
校園電台直播上的技術日漸成熟，而同學對活動的接受程度也提高了，故已成為學校的一個恆
常活動。
校園電視台的成立，為學生提供更多發揮所長的機會。
今年學生會也減少電台節目，反之舉辦其他類型的文化藝術活動，為同學搭建一個更闊的舞台
來展示她們的才藝。
繼續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不同範疇的領袖培訓計劃，豐富個人的經歷。

2.2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並秉持基督精神，懂得感恩，重恩、惜恩



建議利用學生會的網頁和面書，定期為校內、社際及班際等活動加以報導。
下學年可鼓勵老師及同學帶領早會祈禱時，先感謝天主，然後才求恩。

2.3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中三選科輔導工作已十分豐富，加上班主任可在不同場合輔導同學，故明年中三級的課後小組
輔導會以不同形式進行。
除與校友會合作外，可進一步與外間不同院校及機構合作 (如今年的養和醫院及恆生管理學院
等) ，以拓闊同學多元出路的機會。
在全校參與的目標下，明年可以不同形式鼓勵老師帶領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好讓師生對職場均
有認識，進一步協助學生反思生涯規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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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正常課堂上課日數
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整學年正常課堂上課的日數為 197 天。

教學
本校初中學生按中英數的平均成績分班，主要目的是為確保教師能兼顧學生學習能力上之差異。
本校一貫重視中、英、數三科的學習與水平。初中及高中部份班別的英文及通識課以小組形式上課，
因應學生的程度作課程調適，以收因材施教之效。另在課後舉辦中、英、數鞏固及增潤課程，以達拔
尖補底之效。
為加強學生的思維及學習技巧訓練，所有學科已將共通能力的訓練明列於教學進度表內，而部分習作
及評核試題亦加入共通能力的元素。

課程
按照八個學習領域計算，中一至中三課時分配的百分比如下：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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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校開設科目高達二十多科，涵蓋範圍廣泛，能配合學生學習興趣、能力及升學就業計劃。
配合初中推行的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中一全級的科學科及綜合人文科以英文教授，而中二及中三級的
數學及科學科則在部分班別以英文教授，其餘科目則與英文科協作推行英語延展活動，以助提升初中
學生的英語水平。
為增加學生選科的靈活性，本校中四至中六學生均自由選讀選修科，部分科目亦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
作學習語言。

開辦科目總表
級 別
科 目
宗教教育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文學
歷史與文化
地
理
綜合人文
經
濟
通識教育
科
學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數
學
數學 (延伸單元一)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電腦認知
資訊與通訊科技
普 通 話
家
政
科技與生活
視覺藝術
體
育
附註：

*
+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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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關愛文化
本校校風純樸，著重培育學生品德，營造「培德是我家」的關顧文化。設有多項計劃幫助學生融入校
園生活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如「好學生獎勵計劃」、「培德義工獎勵計劃」、「警學關懷大使計劃」、
「朋輩調解工作坊」、「栢姬達獎勵計劃」及「學生留校午膳計劃」等。
本校在中一至中四級均安排雙班主任，透過兩位班主任的合作、分工和互補，更能適切地照顧每位同
學，協助學生處理學業、群體生活和情緒上的問題。

升中銜接
本校為中一新生舉行「中一新生家長日」及「英數銜接課程」，讓她們盡快適應校園生活及本校課
程；她們又於暑假期間參加「我要高飛」日營，由老師及學姐帶領活動；開課後繼續參與「中一歷奇
訓練計劃」，強化正能量，營建團隊精神，期望學生透過有系統的體驗式學習，提升自信心，建立主
動學習的積極態度。
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儘快融入培德團體，本校自 2008 年起參加警務處西區警區舉辦
之「警學關懷大使」計劃，招募有承擔的高年級同學接受訓練，以便分組照顧全體中一同學，共同營
建同儕關愛互助的校園。

生涯規劃
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致力為同學及早準備其生涯規劃。除透過生涯規劃課幫助同學認識自己、 尋
找所長與計劃將來外，平日亦與各大院校及相關機構合作籌辦各樣活動及培訓課程。亦為同學籌辦
「台灣升學及文化探索之旅」，以協助拓展同學多元升學途徑及豐富其學習經歷。當同學面對中三選
科及大學聯招等重要決擇時，會安排各類型講座及輔導，務求讓同學有最適切的幫助。除此以外，更
會利用網頁及資料角為同學提供最新資訊，好讓同學在策劃生涯時可有多方的參考資料。

