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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二零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SBG）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 

學校名稱：崇真書院 

負責人姓名：胡文安老師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161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11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02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48 名) 

B.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例如: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例如:測試、問卷等) 

活動舉辦時期

/ 日期 

獲資助 
學生名額# 實際開支($) 

合辦機構/服務
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A B Ｃ 

1. 英語話劇進
深培訓計劃 

透過製作在電視早會中的英語劇集

和周會的戲劇表現，提升學生對運

用英語的信心和建他們對學習英語

的興趣。 

隊員在訓練過程中表現相當投入，

並主動參與創作劇本，順利完成4集
在電視早會中播放的英語劇集。 
隊員更有自信以英語對話。 

1. 80%隊員參加訓練班 
2. 英語對話能力有所提
升 

全學年 0 3 0 $1,680 MS. NICOLE 
GARBELLINI 

 
2. 高中閱讀能
力提升班 

提升同學中文閱讀能力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中文科成績

稍有提升。 
同學完成課程後，在閱

讀能力有提升。 全學年 0 4 0 $1,050 方塊文化 

3. 奧數班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奧數訓練。

為數學能力較好的同學提供校外比

賽之經驗，栽培數學尖子，發展學

生數學及邏輯智能。提升同學對數

學的興趣。 

疫情關係 ，3堂課節取消，另3堂以
網上教學取代 

老師及導師的觀察、賽

前測評、數學科會議檢

討及對外比賽成績。 
全學年 1 11 5 $4,800 培正專業書院&HKMO 

4. 足球訓練班 

透過正規的足球訓練，鍛鍊同學的

技術及體能，並學習團隊合作精

神。表現出色的同學更可代表學校

作賽，為校爭光。 

1. 個別同學的足球技術和意識有明
顯提升。 
2. 同學體能尚待改善。 
3. 校隊成績在分組賽有理想的發
揮。 

1. 體育老師及足球教練
的觀察。 
2. 球隊在學=校際比賽
之表現。 

全學年 1 3 1 $3.000 卓寶康教練 

5. 男子籃球訓
練班 

透過正規的籃球訓練，鍛鍊同學的

技術及體能，並學習團隊合作精

神。表現出色的同學更可代表學校

作賽，為校爭光。 

因應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的情況，

部份的比賽取消。而順利進行的比

賽，各項代表隊均能順利完成。根

據負責老師、學校同工及教練觀察

，大部份代表隊同學的出席達到滿

意，參加者均能投入訓練及比賽，

盡力爭取佳績 

1. 體育老師及足球教練
的觀察。 
2. 球隊在校際比賽之表
現。 

全學年 1 12 5 $41,400 姜展明教練 

6. 女子籃球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提升技術預

備公開比賽 
1. 出席率達70%。 
2. 疫情関係沒有參加比賽 

1. 隊員比賽表現 
2. 隊員出席表現 全學年 1 1 0 $480 籃球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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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及團隊精神均有增長 3. 學校運動會項目成績 

7. 乒乓球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提升技術預

備公開比賽 
學生認真訓練，技術進步，疫情關

係沒有比賽 

1. 隊員比賽表現 
2. 隊員出席表現 
3. 學校運動會項目成績 

全學年 0 4 2 $960 乒乓球總會 

8. 舞蹈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提升技術預

備公開比賽 

因應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的情況，

比賽取消。根據負責老師、學校同

工及教練觀察，同學的出席達到滿

意，參加者均能投入訓練 

1. 隊員比賽表現 
2. 隊員出席表現 
3. 學校運動會項目成績 

全學年 1 3 2 $1,600 謝子健教練 

9. 田徑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提升技術預

備公開比賽 

因應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的情況，

部份的練習須順延進行，於學年終

結前全部順利完成。根據負責老

師、學校同工及教練觀察，大部份

代表隊同學的出席表現均能達到滿

意，參加者均能投入訓練，部份更

獲選加入校隊代表學校比賽 

1. 隊員比賽表現 
2. 隊員出席表現 
3. 學校運動會項目成績 

全學年 1 11 4 $4,800 楊競雄教練 

10. 羽毛球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提升技術預

備公開比賽 
參加者能夠參與學會及代表隊活動

的籌劃及運作，讓活動順利進行 

1. 隊員比賽表現 
2. 隊員出席表現 
3. 學校運動會項目成績 

全學年 0 2 1 $480 羽毛球總會 

11. 中一及高級
樂器班 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 疫情關係，下學期課堂取消。 中一樂器滙演及老師的

評價 9月 至 5月 1 26 12 $33,000 
眾樂行+小熊
製作+格林美
音樂中心 

12. 中一藝術班 

 
培養對藝術的興趣及持之以恆的耐

性 
 

給予學生展示學習成果以提升自信 學生能成功展示所學 全學年 2 4 4 $2,400 Artish 

13. DIY 班 讓同學認識扭氣球藝術文化 
教授扭出不同形狀的氣球造型 

教授球條打氣及打結 
教授扭出-小動物,棒棒糖,電單車,崇
真人形公仔等等 

老師觀察及問卷調查 9月 至 5月 0 8 2 $260 MagicBoy 
Talent Centre 

14. 朋輩輔導計
劃 

加強同學領導才能 
協助初中同學適應學校生活 

參與的學生人數達至期望。根據老

師評估，不少參加者表示他們對活

動表示滿意，並增進團隊精神，達

至提高成功感及歸屬感。 

師生定期檢討會 
老師觀察 
學生反應 
學生問卷 

全年 2 10 10 $1,000 輔導組 

活動總數：14    ＠學生人次 11 102 48 共：$96,910  
    **總學生 人次 161   
備註: 

*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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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