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負責人姓名 :                        刁綺蓮總助理校長 聯絡電話 :    24458899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395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627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842名) 

B.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例如: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例如:測試、問卷等) 

 

活動舉辦時期 

/ 日期 

預計獲資助合資格 

學生名額#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 

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A B Ｃ 

中二及中四級紀律領袖

訓練營 

能按時出席及完成反思工

作紙 

學生投入及滿意活動 

80%班主任滿意活動  完成反思紙 

 問卷調查 

2017年 10月

16-18日,10月

25-27日 

40 60 113 $7,900  

室內划艇訓練班 能完成有關培訓 

能投入有關活動 

80%學生滿意活動  觀察學生表現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5月 

3 8 6 $15,000  

各項球類外展教練訓練

班 

能完成有關培訓 

能投入有關活動 

80%學生滿意活動  觀察學生表現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8月 

12 20 50 $51,972  

攝影及航拍班 能完成有關培訓 

能投入有關活動 

80%學生滿意活動  問卷調查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5月 

2 4 10 $16,500  

小教練訓練津貼 能完成有關培訓 

能投入有關活動 

80%學生滿意活動  問卷調查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5月 

3 8 12 $8,000  

少年領袖團活動 學生參加制服團隊，定期

集訓、步操、學習與人相

處及特別技能。目標是讓

學生建立紀律、守秩序及

培養互助合群精神。 

學生出席率達七成 

七成學生及老師認同

有關安排 

 學生出席率 

 問卷調查 

 觀察 

 檢討報告 

全學年 25 30 30 $27,000  

課後學習班導師費 提升同學學業成績 

學生投入及滿意溫習班 

80%學生滿意活動  問卷調查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5月 

40 60 113 $100,000  



領袖生尖子訓練營 藉此提升領袖生的組精

神、責任感與領導能力。 

七成或以上的領袖生

及老師認同有關安排 

 問卷調查 2018年 7月 8 10 20 $22,000 

 

 

「朋輩輔導大使計劃」

活動 

推展同學間之關愛文化，

提升學生的團隊精神，藉

此使同學愛己愛校，增進

彼此感情，培養對校的歸

屬感。 

全年參與同學不少於

80人次 

 觀察學生表現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10 15 30 $1,000  

新 SHINE義工團 推展同學間之關愛文化，

提升學生的團隊精神，藉

此使同學愛己愛校，增進

彼此感情，培養對校的歸

屬感。 

全年參與同學不少

於 80人次 

 觀察學生表現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10 15 30 $1,000  

中一適應活動 透過不同活動及體驗，使

學生更了解自己，認清自

己的學習目標及責任，及

早為中學生活作好準備。 

70%參加同學表示滿

意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20 25 55 $ 1000  

「主題月」學生輔導活

動 
推展同學間之關愛文化，

提升學生的團隊精神，藉

此使同學愛己愛校，增進

彼此感情，培養對校的歸

屬感。 

70%參加同學表示滿

意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20 20 60 $ 4000  

多元化課後學生輔導支

援活動 
讓同學發展不同興趣，增

加同學課餘接觸及發掘自

己的興趣，提升學生自

信。 

70%參加同學表示滿

意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20 20 60 $ 3,000  

轉校生輔導活動 透過不同活動，使同學更

能認識自己及與人相處的

方法，使同學盡快適應校

園生活。 

70%參加同學表示滿

意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48 80 50 $ 2,000  

輔導組全校參與獎勵計

劃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鼓勵

同學多參與，更能認識自

己及與人相處的方法 。 

全年參與同學不少於

60人次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20 30 20 $ 500  

積極參與校外活動獎勵

計劃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外不

同之活動，擴闊視野及多

關心社會。 

全年參與同學不少於

80人次 

 紀錄參加同學成績 全學年 10 50 20 $ 2,000  

迷你四驅車小組 協助同學掌握操控四驅車

之基本技術，使同學可參

加校外比賽，從而能提升

學生的自信及擴闊視野。 

80%學生滿意活動  問卷調查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 

3 5 8 $6,000  

學會及小組活動津貼 透過不同學會及興趣小組

舉辦不同活動，鼓勵同學

多參與，更能閞拓同學的

視野。 

80%學生參與活動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30 40 60 $10,000  



球隊練習體育用品 為球隊添置練習用品，使

其訓練更有效及有質素。 

70%參加同學表示滿

意 

 問卷調查 全學年 15 30 30 $7,200  

同學校外訓練/參賽費用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團體舉

辦之體育訓練及比賽，增

加同學對社區的接觸。 

80%學生參與活動  統計參與人數 全學年 2 10 8 $3,000  

「友‧導向」師友計劃 

-友形挑戰訓練營 
提升參加學生的團隊精

神、責任感與溝通能力。 

80%學生滿意活動  完成反思紙 

 問卷調查 

2018年 4月 6 7 7 $5,000  

學生成長技能活動 透過不同活動及體驗，使

學生更了解自己，認清自

己的性格及長處，為待人

接物作好準備。 

80%學生滿意活動  問卷調查 全學年 48 80 50 $6,000  

       合共： $300,072.00  

          

活動 

項目總數： 22  

 ＠學生人次 395 627 842  

**總學生 

人次 

 

1864 

 

備註: 

*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
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