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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1. 學校發展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 $800,017.00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減輕教師工作
量，使他們能專
注發展有效的
學與教策略，以
及更多元化的
評估方式 

- 聘用1名教學助理及1名會
計文員 

- 協助學校行政事務、文件及
文書處理 

- 協助處理報價、招標、學校
帳目及學生校內各種收費
事宜 

- 與教師協作製作電子及一
般輔助教學教材，提供技術
支援進行多媒體教學 

- 減輕教師在聯絡和督導學
習活動，例如全方位學習、
專題研習和閱讀等部分工
作量  

- 預備更多有系統的學生學
習紀錄和文件  

- 修訂和更新學習材料，以切
合學生的需要  

- 協助為有關學習範疇/科目
設計更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 透過諮詢和觀察，70%教師認同教
學助理及會計文員能協助文書工
作、校務及學校活動之運作及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並更能照顧學
生在學習上的需要。 
 

- 70%教師認同因工作量減輕而能
專注課程發展，並有更多機會作
學與教的反思。 

2022年9月 
至 

2023年8月 

聘用教學助理及會計文
員薪酬合共： 
$448,308.00  
(包括5% 強積金供款) 
 
- 1名教學助理一年的
薪酬︰ 
$17,530x1.05x12 
=$220,878.00 

 
- 1名會計文員一年的
薪酬： 
$18,050x1.05x12 
=$227,430.00 

 

2. 減輕教師工作
量，使他們能專
注發展 STEM教
育、電子學習平
台有效推展電
子學習 

- 聘用1名資訊科技資源主任 
- 協助發展本校資訊科技及
STEM教育 

- 有效管理電腦作業和系統，
包括網上學校管理系統、電
子學習平台、學校網頁等 

- 推行本校STEM發展計劃，並
讓電腦設備、網絡和伺服器
運作正常，以提升教師的教
學效能。 

- 透過諮詢和觀察，70%教師認為資
訊科技資源主任有效協助發展本
校資訊科技及STEM教育。 
 

- 有效管理及運作多媒體設施，以
推行STEM發展計劃，確保日常伺
服器及資訊科技設施運作正常，
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2022年9月 
至 

2023年8月 

聘用1名資訊科技資源
主任一年的薪酬︰ 
$25,490x1.05x12 
=$321,174.00 
(包括5% 強積金供款) 
 

 

    預計支出︰$769,482.00 總支出： 

  
負責老師 ： 林奕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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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 張紹欣主任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2. 學生支援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約$1,227,167.00 (2021/22盈餘+2022/23撥款)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協助支援SEN
學生、學生支
援組行政及文
書工作等 

- 聘請4名教學助理協助老師： 
 於中、英、數課堂入班支援

SEN的學生。 
 協助老師設計教學活動、製

作教具。 
 於小息及功輔課時支援SEN

學生的學習，如：教導認讀策
略、功課輔導、溫習默書。 

 協助教師安排共融活動。 
 預備學習記錄和文件，令系

統完善。 
 

透過教師問卷調查，70%老師認同： 
- 聘請4名教學助理能有效在課堂中個
別支援SEN學生的學習需要； 
 

- 能適切關顧SEN學生在課堂中的情
緒； 

 
- 能更專注發展SEN學生的調適課程，提
高其學習興趣。 

2022年9月 
至 

2023年8月 

4名教學助理一年的薪酬
合共： 
$17,530×1.05×12×4 
=$883,512.00 
(包括5%強積金供款) 

 

2. 以外購服務方
式為SEN學生
舉辦訓練小組 

- 外購支援服務（開辦18個多元
學習小組）： 

 12個主要服務SpLD學生 
 4個主要服務ADHD學生 
 2個主要服務ASD學生 

透過學生、家長、當值老師及教學助理
問卷調查，70%持分者認同訓練小組有
助提升學生相關的能力；外購服務機構
能提供優質服務。 
 

18個多元學習小組訓練課
程：$105,160.00 

 