宗教培育
「讓人認識及愛慕耶穌」是本校母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會祖的傳信使命，也是本校宗教培育的焦點
所在。除課堂上的宗教教育，本校宗教培育組透過全校性宗教培育活動及生活小團體的服務實踐，致
力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尤其是心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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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學生可按照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加入學校不同的課外活動學會。為豐富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本校實
行一人一活動的政策，中一至中四同學必須選擇最少加入一個課外活動學會 / 興趣小組 / 學科學會。
為培養學生的紀律及團隊精神，本校亦鼓勵同學參與制服隊伍。此外，學校更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各項
校際及社團的比賽，包括朗誦、演講、戲劇、音樂、田徑、游泳及球賽等，藉以爭取學習的機會及吸
取寶貴的經驗。
另外，為協助同學發掘個人領導才能，增進自我了解，提昇其自信心、協作及解難能力，學校亦有系
統地安排不同的領袖培訓計劃。
為了加強學生的歸屬感，全校學生分屬紅、黃、紫、綠四社。學生會於全學年舉辦多項學術及體育社
際活動，並設有定期才藝表演及比賽，讓同學發揮潛能。近年積極推動學生自主及創意學習，讓學生
自主籌組不同活動，如學生會內閣、社內閣、戲劇燈光音效、校園採訪、中國舞及爵士舞等不同活動。

融合教育
本校成立學習支援小組，與輔導組及社工合作，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舉辦各種
類型的活動及工作坊，提供不同渠道讓同學發揮個人潛能，並透過校園內的展示，讓學生欣賞自己和
同儕的長處。

嘉諾撒培德書院 周年報告 2016-17

第 12 頁

(5)

學生表現

學生的學業表現
2016-2017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本校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的整體合格率，與及八個選修科目的合格率
均高於全港水平；合格率達 100%的科目包括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通訊與資訊科技、科技
與生活、視覺藝術及數學延續單元一。
2016-2017 中六畢業生升讀大學及全日制專上課程達 80%以上；選擇及海外升學的學生(不包括內地及
台灣)為 4%。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本校共 54 位學生表現優異，獲不同校外的獎學金，如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明日之星—上游
獎學金、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等。
本校制服團隊承接往年出色表現，過去一年繼續獲得不少獎項，包括航空青年團囊括「港島大隊步操
盃 2017」比賽的「步槍步操盃」及「儀仗官步操盃」冠軍；紅十字會取得南區青年急救比賽亞軍。
學生在學科表現優異，本年度在朗誦、辯論、寫作、設計等不同比賽中亦獲得多項優異的獎項。
本校近年積極舉辦戲劇活動、舞蹈表演等藝術教育。本年度培德劇社在學校戲劇節中繼續獲得傑出演
員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等多個獎項。在香港學校舞蹈舞中，在中國舞
及爵士舞項目亦取得不同的獎項。隨著校園電視台的發展，同學在不同的短片創作比賽獲得不少認同。
除此之外，本校的體育隊伍亦在多項全港性及區際比賽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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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體藝

比賽組織名稱
南區水運會女子組
50 米蛙泳
50 米自由泳
50 米背泳
香港學界田徑錦標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跨欄
跳遠
女子乙組
100 米 跨欄
女子丙組
100m 賽跑
400m 賽跑
跳遠
跳高
學界沙灘排球甲組
屯門區排球比賽

獎項 / 獎品詳情
2016 / 17
冠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亞軍
冠軍、季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女子青少年組殿軍

香港仔海豚欖球節中學組比賽

亞軍

陳樹渠紀念中學七人欖球邀請賽

冠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
古箏獨奏(高級組)
鋼琴獨奏 (八級)
囗琴獨奏(中級組)

2 位同學
4 位同學
培德劇社
培德劇社
培德劇社

2 優良
1 優良
1 優良

香港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獨舞比賽優等獎
中國舞三人舞比賽乙等獎
爵士舞及街舞甲等獎

