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南華中學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21-2022 學年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 
1.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良好的閱讀習慣，使學生能從閱讀中，祥和心靈，薰陶基督仁愛、立己立人精神，培育核心價值。 
2. 通過閱讀，擴闊視野，追求卓越，陶冶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展現南華特色，培育核心價值。 
3. 建立配合本校使命和融匯學科課程發展的館藏，作為本校的教學資訊資源中心，從而達至多元創意教育。 
4. 透過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網頁推廣圖書館服務，鼓勵師生善用各類資源於教與學上，提高學習表現。 
5.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使學生能誠信自治，培養自學能力，成為終身學習者。 
6. 善用社區資源 ，追求卓越，提升學生閱讀興趣，達至終身快樂學習。 
7. 為學生提供一個理想的溝通、學習及閱讀環境，共建美好校園。 

 
全年閱讀推廣活動一覽表 

計

劃 
推行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情況 支出（$） 

校內圖書館閱讀推廣 

1. 全年 訂閱報章計劃 

 

為全校師生訂閱及派發報章。 

文匯報免費贈閱，每班約 1 份，由每班派報生每天到圖書館索取。 

學校訂購南華早報、明報及星島日報各一份以培養師生閱讀新聞的習慣 

$3,602.00  

(圖書津貼) 

2. 全年 訂閱雜誌計劃 

 

為全校師生訂閱雜誌。 

以培養師生閱讀新聞的習 

$8,886.60 

 (圖書津貼) 

3. 全年 班際/個人借書龍虎榜 

(附件一) 

圖書館在各科協助及推廣閱讀活動配合之下，本年度借書量有 4857 本。此數

據會顯示於圖書館網頁。 

$0.00 



計

劃 
推行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情況 支出（$） 

4. 全年 新書推介 各科老師不定期購買新書，圖書館完成後會內聯網通知有新書推介及可借閱。 $32,616.30 

 (圖書津貼) 

5. 11 月 18 至

19 日 

校內書展 由於疫情，暫停一次。  

6. 9 月及 

2 月 

 

圖書館規則及網頁介紹課

(借用中文閱讀課及班主

任課)  

為中一介紹圖書館借閱規則、圖書館網頁運用及閱讀計程； 

及為中六學生重新介紹借還系統，借閱限期及聯絡方法。 

一方面深化同學對圖書館資源的認識，更引導學生多加利用相關資源。 

$0.00 

7. 全年 班書大使培訓；(附件二) 

班書交換計劃 

(附件三) 

中英科為每班購置班書，圖書館負責登錄、借出、收回及賠款手續，共交換一

次。 

二次培訓班書大使借還程序 

$0.00 

8. 全年 閱讀課及主題書介紹 

 

安排各班的中英文閱讀課時間表到圖書館閱讀，每月安排不同的主題圖書給學

生閱讀 

$0.00 

9. 9 月 國民教育之書展及好書分

享學生好書推介 

學生於早會分享圖書 

圖書館在圖書館內展示及簡介圖書內容 

$0.00 

10. 全年 圖書館管理員培訓(附件

二) 

推廣閱讀及協助圖書館工作 $0.00 

校內與科組合作閱讀推廣 

11. 全年 中文、英文、通識、科

學、數學套裝書借閱計劃 

登錄、安排套裝書借給學生閱讀 $0.00 

12. 全年 各科專題書籍及每月主題

圖書校內書展 

於圖書館設主題書架，配合各科的主題週，展覽有關主題書目。 $0.00 

13. 全年 各科閱讀推廣 

 

圖書館準備通識科、歷史科、中史科各科的書籍記錄予相關老師協助推廣。 $0.00 

14. 全年 班書借閱計劃 班際/個人借書龍榜 

本計劃分設班際及個人借書量獎： 

a)每學期以電腦統計； 

b)於圖書館壁報板張貼各級及個人最高借書記錄表； 

c)定期在圖書館網頁上出版閱讀龍虎榜，激勵學生閱讀士氣，培養閱讀氣

氛。 

$0.00 



計

劃 
推行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情況 支出（$） 

15. 全年 贈報及雜誌計劃 贈閱報章包括南華早報及文匯報 。 

<萌動>免費贈閱，每班約 1 份，由每班派報生每天到圖書館索取。 

$0.00 

校外與科組合作閱讀推廣及比賽 

16. 全年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

IV」 

計劃活動包括： 

「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資助，並由香港基督少年軍和本校中文科及圖

書館合辦。此計劃為期一年，以鼓勵學生建立自主閱讀及寫作的習慣，並樂意

與別人分享閱讀。 

計劃活動包括： 

作家分享會、校本偵探日、馬灣探險日、開卷有益、網上偵探體驗、徵文比賽

「偵探後話」 

 

