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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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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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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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訓
立己立人、愛主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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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現況
強項
歷史與背景



本校有四十年歷史，是南區第
一所女子文法中學



在坊眾心目中，是一所校風嚴
謹的天主教學校

位置、空間與設施 

學校管理與行政

學校設施完備，同時能善用社 
區資源，提升教學質素



已建立有系統的「自我評估」
機制，促使學校不斷自我完善



校長熱心教育，積極帶領學校
持續發展



學校行政架構設有「學校改進
委員會」和「中層管理委員
會」，分掌規劃監察和溝通協
調的職能，有助學校的發展和
校務的推行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發揮團隊
精神，彼此衷誠合作



學校於部份科組加設副召集
人，除可協助處理行政工作
外，亦為培訓第二梯隊



學校行政決策具透明度，決策
過程民主開放

弱項

校園可供發展的空間有限

契機



隨著港鐵南港島支線通車，有 
利他區學生報讀本校



禮堂配置完善的音響及燈光
設備，有助學校在未來發展更
優質的教育

教師及校務處職員工作繁 
重，空間有限

利用教育局各項發展津貼撥 
款，增聘人手，為教師創造空
間

危機

南區適齡學童人數持續下
降，對收生造成壓力

各項教育改革增加教師的工
作量，有壓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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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項
辦學團體與法團校 
董會

本校是天主教嘉諾撒仁愛女
修會創辦，辦學目標明確，致
力發揚會祖瑪大肋納嘉諾撒
「全人教育」的理想



法團校董會非常支持學校發
展



法團校董會成員專業知識豐
富，了解學校的現況和發展方
向



本校教師具備專業知識，有豐 
富教學經驗，勤奮工作，教學
態度認真，關注學生學習



教師積極參與持續進修，以配
合教育最新發展



擁有關顧的教師團隊，關心學
生成長需要，重視學生的德育
發展

教師與教學

弱項

契機


課堂教學的互動氣氛尚待加 
強

危機

法團校董會的成立，有助廣納
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促進學
校各持份者對校政的瞭解

觀課交流及課後評講的發 
展，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及成
長



教育局提供額外撥款，學校得
以增聘額外教師及教學助
理，協助學與教的推展



初中學生按學習需要分班，教
師更能有效地調適教學計劃



配合高中課程改革，學校定時
檢視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以
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新加入的教師對學校感覺良
好，頗見幹勁，而且能引進其
他經驗



本校積極引入外間專才，支援
學校的課程發展



完善的資訊科技設施有利提
升學與教的水平



學校重視學生多元發展，積極
開拓不同類型的聯課活動及
其他學習經歷活動，以延展學
生的課堂學習

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態度差異
愈見明顯，教師在教學上遇
到更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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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項
學生與學習



學生品性純良，態度友善



課堂秩序良好，學生表現合作

弱項


學生學習態度較為被動，自信 
心及自學技巧有待提高



學生缺乏清晰的學習目標及
人生方向




學生生活接觸面較小，對社
會、國家的關注度不足

契機
高中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寬廣 
的學科選擇，有利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效能

危機
社會風氣或會對學生的學習
態度及價值觀帶來負面的影
響

教學語言微調方案的施行，提
供機會與部份英文能力較高
的學生以英語學習

家長、校友及社區 

家長大多願意和學校合作，家 
校合作效果良好，與家長溝通
渠道充足

部份家長工作繁忙，沒有足夠 
時間照顧子女，亦未能參與學
校活動

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家長及
校友代表，有助吸納各持分者
的意見



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關心 
校政，能主動推行會務

現時家長對學校政策的參與 
多集中於學生福利事務



校友會幹事會由資深及年青
的校友組成，有歸屬感及幹
勁，熱心回饋母校

「校友日」及「師友計劃」有
助凝聚校友的力量，支援學校
發展



學校與社區的聯繫日益緊
密，善用社區資源，以支援學
生學習和教師專業成長，學生
亦能積極參與區內的義工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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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校發展計劃
2015/16 年度至 2017/18 年度

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1)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
教學效能

我們的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請加上  號)
15/16

16/17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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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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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電子學習，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學生能欣賞及發揮自己的  為學生搭建更多的舞台，讓她們發揮所長
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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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具備賞美能力，並秉
惜恩
持基督精神，懂得感恩，重
恩、惜恩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為升學及就業
作好準備













 設計優質的課堂以提升學  配合新上課時間表的推行，在課堂引入多
生的學習表現
元化的教學策略，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學生能更主動學習

(2) 協助學生發揮個人潛
能, 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

 學生能具備正向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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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培德書院
周年校務計劃書
2015-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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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略 /工 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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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新上課時間表的推行，
各相關學科進行課程調適，
並設計優良的教案，令不同
能力的學生都學得更好