3. 購置學習資源 - 購置各項支援服務所需的書
籍、教材、桌遊或獎品。 

透過課堂觀察及與老師面談，了解所購
置的學習資源的使用率，及提升課堂教
學的果效。 
 

$30,000.00  

4. 安排學習/共
融文化活動 

- 安排共融文化活動「親親孩子
天」 
 

- 籌辦有關讀寫技巧親子工作坊 
 

透過家長問卷調查，70%家長認同活動有
助提升家長對相關主題的認識。 

$30,000.00  

 預計支出：$1,048,672.00 總支出： 

  



3 
 

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3.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1,151,689.00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為學生提供全
方位學生輔導
服務及支援服
務，配合學生、
家長、教師、學
校發展的需要，
作出全面性的
支援及協助，以
建立全方位的
學生輔導體系。 

透過招標，購買專業服務： 
- 聘請兩名駐校社工，為學校
提供專業輔導服務，並協助
建立能照顧學生、家長、教
師及學校四大層面的輔導
體系。 
 

- 購買輔導督導服務，為駐校
社工及危機個案提供諮詢
及支援。 

 
- 為學生、家長、教師開辦成
長小組、講座、工作坊等，
以協助學校建立全面性的
輔導及支援服務。 

 

- 透過問卷調查，70%老師認同駐校
社工能提供全面性的輔導及支援
服務，協助學生愉快地成長； 
 

- 機構提供每年不少於5次到校專
業督導服務，為本校提供輔導方
面的專業意見及諮詢服務； 
 

- 超過70%活動參與者認同小組、講
座、工作坊等，均能達到該項活動
的目的。 

2022年 9月

至 

2023年 8月 

 

聘請兩名全職駐校社工
費用: 
$800,000.00 

 
購買專業輔導督導服
務:  
$90,000.00 

 
開辦不同的成長小組、
講座、工作坊: 
$60,000.00 

 

 預計支出：$950,000.00 總支出： 

負責老師 ： 林奕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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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約$103,800.00 (2021/2022盈餘+2022/23撥款)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為學生籌辦多
元化的課後活
動，增加學生參
加活動的機會，
藉以提升他們
的學習效能， 
並增強他們對
社會的認識和
歸屬感，發展學
生的不同潛能
及建立健康人
生。 

網上課程 
- 流體畫泰迪熊 
- 手紮風箏 
 
學生透過創意製作，了解聲音
的產生及樂器發出不同聲響
的原理。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專
注力及耐性。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80%教
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2022年11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導師及購買材料包: 

$200×50人 

=$10,000.00 

 

網上課程 
- 糯米糍 
- 乾果脆球 
 
學生透過簡易的過程製作甜
點。在製作過程中，期望學生
享受烹飪的樂趣，從而學會珍
惜和分享食物，培養關愛別人
的態度。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80%教

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2022年12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導師及購買材料包: 

$100×100人 

=$10,000.00 

 

網上課程 

- 我係新聞小主播 

 
學生透過學習現場演繹及應
對的技巧播報新聞影片，從而
提升表達能力，增強自信及溝
通能力，培養風度及尊重他人
以建立同理心。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80%教

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2023年1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導師及印製筆記: 

$200×50人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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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網上課程 

- 蝶古巴特色小手提袋 
- 繞線筆記本 

 

學生利用特別的物料製作物
品。在創作過程中，學生身心
得以放鬆，從而舒緩壓力，培
養正向思維。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80%教

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2023年2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導師及購買材料包: 

$200×50人 

=$10,000.00 

 

STEM體驗行 

- 迪士尼學習之旅 

 

學生透過認識樂園內每個遊
樂設施及簡單的實踐，了解 
STEM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促進
創新思維。在學習之旅過程
中，學生學習站在他人角度理
解與處理問題，從而養成同理
心。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

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3年4月 
 

(課後活動) 

購買入場劵: 

$500×100人 

=$50,000.00 

 

 預計支出：$ 90,000.00 總支出： 

 

  
負責老師 ： 曾韻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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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5. 姊妹學校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約$385,145.00 (2021/2022盈餘+2022/23撥款)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1)    江門市江華小學          

                  (2)   陝西師範大學錦園小學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添置視像教學交流設
備，以優化遠程教學互
動課堂。 
 

