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智樂、自閉症班級協作
課程(連續第二年與智樂
協作進行的項目)

針對校內社交溝通能力稍遜學童所需，透
過將遊戲元素融入課程，提升學童與人互
動結連及參與課堂活動的動機，並增強學
童與外界接觸的興趣。

1.  與信勇望愛誠組及智樂兒童
遊樂協會（下簡稱智樂）協
作，配合有系統的評估，發展
針對年幼自閉症學童的校本基
礎社交技能課程。
 
2.  與信勇望愛誠組和活動及體
適能組協作，聘請智樂為教職
員提供培訓，將能夠有效誘發
學生參與活動的技巧轉移至教
職員。
 
3.  與啟發潛能教育組協作，透
過校內遊戲日讓教職員體驗如
何為學生設計合適的遊戲活
動，從而提升學生參與活動的
動機。

1.  全年進行
2.  智樂自閉症
協作課程研
習：全年共5
次，暫定舉行
日期為2012年
9月28日、11
月16日、2013
年2月1日、4月
26日及6月7日
3.  2012年10月
12日

智樂自閉症協作課程
(聘請導師、購買物資
及運輸費
用)：$31,200
 
 
教職員工作坊費
用：$700 x 4 =
2,800

提升自閉症學童與別人互動結連的能力及溝
通主動性，為學生配備發展社交溝通技巧的
基礎條件。

1.1  70% 學生在有關學
習目標中有進步；
1.2  80% 教師在問卷中
表示課程長遠有助提升
自閉症學生與別人互動
結連的能力及溝通主動
性。
2.  80% 參與教職員在
問卷中表示工作坊有助
他們了解如何為學生設
計合適的遊戲活動。
3.  參與教職員在問卷
中表示認同活動的果
效。

1.1  直接觀察學生
的表現；
1.2  在學期完結時
向教師發放問卷收
集教師對課程的意
見。
2.  在全期工作坊
完結後向參與教職
員放問卷收集教師
對工作坊的意見。
3.  在活動完結後
向教職員進行抽樣
訪談，收集教職員
對活動果效的意
見。

方奕欣、
吳靜欣、
張文莉

 

2
「聯校匯演」
製作經理及藝術導師支
援服務

為培養全校學生對「美感」的認知及追
求，綜藝發展組匯集同學在課堂及課後所
學，透過形體和感官的表達、與眾演出者
溝通協作去抒發想像力，並以綜合藝術為
表達媒介，通過「聯校匯演」讓同學展現
藝術才華，並匯聚社群力量一起參與、發
展和分享，促進學生在綜會藝術能力方面
的發展。

1.配合學校發展主題，與參與聯
校匯演的學校訂定匯演主題及
初步內容構思，商議並訂定需
要支援的部分後，與藝術導師
及製作經理探討可行的技術製
作條件，落實匯演的實施方
案。
 
2.藝術導師按學生能力及主題，
配合及設計當中場景佈置、服
飾設計，建構富特色的舞台讓
學生更有效投入美藝活動，同
時激活老師的思考，促進教與
學過程。
 

2012年9月
至
2013年8月
 

聯校匯演：
道具製作導師費用
（＄400 X 30小時
=$12,000）
 
製作經理支援服務
$20,000

減輕教師在製作過程方面的工作量。
 
通過導師及製作經理的支援，在匯演籌備及
策劃上，老師與導師間的協助，「學與教」
得以成長。

 
﹣60﹪學生掌握聯校匯演
中藝術媒介技巧
 
﹣學生創作成品及參與度
 
-  匯演過程學生參與及
表現

 
﹣ 直接觀察學生的
表現
 
﹣ 檢討會總結及建
議；製作經理及藝
術導師的協作情況
 
-  活動完結後，以
抽樣形式訪問及收
集教師的意見，藝
術工作者/製作經
理有效支援教師，
並得的認同情況。

馬瑞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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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展校內心靈教育

