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2010-2011）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1 

 

開平、陽江世界文

化遺產及生態文化

考察 

 

陳錦霞老師 

洪德銘老師 

王楚舜老師 

 

新高中及預科班選修中國歷史的同學，透過

是次考察，對海上絲綢之路及與之相關的文化交

流，以及華僑在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有更深認識。 

旅遊科的同學能夠見識到世界文化遺產的保

育與復修工作的過程及要求，以及政府在發展旅

遊業所擔當的角色。 

地理科的同學對於海岸地貌、可再生能源、

河流作用、濕地的生態、鄉城遷移有更深入的了

解。  

同學親炙有關的世界文化遺產及地貌，提升

了學生的興趣及對各課題的認識。從各科組的匯

報中豐富充實，能足以反映是次考察的學習成果。 

 

 

2 

 

「商校合作計劃」

-- 北上參觀深圳

港商投資項目 

 

謝淑華老師 

 

本年度未能推行計劃，原因如下 :  

因有關單位提供的日期未能與學校全方位活

動日配合。而選擇其他日期，學生課堂及人手較

難調動，故未能完成此計劃。期望下學年可順利

推行。 

 

 

3 

 

中五級說話訓練計

劃 

 

李貴芬老師 

 

 

中五級口語訓練全期 6 次，集中於兩次考試

前，1-5 次同學出席率約 90%，最後一次出席咯差。

問卷調查同學表示超過九成同學同意訓練加強個

人說話層次、討論層次及學到更多思考方法，另

百份百同學認同訓練能加強實戰信心。訓練課程

成功。導師有經驗，筆記及教學質素較有保證。

由於老師訓練時間實在不足，故必須借助校外導

師的訓練。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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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數學興趣班 

 

陳慧儀老師 

黃競超老師 

 

 

 

 

 中二數學興趣班全期 20 次，於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5 月進行，同學出席率超過 95%。 

  課程中期檢討時，參加同學向校內老師反映課

題欠趣味，校內老師即時向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方面反映，而協會亦改了課程內容。另外，發現導

師整體表現欠佳，不時有遲到情況出現。經科主任

向有關單位反映後，情況有所改善。 

  與趣班的部份同學透過班內練習後，參加了由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舉辦的「Super 廿四邀請

賽」。比賽中更擊敗英華書院，取得優異的成績。 

 課程完結後，校內負責老師與參加的同學會面

以收集對課程的意見。同學表示課程內容有改進的

空間，協會提供的所謂「有趣」的課題未能增加同

學對數學的興趣。建議導師教授高中課程內一些有

趣的課題，如概率、排列與組合、微積分等，可能

果效更佳。 

 建議如再辦類似課程，要先與有關機構討論

課程內容，提出我校學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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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導師及行政

助理 

 

黃煒強老師 

袁質子老師 

 

違規生經訓育導師協助，分析犯錯的原因，從

而改善自身品格。訓育導師需督促及指導違規生遵

守訓育期間規則，完成預定功課或習作。加強學習

效率，訓育導師亦因應學生的學習程度，給予相關

補充作業。 

經訓育導師的協助，課堂學習氣氛不受影響，

違規生亦應盡快反思，穩定情緒，立即返回課室上

課。訓育導師亦須邀約其家長，共商改善學生操行

問題。訓育導師在協助處理學生問題上擔當重要角

色，並須表現優良，發揮專業能力，帶領、督導學

生，成效顯著，許導師工作態度認真，對本組有實

際幫助。 

此外，本組行政輔助方面，建議下學年仍續聘

行政助理乙名，協作統計工作、跟進課後教導學生

名單及處理部分設定之文書工作等。郭先生工作態

度良好，交託的工作亦能妥善完成。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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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精英培訓計

劃—中樂班 

 

廖月明老師 

 

  

 本學年第一期共有 20 位學生學習中國樂器，學

習樂器有笛子、柳琴、二胡、揚琴、琵琶和古箏，

學生們均能透過學習，提高藝術表演質素、建立自

信。但由於部份學生因欠缺恆心或功課繁忙，而中

途逐一退出，令中樂組在第二期剩下 8 位成員，至

第三期只剩下 6 位成員，學費收入不足以支付導師

費，最終不但縮短上課時間和減少導師，更與組員

和導師開會討論應變方法。最後決定明年轉辦中國

鼓樂組，讓同學嘗試學習新的中國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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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創藝精英培訓