全學年

規劃新上課時間表內「學習
整理時段」的具體安排，以
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全學年



各學科完成課程調適，將重 
點的教學設計記錄在教學進 
度表內，並在科務會議中作分
享
 各學科能完成教學進度表所
列的教學目標
 於 2015 年 9 月初完成規劃新 
上課時間表內「學習整理時
段」的具體安排
 於 2015 年 9 月中開始在各級
試行新上課時間表內「學習
整理時段」的具體安排

舉辦教師培訓日，讓教師認
2015 年 
識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如合 8 月及 11 月
作學習法、自主學習等)，以
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2016 年 3 月 

學科問卷調查

於各學科及教務 
部的會議中進行 
檢討



教學助理

於各相關學科及  教務主任

教務部的會議中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
進行檢討
科主任

教學助理

於本學年舉辦三次教師培訓  於教務部的會議 
日，主題為多元化的教學策
中進行檢討

略
 於教師發展組的
超過 80%教師認同教師培訓
會議中進行檢討
日介紹的教學策略能有助他
們的課堂教學

教務主任
學習領域統籌主任
各學科科主任

教務主任
教師發展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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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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學習的評估 - 所有測
考卷及家課在評改後盡快
派還給學生，以便學生能從
評估中學習，以促進學習效
能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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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於學生持分者問卷中第十四  學生持分者問卷 
項「我經常藉著測考成績和
調查

老師給予的意見，如習作評  學科問卷調查
語、課堂表現等，檢討我的  於各學科及教務
學習」的平均數較去年高
部的會議中進行
大部分的學生於學科問卷中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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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主任
各學科科主任



教學助理

各學科能於每學期的測考完  於各學科及教務 
成後檢視學生成績，以助調
部的會議中進行 
適教學進度表及規劃課程的
檢討
整體內容
中、英、數三科能於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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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主任
各學科科主任



教學助理

除中文、英文及普通話科
 於各相關學科、  教務主任

外，各初中學科須於課程中的
「跨學科語言」  「跨學科語言」小組
最少一個課題以英語教學，並
小組及教務部的
统籌主任
在習作及測考卷中跟進學生
會議中進行檢討  學習領域統籌主任
的學習進度
 相關學科科主任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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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初中級別的跨學科英語
學習，以英文科配合有關科
目的教學需要，善用「英語
延展教學活動」的課時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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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發展電子學習，以推動學生更主動學習
於中一級科學及中四級通識
教育進行電子學習的試點計
劃

全學年



中一級科學及中四級通識教  於各相關學科、  教務主任
 技術支援服
育科教師嘗試在課堂使用平
資訊科技教育委  資訊科技教育統籌主
務員
板電腦教學
員會及教務部的
任
會議中進行檢討  科學科及通識教育科
 超過 80%任教教師認同使用
科主任
平板電腦教學能提升教學效
率，增加師生互動

鼓勵教師參加培訓工作坊，
認識如何透過在課堂引入電
子學習，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全學年



超過 80%教師能參加最少一  於教務部及資訊  教務主任

次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
科技教育委員會  資訊科技教育統籌主
的電子教學培訓工作坊
的會議中進行檢
任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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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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略 /工 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2.1 為學生搭建更多的舞台，讓她們發揮所長
透過舉辦校內學科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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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各學科能在本學年舉辦最 
少一項校內學科活動或鼓
勵學生參加最少一項校外
學科活動/比賽

 在學科問卷調查中，超過
60%學生同意她們能在相關
學科活動/比賽欣賞及發揮
自己的長處

於各相關學科及 
教務部的會議中 
進行檢討
學科問卷調查

定期舉行學生展示才藝的
活動

全學年



能定期舉行學生展示才藝 
的活動

 學生能主動報名參與

學生意見調查
檢討會議



聯課活動統籌主 
任

學生會

籌辦或鼓勵學生參加不同
範疇的領袖培訓課程

全學年



檢討會議
學生活動問卷



成長支援部部長 

外間機構支援

超過八成參與的學生能完 
成課程並表現優良


教務主任
各學科科主任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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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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課室、走廊、校園壁報
板或利用內聯網展示學生
的佳作，讓學生學會欣賞
自己和同儕的長處

全學年

利用不同渠道表揚學生各
方成就

全學年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培
養學生感恩的心

全學年







各相關學科能在每學期展 
示學生的佳作

能定期展示學生各方面的
成就

能定期安排相關的活動



於各相關學科及 
教務部的會議中 
進行檢討
持分者問卷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APASO 問卷



