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工作報告 

 

本組落實本年關注事項：1. 強化學與教效能     2. 循序深化生命教育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及檢討 

一.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計劃運用教育局提供之「課後學習及支

援津貼」資助學生參加各學科舉辦的課

後學習活動如外出參觀或交流活動等，

讓經濟條件較差的同學在課餘有機會參

加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從而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開拓學生學習範疇。 

 

01.09.2019 

至 

31.08.2020 

因大型社會活動和疫情，各項課後學習活動經已被取消。為把握僅餘的教學時間，復

課後，所有外出學習活動及參觀亦將會取消。原定於8且下旬舉辦的《暑期拉坯班》，

則因疫情嚴峻而取消。 

二. 英語學習頻道節目製作 

本學年正式開設校園電視台英語學習頻

道，並運用教育局提供之「校本課後學

習及支援津貼」聘請校友張祺擔任導師

協助、指導學生和支援外籍英語老師製

作英語學習錄像節目，供全校學生，特

別是家境清貧之學生，於課後觀賞和學

習，鞏固英語基礎知識。 

 

01.09.2019 

至 

31.08.2020 

外籍英語老師和校友導師製作的英語學習影片，已經由郭祉敬老師協助上載到校園電

視台英語學習頻道，供全校學生(約700人)於課後和停課期間觀賞和學習。 



三. 課後功課輔導和學科學習支援 

本學年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因應

學生學習需要，於上學期運用教育局提

供之「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舉辦了《友

伴同行—課後溫習班》、《  課後溫習

班 》、《試前溫習班》、《高中英語增潤班 

(中六聆聽班)》、《高中英語增潤班 (中六

寫作班)》和《高中英語增潤班》。下學

期則因應疫情，舉辦了《網上課後功課

輔導班》、《中一暑期網上功課輔導班》、

《非華語暑期網上中文班》、《高中歷史

科暑期網上溫習班》和《高中經濟科暑

期網上溫習班》。 
 

03.10.2019 

至 

31.08.2020 

《友伴同行—課後溫習班》 

日期：10月3日至1月7日 ( 逢星期一、二、四、五 )  (因大型社會事件，10月8日、 

11月11日、11月14日、11月18日、11月19日的課堂取消) 

時間：下午 4:00至 5:30  

地點：本校課室 

導師：現就讀大學或大專的校友導師 

參加人數：132人 

形式：本年度試行以小組形式，按學科 (英文、數學、經濟、非華語) 分成18個小組，

由科任教師推薦成績或學習動機較佳的學生參加，個別小組為拔尖班。學與教組會協

調，聘請就讀大專的校友擔任導師，邀請科任教師按本校之教學進度表和參與學生的

程度提供適切的教材，供校友導師教導學弟妹，以鞏固其基礎知識，並加強成績較佳

學生的延伸學習。 

檢討：已完成上學期的課堂及學生問卷，反應正面，整體出席率超過7成，約 8成學

生表示會繼續參加課後溫習班，超過 9成學生表示校友導師能幫助他們學習學科知

識，有高年級學生更反映希望學校加開更多科目的溫習小組。另外，因個別低年級的

小組有較多紀律及出席的問題，影響學習氣氛和效率，建議科任教師讓學生選擇參加

課後溫習班與否，以提升學習成效。 

 

《 課後溫習班 》 

日期：10月3日至1月8日 ( 逢星期一、二、四、五 ) (因大型社會事件，10月8日、 

11月11日、11月14日、11月18日、11月19日的課堂取消) 

時間：下午 4:00至 5:30  

地點：311室 

導師：現就讀大學或大專的校友導師 

形式：學校聘用就讀大專的校友導師，為學習能力稍遜或家中溫習環境欠佳之清貧學

生提供功課輔導，藉以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及自律性。各級學生於有關時段內任何時

刻可進出311室，自修、做功課或溫習。學生只需於進入時登記姓名一次，離開課室

時間自由決定。當值校友導師會解答到訪學生的提問，亦會主動了解學生功課上的難



題。 

檢討：課後溫習班舉行了26天，共208人次參與，平均每日參與人次為7人，超過 8

成參與學生為中一級，共167人次。校友導師表示到訪同學都能善用課後溫習班自修

或做功課，如功課上有疑難，都會主動提問，秩序良好。 

 

 

《試前溫習班》 

日期：12月9日至1月8日 ( 逢星期一至五 )  

時間：下午 4:00至 5:30  (12月9日因教師會議，上課時間為下午 3:15至 4:45) 

地點：311室 

導師：現就讀大學或大專的校友導師 

形式：學校聘用就讀大專的校友導師，為學習能力稍遜或家中溫習環境欠佳之清貧學

生提供功課輔導，藉以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及自律性。各級學生於有關時段內任何時