2. 為進行專業發展活動線
上互動課堂，增購相關
視像交流設備，以優化
交流活動。 

- 完成視像教學交流設備採
購工作，並於校內進行各項
測試。 

- 在資訊科技組的協助下，
學校能依據採購程序完成
視像教學交流設備的採購
工作及各項測試。 

2022年2月 
底前完成 

購買攝錄機、記憶卡、腳
架、收音器材、會議系
統、分享平台、投影機、
平板電腦、視像交流設
備、手機及網絡數據、會
議系統、分享平台等  
預算開支： 
$230,000.00 
 

 

3. 促進兩地教師的專業交
流，加強教學資訊與經
驗分享，讓教師認識、了
解兩地最新的教學發展
及建立友誼聯繫。 

- 透過電子互動平台，促進兩
地教師在教學上交流。教師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視像會
議、學校活動直播等。 

- 一年進行一次或以上的視
像會議交流。 

2023年3月  

4. 透過活動，讓本校學生
跟內地學生進行交流，
以擴闊視野、建立友誼
及豐富學習經歷。 

- 運用平板電腦配合網上分
享平台與姊妹學校進行體
藝音樂等方面的交流，並由
學生自行介紹成果或作品。 
 

- 兩地學生能利用電子互 
動平台作交流。 

2023年5月  

5. 透過交流和課堂體驗活
動，促進兩地學生互相
觀摩學習，體會內地校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師探訪姊妹學校，相互交

流資源運用、教育研究、各

-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檢視學生完成的學習冊  
- 檢視學生分享成果的表現 

2023年1月 
至6月 

參與交流的學生及領隊
老師的交流團費用(包
括交通、住宿、膳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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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園的生活。 
 
6. 加深學生對中國歷史及

中華文化的認識，加強
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 
 

7. 增加學生使用普通話與
內地學生交流的機會，
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 

 
8. 讓學生跳出課室，擴闊

視野，體驗不同的學習
經歷。 
 

9. 通過表演活動或觀課，
交換兩地不同的文化。 
 

10. 通過交流活動，增進兩
地學生的友誼。 
 

科目在兩地的教學趨勢與
教學法等，促進專業發展。 
 

促進文化交流、擴闊學生視野 
- 安排學生到姊妹學校交流

及邀請姊妹學校的學生到
本校作文化交流。 
 

- 廣東省內──江門市江華
小學(兩日一夜交流團) 
 

- 廣東省外──陝西師範大
學錦園小學(四日三夜交流
團) 
 

場費、交流活動及物資
等費) 

預算開支： 

$150,000.00 

 

 預計支出：$380,000.00  總支出： 

 

  
負責老師 ： 朱靈鳳主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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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廣閱讀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約$71,654.08 (2021/2022盈餘+2022/23撥款)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推廣閱讀文化，

營建學生閱讀

氛圍。 

 

2. 培養閱讀興趣

和習慣，照顧學

生個別學習需

要。 

 

3. 提供多方面資

源，支援各科學

習計劃。 

1.購置圖書 
實體書 

- 圖書 

購買多元而有趣的圖書豐

富圖書館藏書量，並藉此

推動閲讀活動及風氣，圖

書主題包括︰科技與科學

教育/STEM 教育、中史及

中華文化、品德教育(服務

學習)、健康生活等。 

 

- 課室雜誌 

為各班添置不同類別的課

室雜誌，擴闊學生閲讀層

面。 

 

2. 網上閱讀計劃 
e悦讀學校計劃 

- 本年度學校再次參與「e 悦

讀學校計劃」，購置 250 本

網上圖書，全是自由揀選書

目(書目類別包括︰中、英

文故事、推理、自然科學、

品德情意等)，藉此讓學生

能每天進行網上自學活動。

中文科與圖書科亦會訂定

- 透過教師問卷進行評估，80%以上
教師認同各項閲讀活動能提升學
生的閲讀興趣及營建學生閱讀氛
圍。  
 

2022年9月 
至 

2023年8月 

購置實體書: 

$15,000.00 

 

購買課室雜誌: 

$18,054.00 

 

網上閱讀計劃: 
$22,600.00 
 
聘請作家: 

$6,000.00 

 

參觀圖書館車資: 

$8,000.00 

 

購置雜誌架/籃: 

$2,000.00 

 
(*註︰不足之數由基線指標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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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 招雅賢主任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閲讀的獎勵計劃，每月檢視

