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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津貼計劃報告 

校本支援津貼計劃報告 
（一） 本年度工作目標 

 1.1 透過英文補習班，協助學生鞏固英文基礎，提高其英文科成績 

 1.2 加強新來港學生與本地學生間的溝通與合作 

 1.3 建立學生正面的自我形象 
 

（二） 本學年計劃目標 

 支援對象： 8 名於二零一六年或以前入讀本校且來港不足四年的學生；14 名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學年來港不足三年

的學生新來港學生；18 名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學年入學之新來港學生且在港不足兩年。 

  77 名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學年入學之新來港學生且在港不足一年。 

 本校運用「新來港學童津貼」舉辦校本英語課程及親子活動。 

 

（三） 全年工作時間表 

活動項目/ 

名稱 
形式 推行日期 統籌/負責人 成功準則 成效 備註 

英 語 課 程

(初階) 

小組教授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 

陳玉仙主任 新來港學生能認讀

26 個英文字母及默

讀簡單常用字詞 

100%學生能提高

英語成績 

100%學生能認讀 26 個

英文字母及默讀簡單常

用字詞 

60% 學生能提高英語校

內成績 

有 11 位新來港學童的英

語水平較低，故再需要多

加支援。 

改為 2018年 12 月

至 2019 年 6 月 

 

主題公園學

習之旅 

(初階) 

學習活動 2019年 2月 23日 陳玉仙主任 -----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學校報告（2018-2019） 

2 

校本支援津貼計劃報告 

活動項目/ 

名稱 
形式 推行日期 統籌/負責人 成功準則 成效 備註 

英 語 課 程

(進階) 

小組教授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6 月 

陳玉仙主任 100%學生能提高

英語成績 

38%學生能提高英語成

績；有 3 位學童的英語水

平較低，故再需要多加支

援。 

 

主題公園學

習之旅 

(進階) 

學習活動 2019年 1月 12日 陳玉仙主任 ----- ------  

 

（四） 財政預算 

 本年度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撥款：$288,981.00 (18/19 年度 77 名新生)；  上年餘款：$50,453.20 

        18/19 合共總款項為：$339,434.20 

活動項目/名稱 導師費用/活動費用 預算 實際支出 備註 
英語課程(初階) 
全學期英語 
課程7組(初階
A、B、C、D、E、
F及G組) 

香港教育服務中心導師 

全學年導師費用 ( 每小時260元) 

A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B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C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D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E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F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G組：25節X $260 X2小時=$13,000.00 

全學年助教費用 

25節X$200=$5,000.00 

$96,000.00 
(全學年) 

$ 120,000 .00 (全學年) 
 

A組(連助教):  

20節X$1,170 = $23,400.00 

B組︰20節X$805 = $16,100.00 

C組︰20節X$805 = $16,100.00 

D組︰20節X$805 = $16,100.00 

E組︰20節X$805 = $16,100.00 

F組︰20節X$805 = $16,100.00 

G組︰20節X$805 = $16,100.00 

改了上課的
時數︰ 
共20節，每節
3小時；合共
60小時。比預
算的50小時， 
多了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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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名稱 導師費用/活動費用 預算 實際支出 備註 
主題公園之旅 
(初階) 

海洋公園 $33,000.00 $23,606.00  

英語課程(進階) 
全學期英語 
課程 4組 
(進階A、B、C組
及D組) 

外聘導師任教 

全學年導師費用 ( 每小時250元) 

A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9,375.00 

B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9,375.00 

C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9,375.00 

D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9,375.00 

$37,500.00 

(全學年) $37,500.00 (全學年) 

全學年導師費用 ( 每小時250元) 

A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

=$9,375.00 

B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

=$9,375.00 

C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

=$9,375.00 

D組：25節 X $250 X 1.5小時

=$9,375.00 

 

主題公園之旅
(進階班) 

海洋學堂課程費用及車費 $12,000.00 $ 4,099.00(課程費用) 
$ 1,500.00(車費) 

有部分學生
不參加，支出
較預期少。 

物資/書籍/作業 $2,000 $ 2,000.00 $ 0.00 所有教材由
老師自訂，故
本年度支出
較預期少。 

 總計： $180,500.00 $186,705.00  
本年度結餘： $152,73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