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



社區關係委員會 
統籌主任
各科組組長



成長支援部部長



升學及就業輔導  教育局「生涯規
主任
劃津貼」
 外間機構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導 
主任



教務主任
各學科科主任

2.3 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善用教育局生涯規劃津
貼，繼續以「全校參與模
式」，檢討並優化生涯規
劃策略

全學年

 提高全校師生對生涯規劃
的意識
 學校各單位能就其角色協
助學生規規劃生涯

提高學生多元出路的意
識，並就個人興趣能力發
揮所長

全學年




 參加者活動後回
應
 各單位檢討會議

學生能規劃高中的生活

學生相信自己是有可為的 


檢討會議
持分者問卷
APASO 問卷

外間機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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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EOEBG Expenditure Budget for School Year 2015-16

Name of Grant

Income

Budget
SY 2015-16
Expenditure

Surplus/Deficit
$2,462,766.95

Surplus of 2014-2015
Administration Grant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omposite IT Grant
NAP
Basic Baseline Grant

$3,466,584.00
$574,415.00
$381,108.00
$411,883.00
$1,844,272.82

$3,383,670.00
$545,133.00
$394,860.00
$300,000.00
$2,388,970.00

$82,914.00
$29,282.00
($13,752.00)
$111,883.00
($544,697.18)

Total

$6,678,262.82

$7,012,633.00

$2,128,396.77

Submitted by:
(School Principal)

Date :

Approved by:
(Chairman of IMC)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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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on Use of Plan on Use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Name of School:
School Year:
Task Area

CEG1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2015/16
Major Area(s) of
Concern

Strategies

Benefits Anticipated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Creating space 1. To release the
To recruit one full
1. Teachers’
September 2015
for teachers to
teaching load of time English teacher
workload in the
to
review the
the teachers
to:
following areas
August 2016
curriculum,
concerned for
will be lessened:
prepare for the
reviewing the
1. take up some
school-based
present
teaching duties
 teaching load
curriculum,
curriculum,
(S.2 and S.3)
 non-teaching
develop LAC
particularly the
duties
materials, cope
interface of
2. help organizing
 conducting
with diverse
junior and senior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and special
curriculum
and promote
activities for
learning needs 2.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of students and
language across
in school
 preparing
conduct after
the curriculum in
course
school classes
the whole school 3. conduct remedial
materials for
approach
classes after
after school
3. To enhance the
school
remedial
potential and
classes
learning of
students due to
2. Teaching smaller
the diversity of
classes
learning abilities
4. To facilitate
teachers in
conducting after
school classes

Resources
Required
Total expense
$380,000.00
(including 5%
MPF)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Methods



Less able
 Performance
students can
reports of the
be helped
additional
individually
teacher
in the after
school
remedial
classes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prepared



The teaching
and
non-teaching
workload of
teachers can
be reduced

Person-in
-charge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Mrs. Melody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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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CEG2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5/2016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課程發展 為數理科教 聘請一位副教師協助數 
師創造空間 學及科學科教師處理以
下工作，以減低有關教師
的工作量：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減輕數學科教 2015 年
師的工作量以
9月
準備新高中課
至
程
2016 年
8月
數學科
 縮短數學、化
 課後支援
學、生物及物
 支援數學科初中課程的
理科教師在研
重整
製教材及於網
 支援數學科優化新高中
上搜集資料的
課程材料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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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中一級科學科推
動 E-learning 教學

減輕數學及科
學科教師的工
作量以便他們
能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 / 能
規劃及實踐語
言微調的改變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預計總開支  能成功協助數  於科務會 數學科科主任：
$150,000.00
學、化學、生
議作質性 姜綺羅老師
(包括 5%強積
物及物理科教
檢討
金供款)
師優化新高中
科學科及生物科
的教材、於網
科主任：
上搜集資料
譚嘉碧老師
 能成功協助數
學教師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
 能成功協助教
師規劃於中一
至中三科學科
實踐英語教學

化學科科主任：
尹思駿老師
物理科科主任：
林廣祺老師

 能成功協助中
一級科學科老
師於課堂利用
E-learning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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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3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2015/16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課程發展 減少教師監考 於上學期及下學期 減少教師考試的監
工作以便騰出 考試分別聘用一位 考次數，從而可以
空間策劃協作 監考員協助監考工 有較充裕的時間舉
教學、檢討工作 作
行會議，策劃協作
及計劃未來
教學、檢討及規劃
新學年的工作

