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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劉名稱

Schedule 1 P. 4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 150 ， 000 元的撥款申請〉

申請表格…第二部份(計劃書〉

計劃編號: 2014/0558 (修訂版)

修訂版

香港文fb1i在遊大使

基本資科

學校/m哇-;L但人名稱
保良局謝黃沛漓幼稚園暨幼兒園

受惠對象

(a) 界別:回幼稚園口小學口中學口特殊教育「諺剔獨

(b)學生: 11_5 _ (人數)*及幼兒班室高班 /3璽6歲幼兒(級別/年齡y

I 老師: 10 (人數)*

(均家長: 23Q_ (人數)申

I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 _0_(數目及類型)*

(。 其他(請列明):丕盪巨
、如適用，讀到現

註盟章

。) 計劉需要

(吋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

又倒如:透過講故事、唱歌和話劇，增加幼稚雷學童對閱攘的興趣。一)

推行「香港文1b旅遊大使」計剖，鼓勵與支援學生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從

小培養閱單的良好習慣，策略性地安排閱書書籍的種類，以「小樹苗一菲菲

遊香港系列」為引子，並邁過親于製作香港特色美食、參觀著名旅撞景點、

欣賞見童劇、分享及展示活動，加深家長及幼兒7解香港的歷史文他，擴闊

知識，建立對香港的歸屬國，更有助提升幼見聽、講、輯、寫的語文能力。

同步於家中推行有關閱讀圖書活動，鼓勵家長跟幼兒作親子共髓，建立家庭

閱說氣氛。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1蓋章部噩噩當空梅)

回提升學與教，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口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戚發展
口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口其他(請列明)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提及的需要。

1請舉j選適當空檔

回學校發展計劃:上學年已進行「如何提昇兒童的自信心 1 種本行動研究， r香
港女他雄盤大使 1 計劃有助加強幼兒的香港歷史女社知識，從不同的分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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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活動中，梧升個人的自信爪、，當樂於#人前間摺及i宣言覺。

口調查結果:

囝文獻研究綜述: (課程發展器會‘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6)提出幼兒期是語
吉學習的賣金時期，語會發展和思維發展關像會切，掌握好語文溝通能扣，

方能有數學習和思考﹒語文學習應該是自然和生活吭，通過真實情曉，學習

會胃里為有數﹒

口學生衰現評估:

回相關經驗:學校多年來均設有校外參觀活動，誼幼兒從互會情墳中學習相關
知識，例如:香港文仕博物館及香港歷史博物館響。此外，每年推行「圖書

樂趣多 l 計剖，每週借出一本圖書予學生回東與家長共誼，從中建立學生語
言能白。學生及家長對活動表現投入，持鱷借閱各式各樣中文書籍並依期歸

撞，數學特有是夠書量及宇E整書本予學牛不停地軍相借閱。

口其他(請列明)

I 請詳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

行的做法。
(倒把:話劇及音繁能有致刺激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並有勸他們的多元智能

發展。)
校內幼見有過半數為新移民家庭，大部分家長均為雙職家長，工作時間長，
假日亦較少安排親子活動，較常於慈雪山中心區內活動，對社區宮、鐵少;另
外，新移民婦女對香港文他如不同地區、節目慶祝習俗等均不熟悉，直接令
幼見缺乏對社會的認識。

因此校方除致力推行「圖書樂趣多」計割，有步擺地、常規，陸地安排幼兒閱
單語文書籍外，再增設「香港文化旅遊六使」計劃，邁過文他閱讀、實地參
觀及分享活動，從而提升家長與幼兒香港的歷史文他知識，建立歸屬國，並
加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作應對，提升閱讀興趣、溝通能力及演說的自信心，
並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戲，學習接受、欣賞、尊重香港的文忱。

個) 計劃可佇陸

(吋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ii) 方式/設計/活動

(劉如:計醬揉摺戲劇敦賣的黨略，並利用受歡遁的歌曲，以有趣和互動的芳
式喚起學生對醫蠻的興趣。一)
「香港文他旅遊大使」計劉會與「圖書樂趣多」計劉同步進行，將安排親子閱
讀不同的語文圖書，包括性教育、德育、情意等圖書，還會加入「小樹苗一菲

菲遊香港系列 J ·讓家長及幼見先從書本中認識更多香港特色美食及著名旅遊
景點，從而加深他們了解更多香港的歷史文化，擴闊知識。

「香港文11:肢遊大使」計盟
會興高、低、幼兒班幼兒進行不同的參觀活動，與家長及幼見一同參加校外的
親于香港特色美食製作班、親子參觀香港著名旅遊景點、博物館、中央圖書館