17.  17.1 開卷有益 凡參加計劃之學生,在閱讀兩本或以上指定圖書後,將獲贈一本圖書。學生完成

閱讀最少一本指定圖書及交回「閱讀記錄咭」後,可參與「偵探日」活動。本計

劃鼓勵為學生建立閱讀交流平台,交換圖書,並讓計劃參加者交流閱讀心得。 

 

$0.00 

圖書及書券由香港基

督少年軍及語常會贊

助。 

18.  17.2  

網上偵探體驗 

提供網上偵探體驗活動給學生，以營造偵探查案氣氛。老師只需將所提供的遊

戲連結發給全校學生，即可讓學生自行參與活動。在指定限額內完成遊戲，及/

或寫作表現出色的學生均會 獲贈書券以作獎勵。 

 

$0.00 

書券由香港基督少年

軍及語常會贊助。 

19.  17.3 作家分享會 分享偵探主題，以豐富學生寫作意念及提昇寫作技巧。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語常會贊助作家費用。 

$0.00 

由香港基督少年軍及

語常會贊助作家費

用。 

20.  17.4 馬灣探險日 結合閲讀及戸外探險之偵探體驗活動,在香港基督少年軍馬灣臻訓中心舉行。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語常會贊助 50 人費用 

車費：$2,550.00 

(圖書津貼) 

21.  17.5 徵文比賽「偵探後

話」 

結合參與活動的體會，以及閱讀偵探類圖書或其他圖書之心得及或感受，以散

文或記敍文方式寫作；或創作偵探類文章，或改寫偵探小說的情節及結局,由學

校老師評審團及作家選出得獎作品。 

冠軍：4B 趙麗賢、4C 何曉炫、季軍：4A 林潔儀 

$0.00 

書券由香港基督少年

軍及語常會贊助。 



計

劃 
推行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情況 支出（$） 

22.  17.6 校本偵探日 計劃參與學生在學校老師帶領、本機構社工支援，及活動經費資助下，於校內

進行一次或以上的閱讀 /寫作推廣活動。 

 (學校津貼)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語

常會贊助活動津貼 

23.  17.7 教師體驗工作坊 透過個人及小組體驗，認識及了解偵探體驗式活動的特點及要素。 

透過語文推廣活動手冊，瀏覽其他學校舉辦偵探體驗式活動的經驗，並掌握取

用體驗式活動教材的渠道及方式。 

 

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語

常會贊助活動 

24. 2022 年 1 月

至 2 月 

「哈佛閱讀奬」 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 

學生須於 2021 /2022 學年學業表現優異、喜愛閱讀、具備優秀個人特質或對社

會或 學校有傑出貢獻。 

獲奬同學：6B 張婷婷、6C 衛孟茜、謝順帆 

$0.00 

25. 2022 年 2 月

至 3 月 

「第三屆電子書及模擬考

試贈送計劃」 

 

由多位專家撰寫。學生透過移動手機平台「考試英雄」App，閱讀電子書、 備

考及學習公開試相關內容。所有內容均編寫成適合平板電腦及手機閱讀的電子

書，涵蓋升學公開試電子書及職涯規劃電子書。 

$0.00 

26. 2022 年 2 月

至 3 月 

 

「 第三十二屆中學生閱

讀報告比賽」 

透過比賽推動廣泛閱讀，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與興趣，讓學生將閱讀融入生活，

同時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 

向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提供稿件如下： 

主題閱讀初級組一份 

主題閱讀高級組一份 

廣泛閱讀初級組六份 

主題閱讀高級組八份 

$0.00 

20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 

「築．動．歷史：全港中

學生比賽」網上閱讀問答

比賽 

 

透過研習歷史建築及與其相關的閱讀材料，以創意文化活動讓同學探索其所載

的美學與人文訊息，從中了解中國歷史與社會文化面貌，培養他們研習中國歷

史與文化的興趣和能力，進而欣賞、尊重、關懷及傳承中華文化，並加強對歷

史建築的保育意識。 

參加人數：211 人 1； 挑戰版：108 人； 普及版：103 人 

得奬人數：優異獎(15 滿分)：47； 嘉許獎 (12-14 分)51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