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940.00$                                          （請輸入）

100,145.00$                                        （請輸入）

176,085.00$                                        （電腦自動計算）

163,800.00$                                        （*不用輸入, 電腦會根據下表的 總額 自動計算）

12,285.00$                                          （電腦自動計算）

-$                                                    （電腦自動計算）

支援類別

*(可選擇多於一項)

支援範疇

*(可選擇多於一項)

支援層面

*(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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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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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檢討

(如適用)

1 （請填寫：）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整體上，學生都願意參與小組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1. 在團體合作及溝通技巧方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2. 認識朋友方面：能夠互相認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14. 其他 (請補充) : 非華語學生(NCS) 3. 專注力及肌肉協調訓練方

          4. 轉銜適應

人數: 4
2 （請填寫：）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填寫：）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14.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3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4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5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官校以財政年度計算

項目名稱 實際支出/

平均支出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NCS-SEN Grant) 財政報告及成效檢討

II. 成效檢討

學校名稱：    香港仔工業學校            11.3.2021 修訂版

2021/2022學年

填寫日期：31.07.2022

支出細項如下：

上一個學年餘款（a）︰

本學年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的總額（b）︰

本學年可運用的津貼總額 （c） = （b）+ （a）：

本學年總支出 （d）：

本學年盈餘 （e） = （c）–（d）：

盈餘超出上限（本學年津貼總額）的款額 （f） = （e）-（b）：( *如顯示紅色銀碼代表盈餘超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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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助理 校本教職員評核

-老師觀察、學生訪問、問卷         1. 全職

         2. 兼職
不適用

 總數:  $  163,800.00

         3. 華語人士

         4. 非華語人士

為非華語學生(NCS)安排社交訓練小組，提

升學生的溝通、社交能力。建立人際溝通

網絡，融入校園生活。

*教學助理 校本教職員評核

         1. 全職

         2. 兼職

         3. 華語人士

         4. 非華語人士

不適用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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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寫：）

（請填寫：）

（請填寫：）



6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000.0$        

2 社交訓練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社交技巧及 2.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 2.  學生問卷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7-8
7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8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21：）(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13：）(Pull Down Menu below) （請選擇 1-7：）(Pull Down Menu below) 費用總數:

          1. 情緒           1.  學生層面

          2. 溝通           2.  教師層面

8. 其他 (請補充) :           3. 社交           3.  家長層面 22.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14. 其他 (請補充) : 8. 其他 (請補充) : 

          4. 轉銜適應

人數:

總額 164,800.0$     

（請填寫：）

遊戲樂做Friends小組

（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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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