及欣賞見章劇等，讓本校的學生家庭能走入社區、學習善用社會資頭，並從中
加強自己對香港的文他認識;還過欣賞戲劇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觀察力、批
判力、創意思維。此外，也會邀請家長及幼見一同完成活動記錄冊及參觀報告，
並將其展示在校園資訊板、學校網頁及每季校訊中。再者，邀請幼見輪流擔當
「香港文4日在遊大使J' 請他們分享參觀時的所見所聞及參觀後層，藉以提升
幼兒的溝通能力及在人前演說的自信心。

以親子參觀及旅行活動作引子，帶家長及幼見走出社區，認識社會資源，並能
嘗試參考圖書中的景點、博物館等，於假日帶幼見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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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會安排家長義務擔任閱讀大便，到校與幼見分享。
但)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 10/2015(月份/年份)至 912016 (月份/年份)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

參與者
10/2015 推廣期

主任和教師於上學期家長會中向家 校長

長介紹活動目的及內容，並作家長義 主任
務閱續大使招募。 10名教師

當儲期
l名助理教師

在主任督導下，由教師設計趣味性課 115家長
程引發幼見閱讀不同小書、編定參觀

旅遊景點、設計活動記錄冊和參觀報

告工作紙的內容、搜集香港特色製作

班美食的資料。

助理教師按書籍的層次編寫幼見「圖

書樂趣多」借書及遺書輪序衰、整理

圖書、增購、補購缺失或損毀圖書，

最後製作學生每人一本「圖書樂趣
多」小冊子，並設計家長便條「家長
搪任閱讀大使通知 J 0 

10/2015-8/2016 推行期
每月借閱1本 .. -‘~- 校長

i 中文書。 主任
高班及低班幼見參觀香港文化博物

10名教師
館、科學館、香港歷史博物館、玩具

1名助理教師圖書館等

高、低、幼見班家長與幼見一同往香 115名幼兒

港著名旅遊景點旅行，活動後以相片 230名家長

作展覽及分享國受。
高班親子欣賞見童劇。
邀請家長及幼見一同完成活動記錯冊

及參觀報告，並將其展示在校園資訊
棍、學校網頁及每季校訊中。
邀請幼兒瀚流擔當「香港文佔旅遊大

使J' 請他們分享參觀時的所見所聞及
參觀後厲。

安排家長義務搪任閱續大便，定期到
校與學生共讀圖書。

112016 , 4/2016 持續性檢討 校長

設問卷收集家長對於幼兒參與「香港 主任

文4日在遊大使」計劉活動期間，有否 10名教師
提升幼見香港的歷史文化知巔，建立 1名助理教師
歸屬顱，提升閱讀興趣、溝通能力及

110名幼見110
演說的自信心目

名家長
整合家長及幼兒參加校外親于香港特

色美食製作班及親子參觀香港著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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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景點活動的參與率。

2/2016 中期槍討{幼兒) 校長

以訪談形式詢問幼兒對「香港文化旅 主任
遊大使」計劉內容的喜愛程度。 10名教師

中期槍討(教師)
1名助理教師

以訪談形式詢問教師對「香港文他旅 110名幼見
遊大使」計劃內容的意見。 110名家長

中期檢討{家長1

於各級家長日中以訪誤形式詢問家長

對「香港文1bñ&遊大使」計劉內容的

意見。

於校訊內再次向家長簡介活動目的及

內容，並作第二次家長義務擔任閱誼
大使招募。

7-9/2016 後期被討(幼的 校長

以問卷形式詢問幼見對「香港文化旅 主任
遊大使」計劉內容的喜愛程度。 10名教師

後期槍討(家長) 1名助理教師
以問卷形式詢問家長，收集家長對「香 110名幼見110
港文化妝遊大使」計劃的意見。 名家長

後期檢討{教師)

透過檢討會議，收集教師對「香港文

1b1i佳遊大使」計割的意見。

在下學期課程會中共同檢視計劃成
效，並作新學年活動延續基礎。

12/2015 在主任協助下由助理教師負責將家長 校長

3/2016 及幼兒一同完成的活動記錯冊及參觀 主任

6/2016 報告，展示在校園資訊板、學校網頁
10名教師

及刊登在第二、三、四期校訊中﹒
1名助理教師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b) (ii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入程度(時間、類別等):
校長畢全個計副統害者，暫鑫者計副推行情j見。主任、 10教師及1名助理教師

