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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英語提升計劃」之具體實施計劃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及辦法

所需資源

「英語提升計劃」整個計

學生認為 English
Learning Enhancement
Scheme 及 9th Period 之英

劃為期六年
第一年 (2006-2007)
的撥款 :
1. 配合校内已成立之
English Learning
Enhancement Scheme

預期成果及成功準則
1. 整體有 50%或以上的

語學習活動對幫助他們擴
大英語接觸的機會及建立
全年進行
於第九節課及課後時間

及 9th period 中的一系
列英語提升活動 , 幫助
學生擴大英語接觸的

由本校英文老師及
Education-Wise 設計及提

機會及建立對英語學

供教材

額外聘用外間的機構
Education-Wise 負責設計
及提供教材 , 預算為 :
$80,000

對英語學習的興趣為成功
準則
學生參與相關之英語
學習活動的出席率 (每次
課後活動有 100 人次為成
功)
2.

學生校内英文科成績
的提升 (合格率 )
3.

語課程的預備及發展

有關教材於 2007 年 2 月開
始製作
有關教材將按預計時段分
階段呈交
預計所有有關教材於 2008
年 7 月完成收集

--定期與承辦機構評估課

負責人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程的製作及内容的實用
性, 並作出切合的修訂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教師/學生(全校)問卷回

教務主任

應方式
--學生參與相關之英語學
習活動的出席率
--學生掌握英語溝通

(陳偉文老師 )

的能力

習的興趣
2. 配合新學制 3+3+4 之
(NSS English
Curriculum) 新高中英

評估方法

4.

學生校外英文科成績
的提升 (S.3 TSA 及

HKCEE 合格率 3% -- 5%
的增值)

--學生校内成績的提升
(測驗、期考)

及
English Learning
Enhancement Scheme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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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買語文教材，讓老師
更有效預備教學資料

4. 英語教師培訓課程

有關書籍及材料將於首年

所需款項預算為 $10,000

之撥款中完成購買

有關教材

教師回饋

融合於課堂之使用

一年一至兩次的英文科老

*(額外聘用外間的機構

師工作坊

Education-Wise 負責，於上
的$80,000 中已包括 )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教師
額外聘用外間的機構
Education-Wise 負責

問卷回應方式及
教師回饋

50%或以上的老師認為

承辦機構
Education-Wise

工作坊有其實用性
中一級英語課堂優化
計劃 (VITAL Project) 增

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老師
之預算為 $200,000

聘一名额外英文科老師及

於 2006-2007 年 9 月於中
一級開始推行英語課堂優
化計劃 (VITAL Project)，

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教學

老師以每週共同備課、觀

助理

課及針對學生英語學習上

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教學
助理之預算為 $100,000

5.

的某些困難課题作出探
究、分析及改善
英文科教學助理協助剪裁
及製作教材，令老師有更
大空間预備課堂及推行以
上計劃
英語課堂優化計劃於未來
兩學年分别推展至中二
(2007-2008)及中三级
(2008-2009)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學生掌握英語運用
學生校内中一級英文科成
績的提升 (合格率 ) 及掌

的能力

握英語學習困難上的改善

--學生校内成績的提升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測驗、期考)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及
中一級英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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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2007-2008)
的撥款 :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中一級及中二級英語課堂
優化計劃 (VITAL Project)

於 2007-2008 年 9 月於中

增聘兩名额外英文科老師

一級及中二級推行英語課
堂優化計劃 (VITAL

及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教

Project)，老師以共同備

學助理

課、觀課及針對學生英語

增聘兩名额外英文科老師
之預算為 $400,000

學生校内中一級及中二級
英文科成績的提升 (合格

--學生掌握英語運用
的能力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學生校内成績的提升

及

率) 及掌握英語學習困難
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教學
助理之預算為 $100,000

上的改善

(測驗、期考)

學習上的某些困難課题作

中一級及中二級英文科老師

出探究、分析及改善
英文科教學助理協助剪裁
及製作教材，令老師有更
大空間预備課堂及推行以
上計劃
第三年 (2008-2009)
的撥款 :
中一級至中三級英語課堂
優化計劃 (VITAL Project)

於 2007-2008 年 9 月於中
一級至中三級推行英語課
堂優化計劃 (VITAL

增聘三名额外英文科老師
之預算為 $600,000

--學生校内中一級至中三

--學生掌握英語運用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級英文科成績的提升 (合
格率) 及掌握英語學習困

的能力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難上的改善

--學生校内成績的提升

Project)，老師以共同備

(測驗、期考及 S3 TSA)

增聘兩名额外英文科老師

課、觀課及針對學生英語

--學生校外英文科成績的

及增聘一名额外英文科教
學助理

學習上的某些困難課题作
出探究、分析及改善

提升 (S.3 TSA 合格率 3%
-- 5% 的增值 )

及
中一級至中三級英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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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至第六年
(2009-20012)
的撥款 :
廷續英語課堂優化計劃
(VITAL Project)

如效果良好 , 將継續以英

維持聘請三名额外英文科

語課堂優化計劃之精神 ，
運用於新高中英語課程的
預備及發展

老師之預算每年為
$600,000

--學生校内中一級英文科
成績的提升 (合格率 ) 及

--學生掌握英語運用

英文科主任 (張富華老師 )、

的能力

英文科副科主任初中負責人
(朱詠恩老師 )

掌握英語學習困難上的改
善

--學生校内、
校外成績的提升

--學生校外英文科成績的
提升 (S.3 TSA 、HKCEE
合格率 3% -- 5% 的增值
或由 2012 開始的 HKDSC
有良好的表理

及

(測驗、期考及公開試 )
各級英文科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