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endix XXV

St. Pau 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lan on Use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in 2015/16 School Year

Means by which teachers have been consulted: çonsultation with all teachers
No. of operating classes: 36

Grant: $769，342 ($614 x 1，253 pupils)
Expenditure: $987，183 牢

TaskArea Major Area(s) Implementation Benefits Anticipate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erson-in-
ofConcern Plan Schedule Indicators Mechanism charge

Curriculum To promote the To employ one To release teachers' From September Ÿ More Ÿ Performance Mr. Seet Wah
Development use ofIT in full-time 1τ workload allowing 20150nwards frequent and appraisal on Cheong

teaching technician to them more space to for 1 year effective use the IT
administer the explore the use ofIT oflT in technician
school's IT hardware in teaching teaching and Ÿ Frequency and
and so技ware le位τ1�ng effectiveness

ofusing IT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urriculum To assist To employ one Teachers are relieved From September Ÿ Quality and Ÿ Performance 恥1r.Koay Seng Yee
Development teachers in full-time ofsome oftheir 2015 onwards quantity of appraisalofthe Christopher

leadership Experiential workload in for 1 year student Experiential
programmes ， Leaming organizing and enrichment Leaming
student Coordinator to help implementing student programmes Coordinator
enrichment with student enrichment etc Ÿ Feedback of
programmes ， enrichment programm 酌，etc so Ÿ Students teachers
extracurri cular programmes ， that 吐ley can glven more concemed
在ctivities and leadership concentrate on attentlOn m Ÿ Students'
other teaching programmes ，ECA teaching & leaming ， outdoor feedback on
related tasks activities and curriculum and more activities and the supervision

accαnpanymg contact time with study tours ， of outdoor
students in outdoor students etc actívítíes
activities and study
tours etc

* Deficit will be bome by other resources such as EDB subsidy and DSS school fee.



Appendix XXV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運用 20的/16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蔣會議

開辦班級數目: 30

津貼數額: $846，144 ($1，017 x 832學生)
所需資源:$1，0抖，383 *

項目 關注軍點 策略/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成功準則 吉利古方法 負責人

提晶學生 提高學生英語語文 多聘請兩位 C-NETS 協助 加強學生說英語 由2015年9月 學生能主動以英 以會話及紙 李健欣老師

的語文能 水準，使他們習慣 本校老自帶上英文課 的{言{.l、 起，為期一年 荳口五口宇E約生告À s<二人之唔民火社 筆測試學生 吳婉慧老師

力 與外國人溝通 學習英語的 余慧航老師

協助一至六年級會話課 加強學生說英語 學生在聆聽和 能力

活動;於小三及小四透過小 的{言{.l、 說英語方面都

教學，協助能力較弱的同學 有進步 以問卷及訪

提升會話能力 談方式評估

學生對英語

午膳時間組織英語活動如 學生學習連用各 學生積極參與 活動的參與

英語廣播台、遊藝會等，讓 種傳媒器材 英語活動 程度及參與
學生們有更多機會練習英 J臼品且 CZtSH二ξ昆F主E 主自芳芳:g;之F三至口五口 意見
語說話能力 的環境

協助策畫削、五英語提升課程
，引進西方文化及透過活動
提升解難技巧 讓其語言資(鑫學生發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表現

展潛能

本以上的款項扣除了學校發展津貼後，餘額將由教育局資助及誼資學費支付



Appendix XXV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品學
運用 2015/的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項阻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頭期好處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2 課程發展 減輕教師工作量， 聘請一位文員協助教 減輕教師非教學 由2015年9月 教師更專注教學工 評估該員工 戚嘉敏女士
使他們能專往發展 師處理日常校務工作 的工作 起，為期一年 作，教學的質黨和成 的工作表現，

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效得至2提昇 並紀錄於評

製作通告 教師能有較多時 暈表內

問專注教學工作， 行政方面更容條理

下課後跟進課外活動 提昇教學的質素和

的秩序 成效

給予學生在一

下課後當值 更有系統地處理 個安全的環境

學生的紀錄和文 學習

安排參觀及有關事宜 f牛

處理學生購買書簿事

宜

處理:&紀錄學生因病

或急事離校的理由和

時間

2



Appendix XXV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運用 20凹的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訐劃書

頂目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3 課程發展 鼓勵教師運用資訊 多聘一名資訊科技技術員 減輕教師預備資 由2015年9月 製{乍優質貪訊 資訊科技員 鄭鴻鈞老師

科技教學 訊科技的工作蠹 起，為期一年 科技資源教材 的工作表現 李家韻老師

協助教師預備及設計 並紀錄於評

資訊科技教材 推廣運用資訊科技 教與舉方面更 量表內

(吏教與學更有效率 廣泛運用資訊

協助管理職員及學生 科技 資訊科技教

的考勤系統 材的製作

資訊科技室有

管理資訊科技章所有 條理地運作

硬件和軟件

協助管理電子圖書館

協助管理學生在資訊

科技棄上課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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