學生的閲讀量，學期完結

時，閲讀量高的學生將會予

以獎勵。 

 

3.閱讀活動 
- 閲讀推廣 
「與作家有個約會」︰聘請
作家、專業説故事人士到
校或以網上形式進行三
場講座，分別是一至二年
級、三至四年級、五至六
年級。 

 
- 參觀圖書館 

安排三、四年級學生參觀香

港中央圖書館，以了解圖書

館運作，並增加學生的閲讀

興趣。 

 

- 購置雜誌架/籃安放於圖書
館用以存放雜誌，方便學生
取閲。 

 預計支出：$71,654.00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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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7. 全方位學習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約$ 1,500,000.00 (2021/22盈餘+2022/23撥款)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透過舉辦多元化的體育活動及
技能訓練，發展學生的不同潛能
及建立健康人生。 

籃球班(興趣班)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籃球教練，
協助學校舉辦籃球班，資
助所需活動費用，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 
 

- 培訓五、六年級同學籃球
基本知識及技巧，提升學
生籃球技巧，從而增加學
生參與運動的興趣。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
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後活動) 

聘用教練舉辦籃
球班(興趣班)： 
$45,000.00 

 

泳隊校隊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游泳教練，
協助學校訓練泳隊，資助
所需活動費用，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 培訓四至六年級同學游
泳的知識及技巧，提升學
生游泳技巧，從而增加學
生參與運動的興趣。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學生能按時出席訓練
班;80%學生具備信心參與比
賽。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後活動) 

聘用教練訓練泳
隊校隊： 
$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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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乒乓球校隊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乒乓球教
練，協助學校訓練乒乓球
校隊，資助所需活動費
用，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 
 

- 培訓三至六年級同學乒
乓球的知識及技巧，提升
學生乒乓球技巧，從而增
加學生參與運動的興趣。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學生按時出席訓練
班;80%學生具信心參與比
賽。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後活動) 

聘用教練訓練乒
乓球校隊： 
$44,800.00 
 

 

閃避球訓練班(興趣班)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閃避球教
練，協助學校舉辦閃避球
訓練班，資助所需活動費
用，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 

 
- 培訓三、四年級同學閃避
球基本知識及技巧，提升
學生閃避球基本知識及
技巧，從而增加學生參與
運動的興趣。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按時出席訓練班。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4月 
 

(課後活動) 

聘用教練舉辦閃
避球訓練班(興趣
班)： 
$21,000.00 
 

 

藝術體操校隊培訓預備班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教練，協助
學校訓練藝術體操隊，提
升同學藝術體操的技巧，
資助所需活動費用，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按時出席訓練班; 

80%學生具信心參與表演或

比賽。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2022年9月 
至 

2023年7月 
 

(課後活動) 

聘用教練舉辦藝
術體操校隊培訓
預備班：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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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 透過團隊音樂活動，發展學生的
藝術潛能、音樂興趣及協作溝通
的能力，達致推動校內音樂氣
氛。另外，透過中國音樂作品推
動國民身份認同。 

 

弦樂團、管弦樂團分部 
練習及表演/比賽前特別訓
練(校隊)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專業導師，
以協助學校開辦並訓練
各項音樂團隊，資助所需
活動費用，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 培訓二至六年級同學樂
團知識及合奏技巧。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 學 生 按 時 出 席 訓 練

班;80%學生具備信心參與表

演或比賽。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9月 
至 

2023年7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專業導師開
辦並訓練各項音
樂團隊(校隊)： 
$158,500.00 

 

管樂團分部及比賽前特別
練習(校隊)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專業導師，
以協助學校開辦並訓練
各項音樂團隊，資助所需
活動費用，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 培訓二至六年級同學樂
團知識及合奏技巧。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按時出席訓練班; 

80%學生具備信心參與表演

或比賽。 

 

- 透過觀察及日常上課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22年9月 
至 

2023年7月 
 

(課後活動) 

聘用專業導師開
辦並訓練各項音
樂團隊(校隊)： 
$11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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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3. 寓遊戲於學習，透過普通話攤位
遊戲激發學生對普通話的興趣
和增進相關知識。 
 