時間表
2016年1月
及
2016年6月

所需資源
預計總開支：
約$8,000.00
監考員薪酬：
每天約$400.00
上學期監考次
數：10次

成功準則
於考試期間騰 
出空間，讓老師
參與教師研討 
日及進修課程

評估方法

負責人

中層管理委員 行政及考試
會會議
統籌主任
行政及考試組 陳景華老師
會議

行政小組及各
科老師可於年
終考試期間舉
行會議

下學期監考次
數：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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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 4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5/16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課程發展 透過應用學習 配合學生不同的學 學生能得到多元化 為2014-2016
課程提高學生 習需要及興趣，提 的學習體驗，為未 年度15名學生
的學習體驗
供一系列的應用學 來路向提供更多選 提供學費資
習課程
擇，同時亦能獲取 助。
相等於香港中學文
憑「達標」(二級) / 為2015-2017
「達標並表現優 年度8名學生
異」(三級) 的成 提供學費資
助。
績。

所需資源
2014-2016年度 
15名學生學費
約$17,000.00。

由於學生人數
在10以下，費用
全由教育局資 
助。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學生須成功 
完成所報讀
的應用學習
課程，出席 
率達八成或
以上

學生在學習
態度上有所
進步

蒐集參加學 升學及就業
生的意見
輔導組：
蒐集教師的 陳浩賢老師
意見
陳慧儀老師
蒐集主辦機
構提供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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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SG1

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計劃書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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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聘用一位中文 
科文憑教師

提升學生在「全
港性系統評估」
中的成績



發展初中校本
文言文課程框
架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中等水平學生的 2015 年 9 月 預計總開支

語文能力所提
至
$ 340,000.00
升。
2016 年 8 月 (包括 5%強積金供
款)
「全港性系統評
估」的成績合符

全港水平。
將初中校本文言
文課程由中一推
展到中二。


評估方法

2016「全港性 
系統評估」的成
績合符全港水
平


在科會議
中檢討

成功開辦初中 
課後鞏固班，參
與學生的成
績，下學期的比
上學期的進步

能將今年製作
的中一文言教
材施教；能於暑
期開展中二級
的文言教材編
輯工作。

學生參與
全港性系
統評估的
成績

負責人
中文科主任：
彭耀鈞老師

教師觀察

校內成績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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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on Use of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Name of School:
School Year:
Task Area

SSCSG2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2015/16
Major Area(s) of
Concern

Strategies

Benefits Anticipated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Creating space 1. To release the
To recruit one full
1. Teachers’
September 2015
for teachers to
teaching load of time English teacher
workload in the
to
review the
the teachers
to:
following areas
August 2016
curriculum,
concerned for
will be lessened:
prepare for the
revising the
1. take up some
school-based
present
teaching duties
 teaching load
curriculum,
curriculum,
(S.1 and S.2)
 non-teaching
develop LAC
particularly the
duties
materials,
interface of
2. help organizing
 conducting
cope with
junior and senior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diverse and
curriculum
and promote
activities for
special learning 2.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needs of
language across
in school
 preparing
students and
the curriculum in
course
conduct after
the whole school 3. conduct remedial
materials for
school classes
approach
classes after
after school
3. To enhance the
school
remedial
potential and
classes
learning of
students due to
2. Teaching smaller
the diversity of
classes
learning abilities
4. To facilitate
teachers in
conducting after
school classes

Resources
Required
Total expense
$360,000.00
(including 5%
MPF)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Methods



Less able
 Performance
students can
reports of the
be helped
additional
individually
teacher
in the after
school
remedial
classes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prepared



The teaching
and
non-teaching
workload of
teachers can
be reduced

Person-in
-charge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Mrs. Melody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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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year plan – Measures to broaden students’ choices of elective subjects and
provision of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s
for the seventh cohort of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2015/16 to 2017/18 school year)

DLG

The following programmes are adopted with the support of EDB’s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DLG):
DLG funded
programmes

Applied
Learning

-

-

Other
Programmes

Strategies & benefits
anticipated

Name of
programme(s) /
course(s) and
provider(s)

Duration of
the
programme/
course

Target
students

To offer a range of ApL
courses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and
interests
Students acquire diversified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develop career aspirations

Cours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studies:
- Creative
Studies
-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 Business,
Management &
Law
- Services
- Applied
Science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and Follow-up
Workshops

180 hours in 2
years

S5 & S6
students of
this cohort
of students

4 days

S5 elite
students

-

20

-

Discipline Prefect
Training Camp

1 day

S.4-6 elite
students

20

20

10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 To enhance students
leadership skills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To enhance students leadership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No. of students involved
in each school year
15/16
16/17
17/18
0

20

20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 success
indicators
-

Teacher
-in-charge

Stu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ApL
courses
Students being
awarded with
‘Attainment’ or
‘Attainment
with distinction’
in HKDSE