靈性是生命教育中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學校現正全力推動生命教育，宣揚
「珍愛生命 互相尊重」的精神，藉倫理、
健康、心靈、生與死等多角度去認識生
命，並融合個人成長、價值教育、群體動
力、運動推廣、綜合藝術等學習內容去尋
索生命的價值。而心靈教育是當中關鍵及
重要的一環，但同事至今未能全面掌握，
以配合生命教育的推行，故有需要先安排
心靈教育的先鋒，參與一系列的培訓活
動，強化對心靈教育的認識；同時帶領整
校同事藉發展日去親身經歷，感受身體、
精神與心靈的互動；培育心靈素質及探索
如何在生活與工作上實踐，期望最終能釐
定心靈教育在學校的定位，並策劃配合生
命教育的發展方向，讓這份祝福能帶到學
生及家長的生命中。
 

3.1 選派4位不同界別的心靈教
育先鋒，2位是推動生命教育的
教師，分別是啟發潛能教育的
組長及倫輔組組長；其中1位是
推動家長及社區教育的社工；
另1位是宿舍家長，亦是啟發潛
能教育組的組員，他們會參與
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舉
辦的「心靈教育-學與教的終極
關懷」計劃，藉一系列的培訓
活動，包括「心靈教育導師培
育-生命的照拂基礎課」、退修
日、「心靈對談」等，除在認
知層面接觸心靈教育外，更藉
此操練心靈，並作推行的實踐
交流，為帶動學校的生命教育
作好充分的準備。
 
3.2 全校薰陶，建設一個重視心
靈及生命價值的校園文化。由
教職員開始，藉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研究所舉辦的教職發展日
及校內舉辦與生命教育相關的
活動，陶造更多在身、心、
情、理、靈各方面均衡發展的
團隊，藉著身教與言教，以生
命影響生命，造就更多有自信
和方向感、用心、有情懂得愛
的孩子。

2012年10月
至

2013年6月

支付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研究所舉辦的「心
靈教育-學與教的終極
關懷」計劃的課程及
教職發展日的參與費
用，共＄60,000

除凝造整校重視心靈與生命質素的氛圍外，
亦培育幾位心靈教育的先鋒，在認知層面、
策略層面加強掌握，以繼續探索、構思、製
訂心靈及生命教育在學校不同層面的發展，
以惠及學生及家長。

- 80%心靈教育先鋒認
同心靈教育課程及活
動，對理解心靈教育及
為學校製訂生命教育未
來的發展政策、內容及
策略有幫助。
 
- 80﹪同事認同心靈教
育教職發展日對他們對
心靈教育的理解，及建
設對生命的正向價值有
幫助。
 
- 學期結束前能為學校
訂定未來生命教育的發
展路向。

心靈教育先鋒以訪
談形式理解他們對
參與計劃的意見；
整校同事會透過問
卷收集感受；6月
份討論來年周年計
劃時，心靈教育先
鋒能為推行的生命
教育製訂合適的方
向。

葉懿寶

4 資訊科技項目發展 提供教學資訊製作、支援學校知識管理工
作

建立行政管理資料庫，範圍包
括財務、人事、教學及資產四
大項目。

2012年9月
至

2013年8月

聘任一位項目發展助
理，負責編寫程式，
配合數據資料輸入。
薪酬支出：$15,805 x
12 x 1.05 = 199,143

運用系統保存資料，翻查紀錄更便捷。 50%學校行政管理資料
存放在資料庫

透過中期檢討及員
工職效評核，檢視
進度。

張志明

截至2011/12學校發展津貼盈餘： 405,993.56

在2012/13學校發展津貼撥款： 374,628.00 總支出： 325,143.00

總可用款項： 780,621.56

預計2012/13學年年終結存： 455,478.56

Appendix I

明愛樂進學校
2012/13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

編號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所需資源 預期成果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