普通話遊戲日 
- 透過遊戲學習普通話，提
升全校學生學習普通話
的興趣和成效。 

- 透過問卷，80%學生對普通話

攤位遊戲感興趣。 

 

- 透過觀察學生表現及問卷，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增

進學生的普通話知識。 

2023年6月 

 

(課時活動) 

購買禮物： 
$500.00 

 

4. 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及增加學
習英語的興趣。 

英語語言助教(ELTA) 
以購買服務方式聘用1名半
職英語語言助教(ELTA)，協
助本校英語教師提升語境
及教學效能。ELTA主要是為
四至六年級學生發展跨學
科閱讀能力(RAC)。 

- 透過問卷，80%教師認同計
劃有助提高學生的英語能
力及增加學習英語的興趣。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聘用1名半職英語
語言助教(ELTA)
薪酬︰ 
$25,000 x 8  
=$200,000.00 

 

5. 透過正規和非正規課程的配合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我必閃耀」獎勵計劃 
-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我必
閃耀」獎勵計劃，讓學生
建立同理心，培養全校學
生推己及人的精神，提升
關愛助人的精神，積極面
對生活上的挑戰。 

 

- 透過觀察學生表現，學生能
積極參與此獎勵計劃，享受
當中的學習過程，並能培養
同理心。 
 

- 透過教師問卷，80%教師認
同此獎勵計劃能提升學生
正面價值觀。 

2022年9月 
至 

2023年6月 

 
(課時活動) 

「我必閃耀」獎勵
計劃紀錄咭 
 

「我必閃耀」獎勵
計劃小獎証、獎狀、
襟章 
$38,000.00 

 

6. 透過舉辦陶藝創作學習班，安排
學生與陶藝家交流，學習欣賞當
代陶藝作品。在陶藝家的帶領
下，體驗陶泥的可塑性，並通過
陶藝創作抒發感情和發揮想像
力。 

「藝術家到校」計劃 
- 引入「藝術家到校」計劃，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專業導師，
為4至5年級學生於課後
進行陶藝創作學習活動，
以中國陶藝為主題（例如
茶具、人偶/神像），培養
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及其
藝術情景，欣賞中國文
化。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表示此活動能提高

他們尊重中國歷史及其藝

術情景，欣賞中國文化。 

2023年2月 
至 

2023年6月 
 
(課後活動) 

聘用陶藝家舉辦
陶藝創作學習班: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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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7. 透過編程活動，提升學生的運算
思維及協作能力;培養學生對編
程的興趣及擴闊學習視野。 

編程校隊訓練班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專業導師，
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於課
後舉辦編程校隊訓練班: 
編程校隊訓練班(A 組) 
編程校隊訓練班(B 組) 

 

購買編程教與學物資 

- 透過購買編程教與學物
資，培訓有潛質的學生參
加有關的培訓課程及比
賽。全年最少2次校外編
程比賽或活動。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認同課程能發展他

們的運算思維能力。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教師認同該活動能有效
推動學生對編程的興趣及
擴闊學習視野。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後活動) 

編程校隊訓練班：
$98,000.00 
- 編程校隊 A組 
$49,000.00 

- 編程校隊 B組 
$49,000.00 

 
購買編程教與學
物資：$98,000.00 
- 購買「EV3」

$49,000.00 

- 購買「SPIKE 
Essential」 
$49,000.00 

 

8. 透過舉辦STEAM活動，提升學生
科學探究精神，促進全人發展。 

P.1-P.6 STEAM 活動 
- 透過購買教學物資，協助
教師為一至六年級學生
舉辦STEM活動，藉此提升
學生科研探究能力，促進
全人發展。 

 
P.4-P.6 STEAM DAY 
- 透過以採購服務形式僱
用外間機構或聘用專業
導師，分別為四至六年級
學生舉辦STEAM DAY，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促
進學生全人發展。 

 
「航拍」活動 
- 透過以採購服務形式僱
用外間機構或聘用專業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學生認同該活動能提升

科學探究精神、解難能力和

創造力。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提

升學生科學探究精神。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時活動) 

