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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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課程名稱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高中聯合課程-日語、法語、音樂及體育課程 

目標 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和能力，選讀日語、法語、音樂或體育課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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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音樂課程: 不超過 30位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各級不超過約 10位學生 

(4) 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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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及就業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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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地點 

(1) 中四至中六期間共上 270小時，共 9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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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六同學報考 2017香港中學文憑體育科考試，獲得第三級成績 

(2) 三位中五同學繼續修讀法語課程 

(3) 八位中五同學繼續修讀日語課程、一位中五同學繼續修讀體育課程及一位

中五同學繼續修修讀音樂課程 

支出 日文: HK$34,000 (共 10人); 體育: HK$22,400 (共 3人) ;音樂: HK$23,100 (共

3人)；法文﹕HK$30,600（共 9人） (向屯門區中學校長會支付課程費用) 

合共: HK$110,100 (從 DLG撥款中扣除)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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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學校戲劇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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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 

1.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兩至六小時 

3. 上課地點：學生活動中心/禮堂 

成效評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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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HK$40,000(外聘導師服務)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6-2017)  

課程名稱 歷奇訓練 

目標 1. 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掌握統籌活動的技巧。 

2. 幫助學生與老師建立更佳的溝通技巧。 

學習成果 1. 學生有能力統籌活動 

2. 加強及改善溝通技巧 

目標學生 領袖生 

遴選機制 負責老師挑選 

修業期及

上課地點 

1. 2017年 8月 19-21日 

香港童軍總會王兆生領袖訓練學院(地址：西貢白沙灣沙咀 SX2848地段) 

成效評估 1. 問卷調查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滿意是次活動的時間安排。 21.1% 78.9%   

2 我滿意是次活動的營地安排。 15.8% 78.9% 5.3%  

3 我滿意是次活動的內容。 26.3% 68.4% 5.3%  

4 我滿意訓練導師的表現。 42.1% 57.9%   

5 總括而言，我滿意是次活動安排。 31.6% 68.4%   

2. 檢視活動 

整體而言，大部分出席的學生皆滿意今次活動的安排：包括活動的時間、營

地及內容的安排。而全部出席的學生皆滿意導師的表現。經過今次的活動，

學生能掌握統籌活動的能力，並能加強及改善溝通技巧，這正符合今次舉辦

此活動的目標。 

支出 HK$25,000(外聘導師，訓練營)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6-2017) 

課程名稱 英語辯論隊 

目標 增強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並提升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和協作能力。 

學習成果 1. 參加友校比賽 

2. 參加全港性校際英語辯論比賽 

目標學生 英語辯論隊隊員 

遴選機制 導師及負責老師挑選 

修業期及

上課地點 

1.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5月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兩小時 

3. 上課地點：本校 

成效評估 1. 學生能參加公開比賽 

2. 學生辯論技巧有所提升 

3. 學生加深對英語辯論的認識 

4. 學生提升對英語的興趣 

5. 學生培養出合作精神 

6. 檢視比賽成績 

支出 HK$7,483.6 (外聘導師服務, 比賽開支)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6-2017) 

課程名稱 卓越司儀訓練計劃 

目標 培訓具潛質主持學生，並加入「卓越司儀訓練計劃」 

學習成果 提升學生備稿及演說能力 

能為校內或校外的活動或典禮提供具質素的司儀 

目標學生 對司儀工作有潛質的同學 

遴選機制 具備以下特質的同學 

1. 自信 

2. 咬字清晰準確 

3. 朗讀流暢並有感情 

修業期及

上課地點 

1.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7月 

2. 每星期一課節，每課 1.5小時 

3. 上課地點：106，305 

成效評估 1. 提升學生演講能力 

2. 提升學生自信心 

3. 能為校內或校外的典禮場合提供合適學生為司儀 

支出 HK$20,000元(外聘導師服務)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課程評估報告(2016-2017) 

課程名稱 中文辯論培訓課程 

目標 1. 提升學生搜證、組織、思辨、演說等能力 

2. 增加學生對時事、社會、學校等不同範疇的了解和認識 

學習成果 1. 參與校外比賽 

2. 負責籌辦校內小型辯論比賽 

目標學生 中文辯論隊隊員 

遴選機制 導師及負責老師挑選 

修業期及

上課地點 

1.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7月 

2. 每星期一節恆常課程，每節 1.5小時 

3. 上課地點：S217語言中心 

成效評估 1. 學生了解基本辯論知識(如搜證及思考方法、演說技能、比賽流程等) 

2. 基礎知識透過比賽而有所提升 

3. 學生培養出合作精神 

4. 學生對辯論的興趣有所增加 

5. 檢視公開比賽的表現 

支出 HK$18,700(外聘導師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