1 位同學
3 位同學
13 位同學

沙田區舞蹈比賽
金獎

5 位同學

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
初中組優異獎

12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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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
學校組優異獎
最佳女主角季軍

11 位同學
1 位同學

聖日納西電影節比賽
最喜愛電影
最佳導演
最佳演員

1 位同學
6 位同學

「全方位學習」海報設計比賽
亞軍

1 位同學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ublic Speaking: Champion
Public Speaking: 1st Runner-up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3 students
3 students
2 students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2 students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Essay
Competition
1st Runner-Up
Merits

3 students
3 students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粵語歌詞組亞軍
中文朗誦--粵語歌詞組優異
中文朗誦--天主教經文組優異

1 位同學
5 位同學
13 位同學

敬師運動委員會 ──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冠軍

1 位同學

第九屆大學文學奬 (中學組)
少年作家奬

1 位同學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獎學金

6 優異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 卓越論手獎

1 位同學

南區區議會《南區音樂文學匯》徵文比賽
銀獎

1 位同學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優異獎

1 位同學
1 位同學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 高中學生獎

2 位同學

祁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1 位同學

Nicole Myers & Kenneth McBride Memorial Fund

3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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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羅氏慈善基金 -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獎學金及特別嘉許獎

1 位同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3 位同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 位同學

青苗學界進步獎

24 位同學

香港島優秀學生

2 位同學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青年進步獎

3 位同學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傑出公民大使獎
和富香港十大學生公民大使獎

4 位同學
1 位同學

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優秀青年
南區傑出青年

5 位同學
1 位同學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prize

3 students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義工服務嘉許狀
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金狀》
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銀狀》
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銅狀》

4 位同學
6 位同學
54 位同學

香港航空青年團「港島大隊步操盃 2017」比賽
步槍步操盃冠軍
儀仗官步操盃冠軍

2 位同學
2 位同學

香港紅十字會
南區青年急救比賽亞軍

4 位同學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港島及九龍總區家居護理比賽-獨角聯賽第三名
港島區最佳隊員獎

2 位同學
1 位同學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2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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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2016-2017 年度
收入

支出

$2,077,139.33

承上結餘
I 政府津貼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1 行政津貼
2 學校發展津貼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 消減噪音津貼
(乙) 基本撥款

結存

$3,551,903.47
$588,202.00
$390,255.00
$421,777.00

$3,221,689.25
$912,106.40
$530,407.56
$186,553.00

$330,214.22
($323,904.40)
($140,152.56)
$235,224.00

$1,872,182.76

$1,466,962.73

$405,220.03

(包括其他收入)

2016-2017 學年完結盈餘

$2,583,740.62

承上結餘

$7,321,406.55

II 學校基金
1 堂費
(包括其他, 如:獎學金)
2 學校發展基金
3 其他收入

$111,200.00

$76,617.00

$34,583.00

$29,788.00
$269,513.95

$19,270.00
$216,670.91

$10,518.00
$52,843.04

2016-17 學年完結盈餘

$7,419,350.59

承上結餘

$1,027,066.93

III 具特定目標的收費
(空調電費)

2016-17 學年完結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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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61.00

$22,262.42

$1,049,3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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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2017 至 2018 年度週年校務計劃
關注事項(一)：優化課堂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1.

配合新上課時間表的推行，在課堂引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2.

善用學習評估數據，以助訂定有效策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3.

加強初中級別的跨學科英語學習課時，以助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4.

發展電子學習，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5.

推行校本 STEM 教育，以提升學生的創造及解難能力

關注事項(二)：協助學生發揮個人潛能,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1.

為學生搭建更多的舞台，讓她們發揮所長。

2.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並秉持基督精神，懂得感恩，重恩、惜恩。

3.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4.

