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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總務組周年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為所有校園

使用者提供

優異的學習

環境。 

 資助小學大規模修葺／改建工程

申請: 

1. 更換禮堂及舞台整套冷氣機 

2. 禮堂重鋪所有木地板及牆身木吸

音板 

3. 一樓平台及相關樓梯更換防滑地

磚 

4. 重鋪籃球場地板及防漏塗層 

5. 更換所有課室地板 

6. 更換各層 04及 05課室及特別室

所有冷氣機 

7. 更換 8樓教員室所有冷氣機 

8. 8 樓加設工作間(包括照明、空氣

調節及內部裝修) 

9. 重漆校舍外牆 

10. 校舍內牆重漆及更換牆磚 

11. 全面更換廁所磁磚  

 在校本問卷

調 查 中 ，

70%或以上

受訪同事作

出正面的意

見。 

 校 舍 更 安

全，更合適

於教與學的

活動。 

 2020-2021 年度工程進行狀況(已

完成項目)： 

1. 電腦室更換所有鮮風機、冷氣機 

2. 電腦室更換地毯 

3. 圖書館更換地毯為膠地板 

4. 4樓籃球場加設圍網。 

5. 7樓天台花園加建出入口圍欄 

6. 八樓天台更換地磚及防漏塗層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97%受訪同事作出正面的意見，

認為校舍更安全，更合適於教與

學的活動。 

 2021-2022年度獲批項目如下： 

1. 更換禮堂及舞台整套冷氣機 

2. 一樓平台及相關樓梯防滑塗層 

3. 更換地下至一樓課室地板 

4. 更換 2層 04及 05課室及特別室

所有冷氣機 

5. 更換 8樓教員室所有冷氣機 

6. 8 樓加設工作間(包括照明，空氣

調節及內部裝修) 

7. 更換部份廁所磁磚 

 已申請 2022-2023 年度，項目

如下： 

1. 禮堂重鋪木地板及牆身木吸音

板 

2. 一樓平台及相關樓梯更換防滑

地磚 

3. 二至四樓課室更換地板 

4. 各層課室及特別室更換所有冷

氣機 

5. 校舍外牆重漆 

6. 校舍(地下至二樓)內牆重漆及更

換牆磚 

7. 廁所磁磚更換磁磚 

8. 八樓洗手間更換男、女座廁及

水箱 

9. 八樓教員室更換角窗 

10. 一至七樓樓梯窗(一號梯)更換每

層樓梯的玻璃窗 

11. 正門往一樓及地下的樓梯磁磚

及燈 (六號及八號梯)更換磁磚

及燈 

12. 樓梯牆身修補樓梯牆身 

13. 二樓輔導室加設冷氣機 

14. 更換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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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為所有校園

使用者提供

優異的學習

環境。 

 增購校舍設施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 添購涼風機/風扇 

2. 1/F校務處及 8/F教員室加置同步

顯示投影機 

3. 加強控蚊工作，購置蚊沙自行撒

放 

4. 地下加置花圃供學生栽種及觀賞 

5. 加強學校儲存文件及物件的管理

措施 

6. 設置 1/F 平台歷任牆及禮堂宗教

牆畫 

7. 地下英語室外語境氛圍設施 

8. 加置紅外線探熱機 

 在校本問卷

調 查 中 ，

70%或以上

被訪同事作

出正面的意

見。 

 校舍更合適

於教與學的

活動。 

 

 已完成工作項目: 

1. 添購涼風機/風扇 

2. 加強控蚊工作，購置蚊沙自行撒

放 

3. 加置紅外線探熱機 

4. 地下（及各樓層）加置花圃（及 

       掛盆花卉）供學生栽種及觀賞 

5. 地下英語室外語境氛圍設施 

6. 禮堂宗教牆畫 

 進行中工作項目: 

設置 1/F平台歷任牆 

 未能進行工作項目: 

1. 1/F校務處及 8/F教員室加置同步 

顯示投影機，未能找到合適的安 

裝方案 

2. 加強學校儲存文件及物件的管理 

措施部份完成，已重整部份校舍 

儲物空間。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97%受訪同事作出正面的意見，

認為校舍更安全，更合適於教與

學的活動。 

 

 

 

 

 

 計劃進行以下改善校舍工

作： 

1. 建立學校行政溝通電子工

具，取代未能進行的同步顯

示投影機，加強學校行政溝

通 

2. 購置手提電腦及平板電腦，

改善電腦室器材 

3. 繼續重整及加強管理校舍儲

物空間 

4. 試行重整課室設備，設合動

手造課程及電子教學 

5. 重整校舍壁報設備 

6. 以成長型思維為主題，設置

校舍各場地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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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為所有校園

使用者提供

優異的學習

環境。 

 申請社會服務義工改善學校環境 

已申請來年度項目： 

1. 重新種植植物及定期護理 

2. 教育牆畫 

3. 圖書整理 

4. 學校內牆及圍牆 

5. 地下草地及中式造景／1 樓至 4 樓花

槽／7樓花園／樓層的花盆 

6. 地下魚池 

 在校本問卷

調 查 中 ，

70%或以上

被訪同事作

出正面的意

見。 

 校舍更美觀

及合適於教

與學的活動 

相關項目工作進行中  是次計劃以重漆地板及牆身

為主，效果一般。 

 社署義工可以擔任的工作限

制漸多，且工具材料費也花

費不少，建議往後暫停申

請。 

 

 

 

財政報告（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 

 

(甲)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增設及更換家具及設備 $134,000.00 $221,192.00 ($87,192.00) 

                               合計 $134,000.00 $221,192.00 ($87,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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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保養費及修理費及其他小項支出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保養費及修理費 $130,000.00  $158,699.20 ($28,699.20) 

2.   其他小項支出 $16,000.00  $12,493.46 $3,506.54 

3.   運輸費及交通費 $500.00  $1,350.00 ($850.00) 

4.   耗用品 $2,500.00  $744.00 $1,756.00  

                               合計 $149,000.00 $173,286.66 ($24,286.66) 

 

(丙)學校經費-特定用途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校舍外牆裝置及大型橫額 $100,000.00 $95,162.00 $4,838.00 

2. 家校電子工具 $40,000.00 $37,500.00 $2,500.00 

3. 冷氣機維修及清潔費 $3,000.00 $300.00 $2,700.00 

4. 校本訓輔計劃 $0.00 $6,600.00 ($6,600.00) 

                               合計 $143,000.00 $139,562.00 $3,430.00 

 

 

成員名單 
統籌：王永和   

組員：黎慧茵、王未娜、黃偉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