舉辦各項STEAM活
動費用： 
$145,000.00 
 
- 購買教學資源

及消耗性科學

實驗用品費用： 

$30,000.00 

 
- 外購服務 
P4 STEAM DAY： 
$25,000.00 
 
P5 STEAM DAY：
$30,000.00 
 
P6 STEAM DAY：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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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導師，舉辦「航拍」活動，
提升學生解難能力和創
造力。 
 

 
- 航拍活動： 
$30,000.00 

9. 透過STEM教育的學習方針，讓學
生關心時事，培養並建立正面價
值觀，例如同理心。 

- 透過以採購服務形式僱
用外間機構或聘用專業
導師，為三至六年級學生
(上限30人)舉辦STEM工
作坊，以時事進行STEM趣
味手作，引導學生設身處
地思考受災災民的感受
和需要，培養學生的創意
及同理心。 
 

- 透過問卷及觀察學生表現，

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為

學生培養並建立正面價值

觀。 

2023年 
2月至6月 

 
(課後活動) 

聘用外間機構或
聘用專業導師舉
辦STEM工作坊： 
$3,000.00 

 

10. 透過舉辦「跨科學習週」活動，
讓學生透過不同學科認識主題
「童繫中國心」，並從各科組的
學習活動中，加深學生對中國的
文化、知識、歷史、地理等方面
的認識。 

「跨科學習週」活動 
- 透過購買平板電腦，讓全
校學生進行部份互動學
習活動，如英文互動遊戲
日、數學遊踪等。 
 

- 透過租借有關中國知識
文化的展板，讓學生觀
賞。 

 

- 透過教師問卷調查、聆聽學
生心聲及觀察學生匯報，80%
或以上教師認同活動有助學
生增進中華文化及對中國的
認識。 
 

2023年 
3月 
 

 (課時活動) 

舉辦「跨科學習
週」活動費用：
$62,455.00 
 
- 購買平板電腦15
部︰$4097 15 
=$61,455.00 

 
- 租借展板費用: 
$1,000.00 

 

11. 透過舉辦英語話劇班及帶領學
生參加話劇比賽或表演，讓學生
獲得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英語話劇班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聘用外籍英語老
師，舉辦英語話劇班。 
 

- 資助四至六年級有英語
說話潛質的學生參加英
語話劇班部份費用。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英語能

力及自信。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7月 
 

 (課後活動) 

開辦英語話劇班
費用：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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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2. 透過舉辦「中國歷史及文化綜藝
日」，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
化的認識。 

「中國歷史及文化綜藝日」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在學校舉辦「中
國歷史及文化綜藝日」,
透過互動劇場及學習包，
協助學生認識中國歷史
及文化。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

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

的認識。 

2023年 
6月下旬 

 
 (課時活動) 

聘用外間機構服
務，舉辦「中國歷
史 及 文 化 綜 藝
日」： 
$40,000.00 

 

 

13. 透過舉辦校運會，推廣有益身心
的體育項目，提升學生對運動的
認識及興趣，培養健康正面的價
值觀。 

校運會運動項目推廣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
間機構或聘用專業教練，
在校運會向全校學生推
廣體育活動，如地壺、划
艇、足球等。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教師認同此活動能提升

學生對運動的認識及興趣，

培養學生健康正面的價值

觀。 

2023年 
4月28日 

 
(課時活動) 

聘用專業教練，在

校運會進行推廣

體育活動： 

$20,000.00 

 

14. 於不同學習領域和課程範疇，購
買所需的物資，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和興趣、歸屬感及投入感。 
  

購買物資 
- 購買體育學習活動或訓
練所需的物資、器材及校
隊服，讓學生參加有關體
育活動和比賽，如九南學
界比賽、校運會。 

- 為樂團購買防疫透明易
拉架，讓學生參加有關音
樂活動和比賽，如香港青
年音樂匯演、聖誕聯歡會
表演及畢業典禮表演等。 

- 為藝術體操隊購買表演
服，讓學生參加有關活動
和比賽，如普及體操節、
聖誕聯歡會表演及畢業
典禮表演等。 

- 為「中國足毽推廣活動」
購買足毽。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教師認同購買所需的
物資，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和興趣、歸屬感及投入感。 

 

2022年10月 
至 

2023年6月 
 

(課時及 
課後活動) 