加強學生成長支援的工作，照顧學生成長的需要。

校長 黃少玲

校監 畢卓儀修女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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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EG1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
學校： 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17
項目

關注重點

課程發展

(促進教學設
計)

鞏固初中中等
水平學生的中
文基礎



發展初中校本
文言文課程框
架

策略 / 工作


聘用一位中文科文憑教
師

成就

反思

 成功開辦初中課後鞏固班，為成 
績中等或中下的學生提供課後輔
導，集中教授學生一些文言基礎
知識及閱讀技巧，約有五成學生
在測考中成績有改進。

建議來年鞏固班學生名單非固定
不變，上學期統測、考試後，會
按照成績作檢討，名單將作出改
動。


 成功發展中一級的自主學習教
材。教授中一學生怎樣寫段旨、
主旨，能訓練學生的概括能力；
並與「初中文言校本教程」配
合，鞏固學生的語文基礎。

文言教材內容將於暑期開展修訂
工作，以求更能配合中一學生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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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2

Evaluation Report on Use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Name of School: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School Year: 2016/17
Task Area

Major Area(s) of Concern

Implementation Plan

Creating space
for teachers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prepare for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 LAC
materials,
cope with
diverse and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conduct
after school
classes

1. To release the teaching
load of the teachers
concerned for
reviewing the present
curriculum,
particularly the
interface of junior and
senior curriculum

To recruit one full time
English teacher to:

1. The extra full-time teacher took
up an S1, an S2 and an S3 class.

1. take up some teaching
duties (S.1, 2 and S.3)

2. She helped conduct after school
English supplementary lessons.

2. help organizing
English activities and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in school

3. She also helped 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Debating
Competition and English Fun
Day.

2. To promote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the whole school
approach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1. Teaching load of other teachers has been
released and thus they have had more
time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and cope
with learner diversity.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S1, S2 and S3 classes.
2. The after-school enhancement class gave
additional English exposure to less able
students which helped cater their learning
needs.

3. conduct remedial
classes after school

3. To enhance the
potential and learning
of student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abilities
4. To facilitate teachers
in conducting after
schoo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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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3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17
項目
課程發展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成就

反思

 減少教師監考工作
以便騰出空間策劃
協作教學、檢討工
作及計劃未來

 於上學期及下學期
考試分別聘用一位
監考員協助監考工
作

 於上、下學期及考試聘請一位經驗老師
協助及統籌監考工作。

 下學年預期統籌考試的老
師工作仍然繁重，考試期
間亦要參與科組會議，有
需要聘請校外監考老師統
籌監考工作。 本組仍建
議於來年繼續聘用校外監
考老師。

 由於一月三日及四日初中會如常上課而
高中已開始考試，因此外聘的監考員便
可擔任試場主任，讓考試及行政組老師
繼續上課，亦方便跟進考試期間出現的
試卷問題。
 本組一位主要負責測考工作的老師於下
學期考試整段期間參加複修課程，另其
他組員亦需參與科組會議及補課等，因
此外聘的監考員擔任試場主任，使監考
工作可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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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SSCSG1

Evaluation Report on Use of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Name of School: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School Year: 2016/17
Task Area

Major Area(s) of Concern

Implementation Plan

Creating
space for
teachers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prepare for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 LAC
materials,
cope with
diverse and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conduct
after school
classes

1. To release the
teaching load of the
teachers concerned
for reviewing the
present curriculum,
particularly the
interface of junior and
senior curriculum

To recruit one full time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 to:

2. To promote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the whole school
approach
3. To enhance the
potential and learning
of student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abilities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1.

The extra full-time teaching
assistant took up an S3 class.

2.

She helped conduct after school
English supplementary lessons.

1. Teaching load of other teachers has been
released and thus they have had more
time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and cope
with learner diversity.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S1, S2 and S3 classes.

3.

She also helped 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Fun Day,
English Day activities, Scrabble
Competition and a lot of other
English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1. take up some
teaching duties (S.3)
2. help organizing
English activities and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in school
3. conduct remedial
classes after school

4.

She prepared lesson materials that
were used by different forms.

2. The after-school enhancement class gave
additional English exposure to less able
students which helped cater their learning
needs.
3.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assistant teacher
had quite a heavy workload.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her workload
should be reviewed and taken up by other
panel members.