Careers
Mistress:
Mrs. D. Siu

-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as
reflected in
their work

OLE
Coordinator:
Ms. A. Keung

-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leadership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s
reflected in the
activities and
their daily work

Discipline
Master:
Mr. K.W. Wu

-

Discipline
Mistress:
Mrs. P.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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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rogrammes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viewing
and debating skills in English

Oxbridge
University
Preparation Camp

5 days

S.4-5 elite
students

10

10

-

-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interviewing
and debating
skills as
reflected in the
activities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Mrs. M. Liang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and
comprehensive skills in Chinese

Chinese Summer
Enrichment
Programme

10 days

S.4-5 elite
students

10

10

-

-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writing and
comprehensive
skills as
reflected in the
coursework

Chinese Panel
Chairperson:
Mr. Y.K. Pang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leadership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Western District
Mentorship
Scheme

Whole year

S.4-5 elite
students

20

10

-

-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interpersonal,
leadership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s
reflected in the
activities

Discipline
Master:
Mr. K.W. Wu
Guidance
Teacher:
Mrs. A.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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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G

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工作計劃
學校：嘉諾撒培德書院
學年： 2015/2016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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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現行生涯規劃班主任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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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訓輔導組合作，舉辦不同
的活動，發掘學生的內在潛
能



舉辦與職業相關的活動，包
括參觀、境外考察等



與各學科及各組的合作，舉
行跨學科及跨組的協作計
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也同時豐富學生的學習概
覽。



安排老師參與合適的培訓課
程





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學生多
元化出路的意識

聘請行政助理協助各項活動
的策劃和推行、協助整理學
生的學習概覽及推薦書
重整部分班主任課的課程，
更新升學及就業的資料

監察 / 評估


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統籌活動
及進行各活動的檢討。



透過不同的檢討會議，檢視生涯
規劃課程的效能。



透過不同的檢討會議、學生活動
問卷、導師檢討報告等檢視活動
成效

生涯規劃津貼的分配



聘用行政助理： $160,000.00
(包括 5%公積金)
升學就業輔導活動如下：
 PROBE 性向分析系統：$5,000.00
 “Career Life”工作坊：$8,000.00
 面試工作坊：$10,000.00
 多元出路家長講座：$2,500.00
 Career Interest Inventory：
$2,500.00
 目標訂定工作坊：$7,000.00
 參觀活動：$3,000.00
 聯招選科策略講座：$1,000.00
 升學就業輔導組境外學習：
$10,000.00
 訓輔領袖訓練、歷奇活動：
$90,000.00
 創意教育：
 中一至二戲劇教育 ：
$110,000.00
 中四以上多媒體教育：
$90,000.00
 活動雜費開支：$1,000.00

總支出：約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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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Programmes 20 15/16 s.y.
School-based Grant - Programme Plan
Name of School:
Project Coordinator:

Pui Tak Canossian College
Lo Mo Ling Pansie

A.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benefitting students (count by heads) under this Programme is 779 (including A. 149 CSSA recipients, B. 481 SFAS
full-grant recipients and C. 149 under school’s discretionary quota)

B.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to be subsidised/complemented by the grant.

*

Name / Type of activity

Objectives of the
activity

Method(s) of
Success criteria
evaluation
Period/Date activity
to be held
(e.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g. test,
questionnaire, etc)

中一歷奇活動
領袖訓練課程/領袖訓練營
參觀活動
聯課活動費用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經濟的支援，讓她
們可以完成各項有
助身心發展的活動

物資及器材

學生完成相關的活動，
出席率達八成以上。




活動出席率
活動檢討報
告

Estimated
no. of participating
eligible students#
A

B

C

Estimated
expenditure
($)

16

30,000.00

9/2015 - 10/2015

8

25

10/2015 - 7/2016

12

45

15,600.00

10/2015 - 7/2016

43

137

6000.00

10/2015 - 7/2016

43

137

10/2015 - 7/2016

43

137

133

Name of
partner/service
provider
(if applicable)

100,000.00
5,000.00

@No.

Total no. of activities: 5

of
participation
counts
**Total no. of
participation
counts

149

481

149

156,600.00

779

Note:
* Name/type of activities ar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tutorial service, learning skill training, languages training, visits, art /culture activities, sports, self-confidence development,
volunteer service, adventure activities, leadership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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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tion counts: refers to the aggregate no. of benefitted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ach activity listed above.
**Total no. of participation count: the aggregate of (A) + (B) + (C)
# Eligible students: students in receipt of CSSA (A), SFAS full grant (B) and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dentified by the school under the 10% discretionary quota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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