購買各項物資費
用：$141,750.00 

 

- 體操墊：

$45,000.00 

- 足毽： 

$8,000.00 

- 其他體育用品， 

例如：電子磅、

小膠籃、羽毛球

$25,000.00 
- 透明易拉架： 
$10,000.00 

- 體育校隊服：

$30,000.00 

- 藝術體操衣： 

$2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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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 梁惠梅副校長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5. 透過電影欣賞，培養學生的同理
心，珍惜家庭，共建和諧共融的
社會，提升學生感恩、知足及自
身的幸福感。 

電影欣賞 
電影包場，購買《一路瞳行》
電影戲票，讓六年級學生及
老師欣賞電影，並邀請導演
於電影播放完畢後分享。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

表現，80%教師認同此活動

能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提升

學生感恩、知足及自身的幸

福感。 

2022年11月 
至 

2023年12月 
 

(課時活動) 

購買票費用： 

$6,400.00 

 

來回車費： 
$3,000.00 
 

 

16. 創作主題歌曲向全校學生宣揚
本年度學習主題(同理心)。 

編曲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
機構為主題歌(同理心)編
曲。 
 
錄音製作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
機構為主題歌(同理心)製
作錄音，供合唱團學生訓練
及表演時使用。 
 

-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

表現，80%教師認同此活動

能培養全校學生的同理心

及正面價值觀。  

2022年11月 
至 

2023年5月 
 
 

僱用外間機構編
曲費用： 
$25,000.00 
 
僱用外間機構製
作 錄 音 費 用 ：
$20,000.00 

 

17. 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擴闊學生
視野。 
 
(最終地點及日數須視乎同根同
心推出的活動項目而定) 

境外交流活動 
透過為學生及教師支付團
費，讓學生及老師參與以下
境外活動: 
 
- 同根同心──上海學習
交流團(3-4天)  
(五、六年級) 

 
- 同根同心──深圳學習
交流團(1-2天)(2團)  
(四年級) 

 

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表

現，80%教師認同此活動能: 

 

- 認識當地的歷史、文化以及

了解當地的變遷 

 

- 認識歷史文化、生態及科技

發展 

 

2023年3月 
至 

2023年5月 
 
(課時活動) 

同根同心─上海交

流團 $40,000.00 

(32位學生:$32,000及 

5 位老師:$8,000) 

 
同根同心─深圳交
流團 $17,600.00 

(64位學生:$12,800及 

10 位老師 :$4,800) 

 

 
 

預計支出︰ 

$1,484,005.00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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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8.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撥款: 約 $40,950.00  (參考2021/2022) 

 
關注重點 /目的 策略/ 工作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時間表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檢討 

1. 資助經濟有需
要的學生(領取
綜援學生、符合
書簿津貼全額
或半額學生及
非以上類別，但
老師確信有經
濟困難之學生)
參與學校舉辦
的全方位學習
活動或其他需
學生付費的活
動。 

- 學生參與各項付費的活動
時，需先繳付學費。 

- 提供服務機構或公司必須
將正式收據發給家長。 

- 家長將正式收據交予學校，
學校將進行相關行政程序。 

- 相關資助支票由庫房發出，
並代學校派發。 

- 學校將相關報告加入周年
校務報告及上載。 

- 能運用津貼的70%資助經濟有
需要的學生(領取綜援學生參
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協助他們
全人發展。 

2022年9月 
至 

2023年8月 

預計資助81名學生: 
$500 x 81  
=$40,500.00 
(預計每位學生最高資助額

為$500.00) 

 

 

 預計支出：$ 40,500.00 總支出： 

*備註：不敷之數由學校 Other Educational Purpose (OEP) 支付 

 

 

負責老師 ： 鄒海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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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2022/2023年度 

額外支援及津貼計劃 (總表)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1 

學校發展津貼 

(林奕儀副校長) 

聘用 1名教學助理 聘請員工 $220,878.00  

聘用 1名會計文員 聘請員工 $227,430.00  

聘用 1名資訊科技資源主任 聘請員工 $321,174.00  

撥款: 約$800,017.00 (參考2022/2023) $769,482.00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2 

學生支援津貼 

(張紹欣主任) 