4. To facilitate teachers
in conducting after
schoo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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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檢討報告

SSCSG2

學校： 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2017
項目
課程發展

關注重點
為數理科教師創造
空間

嘉諾撒培德書院 周年報告 2016-2017

策略 / 工作
聘請一位教師助理協助數
學及科學科教師處理以下
工作，以減低有關教師的
工作量：
數學科

課後支援，包括暑期
鞏固課程

支援數學科初中課程
的重整

支援數學科優化新高
中課程材料
科學科

任教中二丙班科學科

支援化學、生物及物
理科優化新高中課程

支援在中一至中三科
學科實踐英語教學

支援科學科推動在科
學範疇的資優教育

協助各級科學科推動
E-learning 教學

成就
數學科

教師助理能協助初中的教材整 
理、學科活動，以及初中鞏固
課程，有效減輕本科教師的工
作量，讓本科教師優化新高中
課程及發展電子學習，並協助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教師助理任教暑期輔導班，自
行設計課程內容，有效減低本
科教師的工作量。
科學科
 教師助理於本學年任教中二丙
班同學及協助推行中二及其他
各級科學科 STEM 的學與教。
 教師助理有效減低本科教師的
工作量，能協助科學科老師整
理各級教材、推行學科活動及
發展電子學習。有效舒緩本科
教師的工作量。
 教師助理協助科學學會活動進
行，以推動校內科學範疇的資
優教育。

反思
教師助理能為數學及科學科提
供有效率的支援，希望明年能
繼續獲得有關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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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SG3

Evaluation Report on Use of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Name of School: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School Year: 2016/17
Task Area

Major Area(s) of Concern

Creating space for
teachers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prepare for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
LAC materials,
cope with diverse
and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conduct after
school classes

1. To release the teaching
load of the teachers
concerned for revising
the present curriculum,
particularly the interface
of junior and senior
curriculum

Enriching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3. To enhance the potential
and learning of student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abilities

2. To promote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the whole school
approach

Implementation Plan
To recruit one full tim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to:
1. take up some teaching
duties (S.2 and S.4)

Achievements
1.

The extra full time native
teacher took up an S2 class
and some oral classes.

2.

He also helped conduct
English day activity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2. 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and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in
school
3.

Reflections
1. Teaching load of other teachers
has been released and thus they
have had more time to review the
curriculum and cope with learner
diversity.
2.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S1 and S2
elite classes.

Phonic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and used in some
oral lessons.

4.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and
maximiz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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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CLPG

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工作計劃
檢討報告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2017
目標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人
生方向和價值觀，為未
來升學及就業奠定基
礎。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
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
準備。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
拓闊學生見識，發掘她
們的內在潛能，並多認
識自己，提高個人的自
信，為將來升學及就業
作更適合的選擇。
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學
生多元化出路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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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聘請行政助理及教師
協助各項活動的策劃
和推行、協助整理學
生的學習概覽及推薦
書
舉辦與職業相關的活
動，包括參觀、境外
考察等

成就


同學透過不同的測試及生涯規
劃課，進一步了解自己，繼而
規劃未來。



教學助理協助老師整理細碎多
變的升學資料，讓同學更快捷
方便尋找合適材料。



教學助理協助宣傳及帶領與職
業相關的活動，讓同學有更多
機會親身體驗職場要求。



學校舉辦台灣升學及文化探索
之旅，並與在當地就學的師姐
交流，讓同學更清楚留台的學
習生活。



反思


檢討過往一年課後小組輔導的經
驗後，中六成效顯著，故明年形
式依舊。中三為照顧有特別需要
的同學，明年將改為更密集式會
面，定期檢討同學的進展。



單靠教學助理帶領同學參與職業
相關活動或未足夠，建議全體老
師二人一組，每組全年帶領同學
參加最少一次商校合作活動，好
讓師生更了解職場要求及所需準
備。



明年將繼續與校友會及外間機構
合作，加添輔導人手之餘，亦進
一步貼身照顧同學不同的需要。

展開中六及中三同學課後小組
輔導，讓同學更確定自己未來
的升學及選科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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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LSG

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工作計劃
檢討報告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2017

目標




建立一個全校參與共融校
園的文化，確立共融的價
值觀。
訂立校本支援政策，照顧
學生差異與成長的需要。



推行校本措施，促進跨界
別合作並提升整體教學效
能。



執行教育局的三層支援架
構模式，協助有特殊需要
的同學有效學習。



促進跨界別及家校合作，
支援及照顧學生差異。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拓
闊學生見識，發掘她們的
內在潛能，並多認識自
己，提高個人的自信，為
將來升學及就業作更適合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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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就