計劃─音樂創作班 

 

廖月明老師 

 

 本學年共有 12 位學生參加音樂創作班，學員

由專業導師教授後，能利用簡易的人聲及敲擊技

巧創造音樂，開放想像力及發揮表現力。他們更

能認識不同的音樂風格，運用電腦軟件進行音樂

創作。作品配合動作於 11 月及 1月參加學校音樂

創藝展。外聘導師與本校合作多年教學投入，與

老師和同學均很有默契。建議繼續聘請該導師教

授。 

 為方便財政預算及會計安排，由本學年開始，

計劃預算將包括暑期開支，而本學年的支出將包

括上學年的暑假及本學年的暑期。因此較學期初

的預算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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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精英培訓計劃

─戲劇及舞蹈班 

 

廖月明老師 

 

本學年共有 16 位學生參加戲劇及舞蹈班，學

員由專業導師教授後，能創作富主題的音樂劇，

以不同形體和舞蹈演繹，又學習了一些舞台演出

技巧，如道具設計和化妝等。音樂劇作品配合原

創音樂於 11 月及 1 月參加學校音樂創藝展 。外

聘導師與老師和同學均很有默契。建議繼續聘請

該導師教授。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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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小組 

 

盧冠昌老師 

 

 

 

 為了讓學生有目標地提升足球技術，聘請了足球

教練訓練學生，提供平均每星期一次的練習給他

們參與。大部分學生的出席訓練的出席率達到百

分之八十或以上，參與的情況令人滿意。 

 今年度足球乙組學生人數共有 6人，甲組學生有

26 人。今年度本人只安排了甲組學生參與學界比

賽。並由於帶隊老師的工作和時間分配所限，未

能大規模公開招募乙組和丙組的的學生參與。因

此，只能帶領一隊甲組學生參加學界足球比賽。

不過，足球隊也招攬了個別有興趣參與足球活動

的學生。 

 教練的適當指導和參與學界比賽的經驗讓學生的

足球技巧有所提升。直到今年度，甲組學生的個

人球技和隊員的合作性有顯著提升。雖然球隊在

今年度的學界比賽未能進級，但比賽表現和成績

比去年度有顯著進步。 

 今年度同樣安排足球隊參加了由香港健森體育發

展有限公司主辦的觀塘區健康人生五人足球賽。

乙組足球隊在該比賽中奪得冠軍。 

 透過足球訓練，學生對師長的服從性、守紀律的

態度和精神得以提升。 

 足球教練更提供其他足球的訓練活動讓部分學生

參與，加強他們的足球訓練。 

 由於學校缺乏足球場及不容許在有學生在球場活

動時段在校內踢足球，本人及學生須定期租用公

共足球場和草地足球場，並在校外練習，在安排

上常遇到不少困難。 

 教練經常提供大型足球場和與友校進行比賽的機

會，加強學生比賽的經驗。 

 今年足球練習經常安排在鄰近本校的足球場，減

少了乘坐計程車的開支，交通開支得以減少。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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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E 工程 

 

謝淑華老師 

 

   

本年度除安排一次全級活動外，小組活動改為

個別班級活動，效果較佳。而本年度同學報名參加

歷奇訓練營及工作實習亦非常踴躍，超過名額。工

作實習方面， 12 位同學參加，有 5 名獲顧主評為表

現優異，同學反映透過此次活動對自己及工作世界

認識多了。 

  活動能提供與工作相關的經驗, 學生認識工作的

價值觀及概念和重要的工作習慣。 

 

 

11 

 

中六生領袖   

訓練營 

(愛丁堡公爵訓

練營) 

 

歐敏莊老師 

 

 

除一位同學因身體問題缺席外，共 59 位中六及

一位中五(風紀隊長)同學參加。營後問卷收回率

100%，其中整體滿意程度評分達 7.2 (最高分為 9

分)。超過 90%同學認同應推介本活動給同學，但因

學制改動，來年活動須改變形式及對象。感想部分

亦多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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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hop 舞蹈組 

