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年撥款: + 152560 = 438045 上學年結餘 (a): 121500

(第二期撥款) ©

本學年可用金額合共: (d) 559545

金額($)

-$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輸入的數額自動計算）

268,434.71$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輸入的數額自動計算）

34,670.0$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輸入的數額自動計算）

83,040.0$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輸入的數額自動計算）
75,595.9$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輸入的數額自動計算）

  (如適用請輸入)

461740.61

97804.39 (f) = (d) - (e)

22.33%

支援類別

(Pull Down Menu)
服務目的

(例如:*入班支援、教材製作、推行

融合活動、支援外購服務、收集學

生數據、聯絡家長、教師及專業同

工；提供文書行政支援等。)　

外購服務

機構名稱

(如適用)

服務對象

(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

其類別、教師、家長人數)

(Pull Down Menu)

表現指標

評估方法

(如適用)

(Pull Down Menu)

成效檢討

(如適用)

(Pull Down Menu)

*聘請合約教師 (全職) 0 名
不適用

 薪金: 

*聘請合約教師(兼職) 0 名  強積金供款: 

 總數:  $                             -   

*教學助理(全職) 1 名 不適用  薪金:  $             254,412.10 

*教學助理(兼職) 0 名  強積金供款:  $               14,022.61 

 總數:  $             268,434.71 

*輔導人員(全職) 0 名 不適用  薪金: 

*輔導人員(兼職) 0 名  強積金供款: 

 總數:  $                             -   

節數/次數： 12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800.00

每節時數： 2 小時 語障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20,000.00 

總時數: 24 小時

人數:6

                                                                                                                             學校名稱：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11.3.2021 修訂版

校本教職員評核

推行時間

(包括活動/上課總時數或每小時所需的平

均費用)

實際支出/

平均支出

不適用

2020/2021學年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第一期撥款) (b)

（請填寫：）（請填寫：）

 *官校以財政年度計算

支出細項如下：

項目

本學年年終累積津貼餘款:

(g) = (f) / [(b) +(c)] x 100%

3. 外購專業服務

4. *(非外購服務支出) 安排*校本學習/共融文化活動、校本教師培訓及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5. 購置學習資源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支出(e):

餘款佔本學度撥款的百分比(%):

填寫日期：       11-9-2021                               

1. 增聘全職教師0位和/或兼職教師0位

2 教材製作、推行融合活動、支援外

購服務、收集學生數據、聯絡家長

、教師及專業同工；提供文書行政

支援等。　

不適用 Monday -Friday 8.45 hours/day 70 校本教職員評核

3 （請填寫：） 不適用 （請填寫：） （請填寫：） 校本教職員評核 （請填寫：）

Speech Therapy

(在學校層面年終檢討表，
納入「教學助理」填寫 )

2. 增聘教學助理1位和/或兼職教學助理0位(包括輔導員)

3.外購專業服務 (詳列)

285485

（請填寫：） （請填寫：）1

項目名稱

聘請人員資料

(分開填寫職位及人數,並按需要增刪相關欄位) (注意*如增刪欄位相應計算的項目數字可能有所不同, 請按需要加以調整)

Speech Therapy Service

Tree of Heart Speech and Swallowing Therapy Centre

1 言語治療

外購服務

(請按需要增刪相關欄位，並更新總額的計算程式)  (注意*如增刪欄位相應計算的項目數字可能有所不同, 請按需要加以調整)



節數/次數： 1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4,266.67

每節時數： 1.5 小時 精神病患/有情緒問題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6,400.00 

總時數: 1.5 小時

人數:108

節數/次數： 1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4,266.67

每節時數： 1.5 小時 精神病患/有情緒問題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6,400.00 

總時數: 1.5 小時

人數:121

節數/次數： 1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935.00

每節時數： 2 小時 精神病患/有情緒問題學生 教師問卷 費用總數:  $                 1,870.00 

總時數: 2 小時

人數:10

節數/次數：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DIV/0!

每節時數： 小時 (Pull Down Menu) (Pull Down Menu) 費用總數:

總時數: 0 小時

人數:

節數/次數：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DIV/0!

每節時數： 小時 (Pull Down Menu) (Pull Down Menu) 費用總數:

總時數: 0 小時

人數:

節數/次數：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DIV/0!

每節時數： 小時 (Pull Down Menu) (Pull Down Menu) 費用總數:

總時數: 0 小時

人數:

節數/次數： 5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800.00

每節時數： 1 小時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4,000.00 

總時數: 5 小時 自閉症學生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人數:13

節數/次數： 15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733.33

每節時數： 1.5 小時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16,500.00 

總時數: 22.5 小時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自閉症學生

人數:23

節數/次數： 1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8,222.86

每節時數： 3.5 小時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教師問卷 費用總數:  $               28,780.00 

總時數: 3.5 小時 自閉症學生 學生問卷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164

節數/次數： 30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689.11

每節時數： 1.5 小時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31,010.00 

總時數: 45 小時 自閉症學生

精神病患/有情緒問題學生

人數:259

節數/次數： 24 次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類別： 平均每小時費用: $57.29

每節時數： 2 小時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學生問卷 費用總數:  $                 2,750.00 

總時數: 48 小時 精神病患/有情緒問題學生 家長問卷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36

16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eaching aids 

to teachers

不適用
全校學生

 $               75,595.90 

17

不適用

(Pull Down Menu)

總額 461,740.6$               

*請刪除不適用資料

註：如學校能提供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額外支援教師/教學助理的費用(薪金+強積金供款)的資料，請填寫。如沒有，請刪除。

St. James' Settlement

不適用

Equipping staff with appropriate skills 

in conducting life education

10

5

Stress Management Workshop for F.5 students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on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e

9

St. James' Settlement

8

13

Adventure-based Training Day Camp for F.1 students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 confid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不適用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6

Stress Management Workshop for F.6 students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on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e

12

Music Class: Ukulele, Cajon 

To provide enjoyable school life and 

improve self confidence

11

Radish Planting Activities

To cultivate sense of responsisbility 

and sharing of love and care through 

planting activities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非外購服務支出) 校內共融活動/小組資料

(請按需要增刪相關欄位，並更新總額的計算程式)  (注意*如增刪欄位相應計算的項目數字可能有所不同, 請按需要加以調整)

HKU Space Lecturer

7

Staff Training on Life Education

購置學習資源

(請按需要增刪相關欄位，並更新總額的計算程式)  (注意*如增刪欄位相應計算的項目數字可能有所不同, 請按需要加以調整)

Teaching Materials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15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Course

To provide basic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knowledge to students

不適用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14

Interest Classes: Desk lamp making, water colour drawing class, pastel nagomi art, mandala, etc

To provide enjoyable school life and 

improve self confidence

不適用8 

其他（例如︰外購融合

教育活動/透過外間機構

聘請輔導員提供支援服

務/未能分類）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