聘請行政助理及教師協
助各項活動的策劃和推
行、協助整理學生的學
習概覽及推薦書。



同學透過不同的評估、活動及課程，進一
步了解自己，好讓學校给予適切支援。



教學助理協助老師整理同學評估報告、輔
導同學、支援各課程及活動進行。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照顧學生差異與成長的
需要。



及早識別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以便提供
適切的調適。



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學
習計劃，好讓同學得到更全面照顧。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作出功課和測考的
特別安排。



與學生成長支援部各組合作，照顧同學的
心靈發展、興趣培養、升學及就業規劃。



有計劃地安排老師接受有關融合教育的培
訓，以掌握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方
法。例如參加教育局三層培訓課程、ijourney、安排教育心理學家於教職員會議
分享等。



運用增補基金購買 Macbook Air，以供部
份讀寫障礙的同學選用語音輸入應考文憑
試通識卷之用。

反思


建議安排已接受培訓的老師
於教職員會議作分享，好讓
更多老師明白如何為學生提
供適切照顧。



明年將繼續與教育心理學家
及外間機構合作，以進一步
貼身照顧同學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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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SAMG

Work Plan on the Use of Strengthen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Grant
Evaluation Report
School: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School Year: 2016/2017
Item






To provide the convenient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staff
to take attendance,
effectively process and store
the information.

Strategy


To handle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ffectively, clearly define the
individual roles and avoid
overlapping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o develop a well-organized
booking system and reduce
the workload of
administration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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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cure an electronic
system for processing
teachers’ attendance
records

Accomplishment


A new staff attendance system is acquired
and launched on July, 2016.



The attendance machine can work in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mode. Therefore, they can
be used in outdoor events, such as sports
day, swimming gala …etc.



The attendance system can be used to store
and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To procure an Electronic
App to handle the interna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system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A prototype is developed and under tested.

To develop an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e-booking



An e-Booking system is acquired and
launched on May, 2017.



Teachers and Staff can book classrooms,
special rooms, electronic devices and guest
Wi-Fi service through the new e-Booking
system.

Reflection


The system is stable and the
reports are tailor made to fit our
school-based needs.



Good support service is
provided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The real school data of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assign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should be used to test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The e-Booking system is user
friendly as it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mobile phones.



School office responsible staff
can master the system and
manage the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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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ave time for counting
cash and release the
workload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on staff in
handling the school payment

To consolidate all systems
into one which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omote electronic
payment by using Octopus
cards

To procure an I-portfolio
system for consolidating
the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results of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including records of
servic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awards



The e-Booking system can be used on
mobile phones.



Apart from developing an
electronic system, clear
booking policies should be set
as to smoothen the whole
booking process.



Octopus payment system has been launched
on September, 2016.





98.3% of the parents choose Octopus as their
default payment method.

There is no need for teacher to
count cash and cheques.
Workload is released.



Errors can be avoided as the
Octopus system can record all
the transactions clearly.



Teachers have inputted the
2016-2017 school activities,
services and awards records
into the I-portfolio system
already. It provides a solid
database to test the report
generation function which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Teacher and student training is
needed when the system is
fully developed and launched.



Students can make different payments
including various school fe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ees through Octopus
system.



The system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Around 60% of the func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Teachers can
1) input services, school activities and
awards in the system through the parent
app or manually
2) import WebSAM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responsible posts data into
the system.
3) extract and sort data from the system.



嘉諾撒培德書院 周年報告 2016-2017

The student input function can be launched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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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To spare the janitors to
perform additional duties 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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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result import and report
generation functions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2017-2018 academic year.



Responsive Website &
Entrance TV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sponsive Website and entrance TV
management system is launched on second
semester of 2016 – 2017.



Parent and Staff App



The parent and staff app (school app) is
launched on September, 2017.



To introduce an electronic
entrance security system
for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access to school to
enhance security



Parents can receive different kinds of
messages, such as daily notices, emergency
information and reply circulars from school
app.



Students can receive, reply notices and apply
activities from school app.



98.9% of the parents choose to receive
school circulars and information through
electronic parent app platform instead of
paper circulars.



A magnetic lock has been installed at the
entrance gate.



An entrance monitor and management
system has launched so that janitors can
operate it from the school office.



Information can be wellorganized and easily displayed
through the responsive PTCC
website and entrance TV.