 

盧麗萍老師 

黃燕珊老師 

 

 

本年度 Hip Hop 組參與多次校內及校外表演及

比賽，包括校內家長日、「青松藝力展繽紛」、「試後

活動歌唱比賽」及「青松安老院」。本年一月份 Hip Hop

組參加第 47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群舞)比賽獲甲等

獎。所有組員均獲得很大成功感，自信心亦增加不

少。高級組將於 7 月份參加由青年協會舉辦的香港起

舞_全港中學生舞蹈賽 2011，希望學生再次取得佳績。 
由於 Hip Hop 舞蹈組將會參加下學年的校際比

賽，為達比賽的要求，同學需增加訓練，慕求精益求

精。故此建議增加訓練節數至 40節。另外，由於導

師費將由每節$750 增加至每節$850，下學年導師費將

增加至$34,000(40 節 x$850)。 

 

 
 
 
 
 



計劃及統籌教師 評估 (成效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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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形象  

小組 

 

盧麗萍老師 

 

 

 透過活動前後的問卷評估及導師的觀察，所有參

加者的表現均十分投入及積極，同學於自我認識、

接納、形象和自尊感方面均有提升。有個別組員因

家庭問題或行為問題而經常缺席，其餘大部分組員

出席率滿意。建議下學年度繼續申請經費$5,000 舉

辦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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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美容業 

 

謝淑華老師 

 

 

學生能對有關知識和技巧有初步認識外，並能

了解從事美容行業的苦與樂。本學年此小組為額外

活動，同學報名積極，把五次活動濃縮為三次活動， 

同學表現積極及認真，對同學認識美容及化妝行業

有一定幫助，但由於在時間安排上較為困難，故有

時未能遷就所有同學，而同學亦表達欲安排參觀活

動，故建議可於課程開始時即安排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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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導引課

程–    

創新產品設計 

 

戴鳳萍老師 

 

 

本學年，本校中四級共有 23 人參與「應用學習」

-- 創新產品設計導引課程，以校本設計課程為基

礎。截至 2011 年 6 月，約 18 位參與是項課程的同學

能達致 90%出席率，惟一位同學負笈海外升學，另一

名同學已退學。  

參加者除接受正規課堂教學外，還先後參觀了兩

所專上設計學院、一個由本土品牌設計師主導的座談

會及工作坊、三個別出心裁的展覽會。當中讓同學認

識歷史偉人的發明、當代藝術家之創作及有助提升同

學環保意識的升級再造實驗展等，均能啟發同學的創

意思維空間。此外，同學還參觀了大型購物商場、並

透過觀察及資料搜集，讓同學了解本地的產品設計趨

勢及潮流，增進了分析及批判思巧等能力。 

本科原意與香港專教育學院合辦，由本校老師

及外聘該院校導師授課，惟由於人手編配及成本高

昂關係，該校未能安排導師前來授課，致使原申請

之撥款未能如期運用，現建議來年可物色其他與本

科教學範疇類同的合適導師授課。 

 



財務報告：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1 
開平、陽江世界文化遺產及 

生態文化考察 
72,000.00 59,850.00 

2 
「商校合作計劃」--           

北上參觀深圳港商投資項目 
21,250.00 --- 

3 中五級說話訓練計劃 36,000.00 36,000.00 

4 中二數學興趣班 10,000.00 --- 

5 訓育導師及行政助理 254,520.00 253,295.00 

6 音樂精英培訓計劃：中樂班 24,000.00 24,320.00 

7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音樂創作班 15,000.00 26,250.00 

8 音樂創藝精英培訓計劃: 戲劇及舞蹈班 33,750.00 34,750.00 

9 足球小組 20,000.00 15,049.50 

10 Y-WE 工程  35,000.00 36,400.00 

11 中六生領袖訓練營（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11,820.00 14,103.00 

12 Hip-hop 舞蹈組 30,000.00 30,000.00 

13 提升自我形象小組 5,000.00 5,000.00 

14 探索美容業 4,000.00 3,200.00 

15 應用學習課程 – 創新產品設計 20,000.00 1,544.50 

 總額  : 592,340.00 539,76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