刻可進出311室，自修、做功課或溫習。學生只需於進入時登記姓名一次，離開課室

時間自由決定。當值校友導師會解答到訪學生的提問，亦會主動了解學生功課上的難

題。 

檢討：課後溫習班舉行了14天，共78人次參與，平均每日參與人次為7人，超過 9成

參與學生為中一級，共71人次。校友導師表示到訪同學都能善用課後溫習班自修或做

功課，如功課上有疑難，都會主動提問，秩序良好。 

 

《高中英語增潤班 (中六聆聽班)》 

日期：10月5日至1月4日 ( 逢星期六 )  

時間：上午 8:30至 10:30 (兩小時) 

地點：316室 

導師：陳碧瑤老師 ( 資深中學英文教師 ) 

堂數：8堂 (因大型社會事件， 10月5日、11月9日、11月16日的課堂取消) 

參加人數：31人 

形式：今年為回應中六學生需要，特別開設中六聆聽班，支援學生準備文憑試。教學



內容為文憑試英國語文卷三（聆聽卷）應試技巧及練習，並會因應學生能力、表現，

適時調整。學生完成課堂練習後，導師會即時講解。導師亦會批改學生的聆聽及綜合

能力練習，再輔以講解及回饋。 

檢討：因學生自行報名參加增潤班，反應正面，整體出席率超過7成。偶有學生需要

參加個人校外活動或校外文憑試模擬試，亦能事先向負責老師請假。導師反映大部份

學生於課堂上專注留心，態度積極，學習氣氛良好。學生亦表示增潤班可幫助他們練

習應試技巧，以準備文憑試。建議來年如資源許可，繼續舉辦中六英語文憑試備試班。 

 

 

 

 

 

《高中英語增潤班 (中六寫作班)》 

日期：10月5日至1月4日 ( 逢星期六 )  

時間：上午 10:30至 下午12:30 (兩小時) 

地點：316室 

導師：陳碧瑤老師 ( 資深中學英文教師 ) 

堂數：8堂 (因大型社會事件， 10月5日、11月9日、11月16日的課堂取消) 

參加人數：28人 

形式：今年為回應中六學生需要，特別開設中六寫作班，支援學生準備文憑試。教學

內容為文憑試英國語文卷二（寫作卷）應試技巧，並會因應學生能力、表現，適時調

整。導師會在課堂講解、分析學生的課堂練習和考評局提供的考生示例，與學生重溫

應試技巧。 

檢討：因學生自行報名參加增潤班，反應正面，整體出席率超過7成。偶有學生需要

參加個人校外活動或校外文憑試模擬試，亦能事先向負責老師請假。導師反映大部份

學生於課堂上專注留心，態度積極，學習氣氛良好。學生亦表示增潤班可幫助他們練

習應試技巧，以準備文憑試。建議來年如資源許可，繼續舉辦中六英語文憑試備試班。 

 

 



《高中英語增潤班》 

日期：10月5日至1月4日 ( 逢星期六 )  

時間：下午 1:00至 3:00 (兩小時) 

地點：316室 

導師：陳碧瑤老師 ( 資深中學英文教師 ) 

堂數：8堂 (因大型社會事件， 10月5日、11月9日、11月16日的課堂取消) 

參與學生：中四、中五學生，共12人 

形式：課程重點放在英語文法、句型複習、詞彙學習及應用，導師會因應學生的能力、

學習表現，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檢討：因學生自行報名參加增潤班，反應正面，整體出席率超過7成。中五學生出席

率稍遜，學生大多因為需要參與其他校內活動或個人校外活動，而缺席增潤班，部分

學生主動交回家長請假信，但亦有不少學生欠交請假信。中四學生出席率較佳，學習

態度較積極，學習氣氛亦良好。下學期課程重點可加入卷一（閱讀卷）和卷三（聆聽

及綜合能力卷），希望可加強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聆聽能力和應試技巧。 

 

 

《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 

日期：4月20日至6月30日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共49天) 

時間：下午 2 時 至 4 時 ( 6 月 8 日開始，下午 3 時 至 5 時 ) 

