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周年評估(其他語言)(2013-14)
課程名稱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高中聯合課程-日語及法語課程

目標

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和能力，選讀日語或法語課程作為他們的選修科
目

目標學生

(1) 日語課程: 不超過 45 位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各級不超過約 15 位學生
(2) 法語課程: 不超過 30 位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各級不超過約 10 位學生

遴選機制

人生規劃組透過以下準則遴選學生:
(1) 中三學業成績
(2) 中三中文及英文成績
(3) 中三考勤記錄
(4) 班主任評語

修業期及上

(1) 中四至中六期間共上 2700 小時，共 90 節

課地點

(2) 每星期一節課，每課三小時(星期六下午)
(3) 上課地點為屯門區中學校舍

成效評估

(1) 一位中六同學於 2014 劍橋國際考試日語考試獲取F成績
(2) 兩位中五同學報考 2015 劍橋國際考試日語考試
(3) 所有中五同學退修法語課程
(4) 約一半中四同學繼續修讀日語課程

支出

日文: HK$57,800 (共 17 人); 法文: HK$20,400 (共 6 人) (向屯門區中學校長
會支付課程費用)
合共: HK$78,200 (從 DLG 撥款中扣除)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藝術發展課程)(2013-2014)
課程名稱 音樂劇
目標

1.

認識音樂劇藝術

2.

提升對音樂劇的興趣

學習成果 1.
2.

學生能夠表演音樂劇選段
學生撰寫反思報告反映所學

目標學生 全體中四學生
遴選機制 -修業期及 1.

四個月共上 12 節課

上課地點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節一小時

3.
成效評估 1.

上課地點：音樂室及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能夠表演音樂劇選段

2.

學生能夠根據課程作出反思，沉澱所學

3.

學生加深對音樂劇藝術的認識

4.

學生提升對音樂劇的興趣

5.

學生認為課程令他們獲益良多，包括與人相處、眼界、學習態度、歸屬感、
個人經歷等方面都有正面影響

6.
支出

檢視學生的反思報告後，建議明年繼續舉辦相關課程

HK$38,500(外聘導師服務)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藝術發展課程)(2013-2014)
課程名稱 舞蹈
目標

1.

認識舞蹈藝術

2.

提升對舞蹈的興趣

學習成果 學生能夠表演舞蹈選段
目標學生 全體中六學生(重讀班除外)
遴選機制 -修業期及 1.

兩個月共上 6 節課

上課地點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節一小時

3.
成效評估 1.

上課地點：音樂室及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能夠表演舞蹈選段

2.

學生加深對舞蹈藝術的認識

3.

學生提升對舞蹈的興趣

4.

學生認為課程令他們獲益良多，包括與人相處、眼界、學習態度、歸屬感、
個人經歷等方面都有正面影響

5.
支出

檢視學生的意見後，建議明年繼續舉辦相關課程

HK$21,235(外聘導師服務)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評估報告(應用學習)(2013-14)
課程名稱

應用學習課程(模式二)

目標

1.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和能力，選讀應用學習課程作為他們的選修科目
2.為學生提供機會，去探究個人終身學習的取向及職業抱負

目標學生

不超過 60 位中五及中六學生，中五及中六各不超過約 30 位學生

遴選機制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透過以下準則遴選學生:
1. 學業成績
2. 有否修讀其他課程如劍橋國際考試日文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體育課程

修業期及上課 1. 中五及中六期間共上 180 小時，共 60 節
地點

2. 每星期一節課，每課三小時(星期五黃昏、星期六早上或下午)
3. 上課地點為課程提供者的校舍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理想，除一位同學外，其餘出席率均達 80%以上
2. 所有中五學生中期成績均及格
3. 九位中六同學報考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乙類課程-應用學習，其中一位同學
獲「達標並表現優異」成績，七位獲達標成績，一位獲不達標成績
4. 現有操施如跟進及了解學生出席情況及終止表現不佳同學繼續修讀應用學習等
行之有效

支出

2012-14 年度: $53,470 (中六課程費用); 2013-15 年度: $66,915 (中五課程費
用)(向課程提供者支付課程費用)
合共: $120,385 (從 DLG 撥款中扣除及學校津貼支付)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4 日 3 夜領袖訓練遊學之旅)(2013-2014)
活動名稱 4 日 3 夜領袖訓練遊學之旅
目標

1. 透過不同之工作坊，讓學員提升自我認識
2. 透過以英語與船上工作人員溝通，訓練學員的膽量及自信
3. 令學員對遊輪業務以及旅遊業有更深入的了解，作為思考自身日後選擇職業的
基礎

學習成果 1. 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的長處及職業取向
2. 學生撰寫反思報告反映所學
3. 學生對遊輪業務以及旅遊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目標學生 中六旅遊科學生
遴選機制 -修業期及 2-11-2013 至 5-11-2013
上課地點 地點：海洋水手號郵輪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及完成在船上安排的所有訓練課程
2. 學生撰寫反思報告反映所學
3. 學生對遊輪業務以及旅遊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支出

HK$22,000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3-2014)
課程名稱 戲劇演出
目標

1.

認識戲劇藝術

2.

提升對戲劇的興趣

3.

發展學生的戲劇潛能

學習成果 1.
2.

參與學校戲劇節
校內公演

目標學生 戲劇隊隊員
遴選機制 導師及負責老師挑選
修業期及 1.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

上課地點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兩至三小時

3.
成效評估 1.

支出

上課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能公開表演戲劇

2.

學生表演技巧有所提升

3.

學生加深對戲劇藝術的認識

4.

學生提升對戲劇的興趣

5.

學生培養出合作精神

6.

檢視比賽成績

HK$33,549.30(外聘導師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