Parents provided feedback,
through Parent-Teachers
Association, which the parent
app is an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tool for parents to
receiv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school. It gives them a chance
to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their daughters and school.



Less manpower can be
allocated to monitor the school
entrance. Janitors can be spared
to carry out other
administrative duties in the
schoo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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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DLG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 檢討報告
學校： 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6/2017
課程
青年領袖培訓
計劃

教學目的

成就

提升學生領袖的承擔感和自 
信心


風紀訓練營

今年與香港仔坊會合作，學生反應不錯，覺得活 
動內容豐富，對擔任職務上有實質的幫助。

在九月為學生會幹事提供一次培訓日營。

反思
大部份同學表現積極。
日營形式難控制出席率，活動較理論化，建議
來年以宿營及歷奇活動的形式進行，內容會更
加吸引。

提升風紀的承擔感和自信心 

參與培訓課程的中四、五級風紀共 39 人，佔兩 
級風紀總人數 93%。

因應上學期考試在聖誕假期後，訓練營不宜以
校外宿營模式舉行，可選擇維持在校內舉行。



於 2016 年 10 月 7 及 8 日籌辦兩日一夜的培訓活 
動，由學長會領袖生負責部分培訓環節，重點
討論如何處理當值工作上的難題；此外邀請劉
慧敏校友作分享，參與同學皆聚精會神聆聽，
劉校友更和風紀長及副風紀長等四人建立個人 
連繫。

10 月的訓練活動安排於領袖生就職典禮後隨即
進行，效果理想。劉校友抽空分享，同學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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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會領袖生帶領活動的技巧仍十分幼嫩，未
來可針對有關項目多加培訓。

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由坊會社工主持訓練活
動，主題為提升團體解難能力，內容包括射箭
活動，學生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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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警學關懷
大使計劃

中五地理考察
活動

提升學生的承擔感和服務精 
神

學生接受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服務中心社工培

訓，學習溝通技巧及籌辦活動給中一新生，以協
助初中學生盡快適應學校環境，減少行為偏差。



參與此計劃的中四、五級同學共 31 人，上下學
期共有 10 次的培訓和活動，同學的出席率超過 
90%。

提升學生的研習能力



大使們都投入培訓工作坊，並能在社工帶領下，
為全體中一同學設計半天的集體活動，並能在下
學期配對後繼續與中一級同學保持聯繫。



於 2017 年 3 月安排中五地理科學生參觀有機農 
場。學生在活動中能掌握有機耕種的原理及農場

的運作模式。

本計劃安排警學關懷大使及中一學生於下學期
午膳時段在中一課室見面交談，唯因安排不容
易，以致見面次數不多，若能增加會面次數，
成效當會更顯著。
另外，由於部分班別中的個別同學行為偏差，
相關的大使處理時有些困難。

是次活動順利完成，學生反應正面。
建議下學年繼續安排類似的參觀活動。

禮堂燈光管理
培訓

提升學生的舞台管理能力

 約十位同學接受禮堂燈光管理培訓。
 控制室空間有限，並非所有成員皆能接受培訓。
 同學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並獲得「最佳舞台效
果」獎。
 亦協助校內的禮堂活動，設計舞台效果。

禮堂舞台演出
排練

提升學生的舞台管理能力

 約二十位同學接受戲劇訓練。
 綵排時間較多，容易跟其他活動撞期，以致學生
 同學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並獲得「最佳導
未能準時出席，影響排練進度。
演」、「最佳編劇」、「最佳演員」、「最佳合  反復的操練容易令學生失去興趣。
作」等多項大獎。
 五月參演「我的戲劇時代」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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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Programmes 2016/17
School-based Grant - Programme Report
Name of School: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Number of benefitting students under this programme: 880
(including A. 96 CSSA recipients, B. 402 SFAS full-grant recipients and C. 382 under school’s discretionary quota)
Actual no. of participating
target