導師：現就讀大學或大專的校友導師12位 

形式：為支援學生的學習需要，本校由4月20日開始，特設不同學習範疇的「網上課

後功課輔導班」。同學可按學習需要於每上課日下午2時至4時，利用視像通訊軟件

ZOOM進入網上輔導教室，每班均會安排兩位導師同時主持輔導班。以下為功課輔導

班的課程編號(Zoom會議ID)及密碼： 

班別 學習範疇 課程編號 (Zoom 會議 ID) 密碼 

輔導班 A 數學及理科 930-338-1614 750421 

輔導班 B 英文及其他學科 533-457-6396 530406 

輔導班 C 非華語學習支援 746-521-2491 153107 



規則： 

1. 學生的 Zoom 戶口名稱，必需以姓名、班別、班號顯示。 

2. 學生進入功課輔導班課室時，必須在 Zoom 會議「等候室」顯示自己姓名、班別、

班號的戶口名稱。只有符合要求的學生才會被准許進入課室。 

3. 學生可在「聊天室」以文字發問或以「視訊」口頭提問。學生請耐心等待，依據

導師指示提問。 

4. 如有其他同學正在發問，請耐心等候導師回應。 

5. 學生如在功課輔導班有任何無禮或不當行為，導師會記錄在案及向訓育組報告。

校方亦會通知家長，並可能不准許該生再參加任何功課輔導班。 

檢討：截至6月30日，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進行了49天，共252人次參與，平均每日參

與人次為7人。較踴躍參與的學生為中一級 ( 接近50% )、中四級 ( 25% ) 和中五級 

( 16% )。輔導班B ( 英文及其他學科 ) 最多學生到訪，有142人次參與 ; 輔導班A 

( 數學及理科 )，則有84人次參與 ; 輔導班C ( 非華語學習支援 ) 則有26人次參與。 

 

雖然已經在教師會議邀請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鼓勵學生到訪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

問功課或查詢升學資訊 ; 亦有請校友導師，聯絡和關心個別相熟學生是否需要功課

上的支援，但每日平均到訪的學生仍然不多。 儘管如此，有個別經常到訪的學生非

常積極，除問功課外，亦會主動要求校友導師講解課文或提供更多練習。有個別校友

導師亦會因應學生的需要，安排適切的教材和學習活動，例如：聽歌學英文、提供額

外英文文法練習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校友導師均表示到訪同學都會遵守網上

課後功課輔導班規則，主動提問，秩序良好。 

《中一暑期網上功課輔導班》 

日期：8月3日至31日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下午 2 時 至 4 時   

導師：現就讀大學或大專的校友導師9位 

形式：為支援中一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網上暑期功課輔導班」。中一學生可按學

習需要於每日下午指定時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ZOOM進入網上輔導教室，請教導師

有關暑期作業的問題。每天均會安排最少4位校友導師同時主持輔導班，中一學生進



入網上輔導教室後，校友導師會因應科目或學生需要，分成小組或個別答問。 

檢討：截至8月31日，中一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進行了21天，共202人次參與，平均每

日參與人次為10人。 最多學生提問的科目為數學科，因為數學暑期作業中有部份課

題在小學並沒有教授，其次是中文和英文科。 

 

雖然已經在教師會議邀請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鼓勵中一學生到訪網上功課輔導班，

問功課或與校友導師交流一下，但每日平均到訪的學生仍然不多。初期有學生誤會導

師會授課; 亦有不少學生可能因為家長要求，登入後沒有任何提問，他們解釋登入功

課輔導班，純粹方便有問題時，可即時提問。校友導師均表示到訪同學都會遵守網上

課後功課輔導班規則，主動提問，秩序良好。較踴躍參與的學生有10位， 稍後會頒

發優點，以示鼓勵。 

 

《非華語暑期網上中文班》 

日期：8月3日至31日 (逢星期二、三)  

時間：特定時間 

導師：本校畢業生Kiran Shaheen 

形式：為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非華語暑期網上中文班」。學生被安排

於指定日期和時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ZOOM進入網上教室上為非華語學生特別設計

的中文課。 

 

《高中歷史科暑期網上溫習班》 

日期：7月27日至8月31日 (逄星期一、三; 或特定日期) 

時間：特定時間 

導師：本校畢業生鄭梅婷 

形式：為支援高中歷史科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網上暑期功課輔導班」。學生於指

定日期和時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ZOOM進入網上教室，校友導師指導學生學習、重

溫由老師編訂的歷史課題。 

 



《高中經濟科暑期網上溫習班》 

日期：7月8日至8月29日 (特定日期) 

時間：特定時間 

導師：本校畢業生吳鄰添 

形式：為支援高中經濟科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網上暑期溫習班」。高中經濟科學

生於指定日期和時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ZOOM進入網上教室，校友導師指導學生學

習、重溫由老師編訂的經濟課題。 

檢討：因學生都是經老師鼓勵，自願報名參加《非華語暑期網上中文班》、《高中歷史

科暑期網上溫習班》和《高中經濟科暑期網上溫習班》，再加上科任老師親自統籌、

督導，甚至協作教學，整體出席率超過9成，反應非常正面。偶有學生需要參加校外

活動，亦能事先向負責老師請假。校友導師反映大部份學生於課堂上專注留心，態度

積極，學習氣氛良好。高中學生亦表示溫習班可幫助他們練習應試技巧，以準備文憑

試。建議來年如資源許可，繼續舉辦高中選修科暑期溫習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