為計割參與者，包括於東長會上向家長簡介活動概況、招募家長義工;設計

趣味性課程引發幼兒閱讀不同圖書、編軍參觀雄遊景點、設計活動記錯冊和

參觀報告工作紙的內容、禮集香港特色製作班美食的資料及推佇活動。助理

教師貴實編寫閱書輪序表及活動記錯冊及參觀報告工作紙、每週替學生更換

及整理「國書樂趣事 l'書本、每軍統計學生閱讀量、訂購書譜、協助修補及

補購損壞及頭~/h書、以及轄項計劃佇iE2"主作。

(ii) 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 (iÆ屁聲1Ij-g!p-'梅

回領袖 囝協作者

囝開發者 囝服務受眾
口其他(請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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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撐。

申請撥款:港幣 $142.200 元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

理摟
項目 款額($)

iü) 員工 聘請半職教學助 $54,000 協助教師行政工

開支 理 (斜，500 X 12) 作，預備及整理學生

強積金俱款 紹，7∞
各項學習用品。

($4，5∞IX 5%x12) 
ii) 服務 親子參觀名勝活 $時，4∞ 舉辦參觀香港名勝

動 租車費及人場費 活動，與家長一同認

(全日活動) 識香港 (1天遊)

親子參觀香港中 駝，lOOx2 租車費 安排低、高班幼兒及
央圖書館 每次 2 小時 家長參觀中央圖書

館之玩具圖書詣，讓

家長認識社區設施

幼兒參觀活動 6 $1 ,400x6 安排低、高班幼兒及

次 6 次.每次 2小時 參觀香港文fb博物

館、科學館、香港歷

史博物館等，誰幼兒

認識香港文化設施

親子香港特色美 $11 ，9∞ 因校內廚房設備有

會製作班 ($1 ，400 租車費) 限，安排低班親于參
($ 150x70 活動費) 加香港特色美食製

大約 2小時 作班，讓幼兒認識香

港的飲食文他

親子欣賞兒童劇 $4,900 安排高班親子欣賞
(叭，400 租車費) 兒童劇，提昇幼見的

($5Ox70 人場費) 語文能力

大約 2 小時
iii) 設簡 圖書設備 $10,000 增購圖書權、書立、 l

CD機、聆聽光碟、!

手偶等。 I
iv) 一般開支 圖書一批 $12,700 增購圖書、補購損壞

及遺失小書。

購買簿冊、晒相 $10,000 每位增購活動記錄

印刷校刊等 (編制閣制3期，大 冊、製作閱讀記錄

約$3，000) 冊、晒活動相片及一

般文具等。
印刷校刊3期，於校

刊中介紹計副棋家

長知悉，分享幼兒活

動情況，並刊登參觀

厲受及記錄等。

審計費 $5,000 
申請撥款總額(的: $142,200 

海請聽§除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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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計割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1語單j選適當空總

回觀察:80%家長及幼兒均能投入參與香港特色餐會製作班及參觀活動。
回重點小組訪問: 90%教師對計割表示滿意; 90%幼兒表示喜愛「香港文

仕推童車夫{費 1 言十劃活動; 80%蒙長對計劃棄示滿意。

回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除7學校推行的參觀活動及製作香港特
~JJ、會外，竅暑仲願黨於課餘時間輿伯克一間輩輩杆相闊的活動。

口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

口其他(請列明)

(ii) 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1語學j還適當空格)

口學與教賣報
口教材套
口 DVD
口其他(請列明)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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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詮)

視聽器材

書籍及 圖書 約 200 $12 ,700 留校繼續使用

視像光碟 本

電腦硬件

電腦軟件

樂器

辦公室器材

辦公室家具 圖書設備(書架) 4 個 $10 ,000 留校繼續使用

體育器材

其他

詮: 供學校/團體/其他計單使用(請提偎在計劃結束後會接故
被調配的資產的部門/中心的詳情，以及預計有關資產在活動中

的使用價混)。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頓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目 報告額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目

計劃進度報告 30/4/2016 中期財政報告 30/4/2016 
ν1012015 - 31β泣。 16 1110且015 - 311312016 
計劃總結報告 31112/2016 財政總結報告 31/12/2016 

1110/2015 - 30/9且016 1110/2015 - 30/91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