*Name/type of activity

students #

Average attendance
rate

Period/Date activity held

Actual expenses $

A

B

C

參觀明報

1

8

4

over 80%

09/2016

242.00

中五地理考考察

1

2

6

over 80%

09/2016

300.00

中一級歷奇

8

19

22

over 80%

09/2016

14,630.00

地理科考察

0

6

5

over 80%

11/2016

432.50

文化藝術活動

10

45

38

over 80%

11/2016

3,182.00

學校旅行

20

98

87

over 80%

11/2016

7,916.00

中四地理考考察

0

2

8

over 80%

12/2016

300.00

口琴比賽

0

6

4

over 80%

02/2017

360.00

女童軍百周年大會操

1

6

4

over 80%

03/2017

135.00

校際音樂節口琴加時訓練

0

2

0

over 80%

02/2017

3,000.00

校際音樂節口琴伴奏訓練

0

2

0

over 80%

02/2017

2,000.00

歌詠團比賽

2

11

17

over 80%

02/2017

607.50

培德劇社話劇觀賞

3

2

8

over 80%

05/2017

144.00

職場考場 - 寵物護理

1

3

6

over 80%

05/2017

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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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7

23

20

over 80%

05/2017

520.00

中二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2

26

16

over 80%

05/2017

1,008.00

中二級參觀香港大學

2

26

16

over 80%

05/2017

936.00

社會創業青年訓練營

0

3

3

over 80%

07/2017

3,150.00

天文及環境教育考察營

0

1

2

over 80%

07/2017

460.00

宗教教育營

0

1

0

over 80%

07/2017

270.00

流行爵士舞班 - Team A (第一期)
流行爵士舞班 - Team B (第一期)
結他學班 - 第一期
流行爵士舞班 - Team A (第二期)
流行爵士舞班 - Team B (第二期)
排球學會
化妝及髮型設計
培德劇社 - 幕後
培德劇社 - 演員
培德樂隊 天文學會
田徑隊
攝影學會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
籃球隊
無火煮食班
培德校園電視台
皮革工作坊
羽毛球學會

0
2
1
0
2
0
1
4
1
15
0
2
0
2
0
3
1
0
1

4
2
4
4
2
13
5
1
2
16
2
2
2
7
7
10
5
4
3

3
3
3
3
4
6
1
4
2
26
2
10
5
7
4
11
5
2
4

over 80%

10/2016-12/2016

over 80%

10/2016-12/2016

over 80%

10/2017-12/2017

over 80%

02/2017–05/2017

over 80%

02/2017–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10/2016-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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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00
3,850.00
4,550.00
3,850.00
4,200.00
6,400.00
2,925.00
210.00
3,600.00
17,300.00
750.00
2,700.00
900.00
2,500.00
2,700.00
6,475.00
2,550.00
2,025.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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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伴奏合唱團
暑期樂隊體驗課程
創意劇場工作坊
暑期口琴精英班
Summer Hamonica Course - S2

3
0
0
0
0

2
2
2
3
3

4
2
1
1
2

96

402

382

over 80%

10/2016-05/2017

over 80%

07/2017-08-2017

over 80%

07/2017-08/2017

over 80%

07/2017-08-2017

over 80%

07/2017-08-2017

3,297.00
1,200.00
625.00
2,240.00
2,560.00

Total no. of activities: 23
@No. of participation counts
**Total no. of participation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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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Expenses

$ 123,336.00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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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roject Effectiveness

In general, how would you 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tivities conducted to the benefitted target students:
Please put a “” against the most appropriate box.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tudents’
a)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Students’
b) study skills
Students’
c) academic achievement
Students’
d) learning experience outside classroom
Your overall
e)
view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ents’
f) self-esteem
Students’
g) self-management skills
Students’
h) social skills
Students’
i) interpersonal skills
Students’
j) cooperativeness with others
Students’
k) attitudes toward schooling
Students’
l) outlook on life
Your overall
m)
view on students’ 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Students’
n)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Students’
o) sense of belonging
Students’
p) understanding on the community
Your overall
q)
view on students’ community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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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Significant Moderate

Slight

No
Change

Declining

Not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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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omments on the Project Conducted
Problems/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he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box)
unable to identify the target students (i.e., students receiving CSSA, SFAS full grant);


difficult to decide on the 10% discretionary quota;
target students unwilling to join the programmes;
the quality of service provided by partner/service provider not satisfactory;
tutors inexperienced and student management skills unsatisfactory;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work leads to apparent increase on teachers’ workload;
complicated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handling funds disbursed by EDB;



th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oo complicated and time-consuming;
Others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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