聘請 4名教學助理協助老師 聘請員工 $883,512.00  

外購支援服務（開辦 18 個多元學

習小組） 
服務 $105,160.00  

購置各項支援服務所需的書籍、教

材、桌遊或獎品。 

購買 

物資 
$30,000.00  

安排共融文化活動「親親孩子天」 服務 $30,000.00  

撥款：約$1,227,167.00 (2021/22盈餘 + 2022/23撥款) $1,048,672.00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3 

學生輔導服務 

津貼 

(林奕儀副校長) 

聘請兩名駐校社工 服務 $800,000.00  

購買輔導督導服務 服務 $90,000.00  

為學生、家長、教師開辦成長小組、

講座、工作坊 
服務 $60,000.00  

撥款：約$1,151,689.00 (2021/2022 盈餘 + 2022/23撥款) $9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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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4 

校本課後學習及

支援津貼 

(曾韻儀主任) 

網上課程 
(2022年11月至2023年4) 

服務 $40,000.00  

STEM體驗行(2023年4月) 

- 迪士尼學習之旅 
服務 $50,000.00  

撥款：約$103,800.00 (2021/2022 盈餘 + 2022/23撥款) $ 90,000.00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5 

姊妹學校津貼 

(朱靈鳳主任) 

購買有關電腦、拍攝器材和通訊平
台，供姊妹學校進行線上活動。 

購買 
物資 

$230,000.00  

參與交流團的學生及領隊老師的
交流團費用(包括交通、住宿、膳
食、入場費、交流活動及物資等費) 

交流團 
費用 

$150,000.00  

撥款：約$385,145.00 (2021/2022 盈餘 + 2022/23撥款) $380,000.00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6 
推廣閱讀津貼 

(招雅賢主任) 
 

增添學校圖書館館藏 
購買實體
圖書 

$15,000.00  

增加課室閱讀氛圍 
購買課室
雜誌 

$18,054.08  

網上閱讀計劃︰e悦讀學校計劃 
購買網上
閱讀計劃 

$22,600.00  

世界閱讀日/月︰「與作家有個約
會」(作家講座) 

安排講座
(付費) 

$6,000.00  

參觀圖書館 車費支出 $8,000.00  

學校圖書館增設雜誌閲讀角 
購置雜誌
架/籃 

$2,000.00  

 撥款：約$71,654.08 (2021/2022 盈餘 + 2022/23撥款) $71,654.08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7 

 

全方位學習津貼 

(梁惠梅副校長) 

多元化體育活動及技能訓練， 
(課後興趣班、校隊) 

購買服務 $203,600.00  

樂團培訓活動 
(校隊) 

購買服務 $271,700.00  

普通話遊戲日 購買禮物 $500.00  

英語語言助教(ELTA) 購買服務 $200,000.00  

「我必閃耀」獎勵計劃 
(校本輔導活動) 

購買獎証、
獎狀、襟章
及紀錄咭 

$38,000.00  

「藝術家到校」計劃 購買服務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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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校隊訓練班 
購買服務 

及 
物資用具 

$196,000.00  

舉辦 STEAM 活動 
購買服務 

及 
物資用具 

$145,000.00  

舉辦 STEM 及同理心工作坊 購買服務 $3,000.00  

「跨科學習週」活動 購買物資 $62,455.00  

英語話劇班 購買服務 $30,000.00  

「中國歷史及文化綜藝日」 購買服務 $40,000.00  

校運會運動項目推廣 購買服務 $20,000.00  

於不同學習領域購買所需的物資、
器材 

購買物資 $141,750.00  

透過電影欣賞，培養學生的同理心 
購買戲票
及訂車 

$9,400.00  

創作主題歌曲向全校學生宣揚本
年度學習主題(同理心) 

購買服務 $45,000.00  

境外交流活動 購買服務 $57,600.00  

 撥款：約$1,500,000.00 (2021/22 盈餘 + 2022/23撥款) $1,484,005.00  

 

津貼及撥款 工作性質 
聘請員工
/ 服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8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鄒海傑主任)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
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或其他需
學生付費的活動 

資助學生 $ 40,500.00  

 撥款：約 $40,950 (參考 2021/2022) $40,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