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 SAS Programme Report TTC/Appendix IX 
二零一九/二零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SAS） 

課後活動津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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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25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03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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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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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宿營 
了解歷史建築價值與歷史評級關係。 
探討活化的意義。 
學會面對挑戰，承擔責任。 

大部分參加的同學都積極參加考察活
動。然而，由於參加的人數眾多，而
導師較少，環境又擠迫，學生未能聽
清楚講解。另外，雖然有點怨言，但
學生都願意配合老師的住宿和活動安
排，而且積極性頗高。 

老師觀察及同學活動中
的表現 

11月21至
22日 

6 18 17 $29,817.40 

Sai Yuen 
Farm 
Management 
Co. 

2. 南韓濟州地
理及文化考察 

透過愉快的學習經驗，讓學生更了解
地質及地貌的相關知識，同時感受當
地的文化特色。 

學生參與人數達滿限額；學生在考察
過程中投入及表示有趣，並有透過聆
聽導遊解說及教師講解，認真地完成
學習小冊子內與學習目標相關的內
容。 

老師觀察及同學活動
中的表現 

11月20至
24日 

3 4 2 $8,000 EGL Tour Co. 
Ltd 

3. 辯論比賽及

練習 

提高學生思維分析技巧。 

提高學生辯論和公開演說的技巧。 

擴闊學生的視野，透過比賽，與其他

學校的學生互相切磋。 

受疫情影響，部分訓練在網上進行；

約70%隊員參加訓練班；隊員的演辯能

力皆有提升；參加的中六隊員皆在通

識科取得4級或以上的成績；受到疫情

影響，本年度大部比賽都被取消或腰

斬 

80%隊員參加訓練班 全學年 1 1 2 $90 

新界聯校辯論

學會丶聯校中

文辯論學會丶

香港辯論超級

聯賽賽會等等 

4. 高中中文寫

作班 

針對各類文章體裁，提供範文賞析，

指導學生相關的寫作技巧。進行具體

的寫作訓練，結合評講，提升寫作能

力。 

學生能投入課堂活動 

根據導師報告指出，學生表現達標，

進一步掌握公開試的答題技巧。 

學生的思考方法和分析能力有所提升 

學生的寫作技巧有所提升 

共90人參與寫作工作坊

；學生的創作成果。 
全學年 1 6 5 $400 

灼華文字工藝

坊 

黃燕萍老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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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 方塊文化 

6. 領袖訓練計

劃 

發展學生會、學生議會、六社及學會

幹事的領袖才能，培養他們策劃、管

有關學生領袖的溝通技巧、團隊精神

及領導效能有所提昇。 
負責老師的觀察 

5/11 至 

6/11 
2 6 4 $10,000 社工、歷奇導

師及本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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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決策、溝通及工作責任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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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5 6 $8,400 姜展明教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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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0 培正專業書院&HKM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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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Shooting 
Workshop 

10. 新加坡交流

團 

浸淫英語環境 

提升英語能力 

學生願意主動以英語在當地學習和溝

通。 

學生認同活動可提升其學習英語的興

趣和自信。 

觀察、老師回饋、學生

回饋 

20/11 至 

24/11 
2 5 8 $11,000 HK Student 

Travel Ltd 

11. 台灣升學文

化考察 
實地了解台灣升學現況 

組成兩團參加，學生認真探討在台灣

的升學資訊，全部學生完成文化考察

功課。 

觀察 
20/11 至 

23/11 
6 16 11 $27,500 istudent Tour 

(HK) Ltd 

12. 日本廣島科

技文化考察 

觀摩日本科技產業 

認識廣鳥地理環境 

學生在考察時遵守規舉，留心聆聽導

遊講解日本歷史與科學發展成就；與

日本學生交流時專注、認真、有禮

貌。 

工作紙 

觀察學生 

20/11 至 

24/11 
1 7 9 $12,040 HK Student 

Travel Ltd 

活動總數：12    
＠學生人
次 

25 103 79 共：

$115,487.40  

    
**總學生 

人次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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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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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