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當女書院

2018-2019年度多元學習津貼一(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報告書

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學生習作 課程/學生表現評核 實際開支

(數量/級別/甄選方式) 開始日期

中文 口語溝通技巧訓 提高學生的口語演 • 60 位中四/中五學生 2018-19學年 學生的口語溝通 1.學生出席率並不理想，其中 $10 ， 000.0。
練班 說能力及溝通能力 • 由中文科組根據特定 期內，共6節 能力有所提升 10 月 20 日有7位同學缺席， 12 

準則提名 課 月 8 日更有 12位同學缺席。

每節3小時 2. 出席練習的同學大多認真參

與討論，願意接受指導，個

別同學史主動提悶。

3. 今年參與的同學在首輪發言

時尚能理解題目的關鍵詞，

就題目重心發言，沒有偏離

主題，但在論點內容尚欠充

實。

i4.今年設計的題目，較多以香

港特色為主題，但大多數同

學在這類題目的表現較差，

原因是對香港周遭事物認識

膚淺，欠缺就香港的實際情

況作分析討論。

5. 同學在象徵性的題目表現亦

不理想，她們的聯想能力較

弱。



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學生習作 課程/學生表現評核 實際開支

(數量/級別/甄選方式) 開始日期

數學 奧數訓練課程 為富潛能的學生， • 8 位中五學生( 5 節 2018一19學年 參予校外數學比 高中同學雖未能在校外數學比 $7, 680.00 
開拓她們對數學的 課) 期內，共8 賽 賽獲得獎項，但課堂內表現投
創意思維及加強其 • 8 位中四學生( 3 節 節課，每節 入和積極學習，已達致課程目
運算訓練 課) 1. 5小時合共 標，奧數機構在短期內寄回學

• 由數學科組根據特定 12 ，1、時 生學習評估報告

準則提名

化學科性監證科學課程 增加學生對化學科 • 15 位中四學生 2018-19學年 完成校外導師所 學生對課程有深厚興趣。 $780.00 
的興趣及加深了解 • 由化學科組根據特 期內，共1 節 給予的任務 課程內容充實有趣，而且有很多

相關行業 定準則提名 諜， 互動環節亦學生投入其中。當中

每節3小時 色括採集鞋印樣本，指紋及毛髮

樣本。

旅遊與探索旅遊奧秘課 引起學生對旅遊迷 • 15-20 位中五學生 2018-19學年 完成課程測考 學生能得到書本以外的知識。透 $12, 825.00 
款待料手呈 思的追求與探索， • 15-20 位中六學生 期內，每級 過導師生動的教學，以自身工作

從而激發同學思考 • 由旅遊與款待科組 10節課，共 所得的經驗，作教學實例，能有

旅遊發展與人類、 根據特定準則提名 20 助學生理解相關主口識。學生透過

社會、國家及世界 節課，每節 導師的提問，引發思考，開后立新
的關像。 1. 5小日寄 的思維，逐層推進。活動中亦有

對熱門議題以及對於近期熱門的

旅遊議題作深入的討論。

2 



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學生習作 課程/學生表現，評核 實際開支

(數量/級別/甄選方式) 開始日期

課外活礦工僕人領柚訓 學生能學會挑戰自 學生領柚有效能 除了暸解礦工歷史外，透過當中 $3, 330.00 
動組 練課程 我、突破自己及與 地帶領及籌組活 的體驗活動，學生能透過當中建

隊友通力合作。此 動 立固體合作精神及共同協作解難

外，學生能學會運 的能力等，同時學懂作為領柚應

用課堂上學到的高 有的特質，符合當初活動的預期

階思維技巧解決難 目標。

題，使其無論在個

人及社交層面上均

有所成就。

課外活青年記者培訓課 體驗新聞製作 2019年7月 學生在香港書展 學生完成課程，學習記者技巧訓 $2, 400.00 
動組 程 技巧 • 年級:不限 採訪及報導 練，多元化增進知識。

2. 訓練溝通能 • 人數: 3名
力，力口強自信

課外活三日兩夜領柚訓 訓練學生與人合作 • 12 名中學生 2019年1 月 訓練營內的訓練 訓練營內的訓練活動 $9, 948.00 
動組 練營 的能力及垮訓學生 18-21 日 活動

的領導才能

課外活紅十字會紅孩兒 提升學生領導的才 • 兩位中四學生及兩位 3 日，共48小 學生領抽有效能 學生能運用高階思維及解難能力 $1, 712. 00 I 
動組 之繼承者(宿營 能，學習與其他人 中三學生 時 地帶領及籌組活 完成導師所給予的任務。

活動) 相處。 • 由紅十字會總部甄選 動

德育及情頁袖訓練計劃 訓練學生與人合作 • 15 名中學生 2018年10 月 訓練營內的訓練 訓練營內的訓練活動 $15, 400.00 
公民教2018119 的能力及垮訓學生 至12月 活動

育組 的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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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學生習作 課程/學生表現評核 實際開支

(數量/級別/甄選方式) 開始日期

課外活普通話朗誦班 提高學生的普通話 • 60 位中一至中六學 2018-19學年 學生的普通話口 1.學生公開比賽成績有進步。 $30 , 000. 0 。
動組 口語演說能力及溝 生 期內，共15 語溝通能力有所 2. 普通話水平有所提升。

通能力 • 由普通話科組根據特 節課 提升 3. 增強普通話口語演說，能力及

定準則提名 每節2小時 表達能力。

支出總額: $ 94, 075. 00 

津貼金額: $ 84, 000. 00 

2017-18年度盈餘: $ 85, 788.00 

淨收支: $ 75 , 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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