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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H Lam Wo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 Support Program 2016-2017  

 

Program Plan 
 

 

甲部:  

中國語文增潤課程計劃 

 

一、課程目標 

    1. 透過多元化的教材和活動，提升同學對中國語文的興趣 

    2. 增加同學接觸中國語文的機會，為同學積累文化知識，提升語文能力 

 

二、對象 

    1. 中一至中六級同學： 

 家庭經濟有困難者優先(如綜援家庭或獲學費全免資助家庭) 

 中文科成績未如理想者優先(課程的第一階段，由於學生仍未進行考試，將就學

生的能力諮詢科任老師；課程第二階段則可參考學生中文科第一次考試成績，主

要對象為全級名次在一百名以下的學生) 

 同學自願報名參加 

 

三、課程設計 

 1. 日期：十月至四月，中一至中五共八次，中六十月至十二月共六至八次 

    2. 時間：每次兩小時 

    3. 地點：校內 

 4. 內容： 

 中一至中三：訓練閱讀為主，帶動聽、說、寫、思維及綜合能力 

 中四至中五：閱讀訓練(參照公開考試模式，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中四至中五：作文訓練(參照公開考試模式，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中六：閱讀訓練(參照公開考試模式，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中六：作文訓練(參照公開考試模式，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5. 形式： 

 以小組形式授課(閱讀：六至八人一組；寫作：六人一組)，增加師生互動 

 由本校的統籌老師擬訂教學重點，提供部份教材，校外導師按教學重點授課、設

計工作紙及安排功課 

 6. 學生人數：60-80 人 

 7. 學生費用： 

 本課程由教育局及家教會資助，綜援家庭或獲學費全免資助家庭學生費用全免，

其餘學生須繳付 4 堂費用$120，6 堂學費$180，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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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學生無故缺席，將會作出跟進及處分 

 8. 導師人數：約 8 人(為了更清楚導師的質素及便於溝通，將聘請現就讀各大專院校的林

護舊生及曾在本校代課的老師) 

 9. 導師酬勞：時薪港幣 200 元 

 

 

四、評估方式 

 1. 檢視學生功課以觀察學生的學習進程及態度 

2. 以學生的考試成績(分數、名次)評估課程的成效 

3. 完成課程後，安排導師和學生填寫問卷，針對課程安排、導師表現及學生反應等，作 

出統計調查，了解課程的成效    

 

五、財政預算 

對象 學生人數(小組數目) 導師收費 課程時數 金額 

初中學生 

(中一至中三)(閱讀) 

8 人 

(8 人一組，共 1 組) 
每小時 200 元 8 堂 X2 小時 X1 組 $3,200 

高中學生 

(中四至中五)(閱讀) 

24 人 

(8 人一組，共 3 組) 
每小時 200 元 8 堂 X2 小時 X3 組 $9,600 

高中學生 

(中四至中五)(作文) 

18 人 

(6 人一組，共 3 組) 
每小時 200 元 8 堂 X2 小時 X3 組 $9,600 

中六同學(閱讀) 
24 人 

(8 人一組，共 3 組) 
每小時 200 元 6 堂 X2 小時 X3 組 $7,200 

中六同學(作文) 
18 人 

(6 人一組，共 3 組) 
每小時 200 元 6 堂 X2 小時 X3 組 $7,200 

合計 $36,800 

 

預計導師費：$36,800 

預計學生收費：約$6,000-$7,000 

預計淨開支：約$30,000 

 

乙部:  

Leadership Training - Adventure-Ship 

 

A. Aim:  

1. To provide leadership training to students via adventure base experience. 

2.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of students. 

3. To increase students’ creative, social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by confronting challenges in 

groups. 

 

B. Target: A total of 6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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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pen recruitment: 50 F4 and F5 students. 

2. 5 student helpers 

3. 5 teachers 

 

C. Program detail: 

Date: 1-2 April, 2017 

Time:  Depart from 9:30am and return next day on 4:30pm 

Venue: Sai Kung district 

Program: 2-day adventure based training including goals setting, safety at sea, observe regulations 

on board, ropes and knot tying, basic principles of navigation, survival at sea training, 

command activities etc.  Besides, participants have to take turns to prepare meals for the 

other group and perform "Anchor Watch". 

 

Cost of the program: 

 HK$ 

Fee 37,430 

Food 10,000 

Transportation 3,000 

 50,430 

  

Average cost per person (60) 840 

 

D. Budget: 

 HK$ 

Students  21,860 

PTA ($100 X 37) 3,700 

Old Students Association ($150 X 37) 5,550 

School based 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fund ($840 X 18) 

15,120 

Teachers ($840 X 5) 4,200 

 50,430 

  

Remarks: Assume there are 18 students eligible for School based 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fund. 

Evaluations: 

1. Teachers’ observations. 

2.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