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九/二零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負責人姓名 : 羅國偉老師   聯絡電話 :21783223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35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60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64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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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體驗工作坊  

(參觀活動/戶外活動) 

透過實地考察，加深同學

對酒店業界的認識，有助

生涯規劃。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加深認識酒店 

    業的運作、入職條 

    件和晉升前景。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認真學習。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10 月份 6 8 2 $3,000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參觀活動/戶外活動) 

透過實地考察，加深同學

對主題樂園或服務業的認

識，有助生涯規劃。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加深認識主 

     題樂園或服務業 

     的運作、入職條 

     件和晉升前景。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認真學習。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10 月份 9 9 4 $5,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 



「『玩轉好朋友』朋輩

相處技巧提升小組」 

(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透過小組，邀請社交能力

稍遜的同學，藉此提升同

學的社交技巧。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提升自身的社 

    交能力和技巧，有 

    信心建立自己的社 

    交網絡。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加深認識自己，提 

     升社交技巧，建立 

     社交網絡。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12 月份 5 5 0 $200 / 

「『自信 UP-UP』個人

認識小組」 

(自信心訓練) 

透過小組，邀請自尊感稍

遜的同學，藉此提升同學

的自我價值。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同學加深認識自 

     己，發掘自己的 

     長處和潛能。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出席率理想，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懂得欣賞自己之餘， 

    還會欣賞別人，建立 

    正面的自我觀念。 

3) 派發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前後的 

     得著與感受。 

預計 12 月份 5 5 0 $200 / 

「校園健康小組」 

(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透過工作坊，培養同學良

好生活習慣，避免接觸毒

品、煙酒。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同學懂得分辨對

自身身體和精神健

康好壞的事物。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出席率理想，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懂得毒品和煙酒的禍 

害，亦提高相關的

警覺性。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1 月份 5 5 0 $200 / 



板球訓練班 

(體育活動) 

透過板球訓練，提升同學

的團隊和合作精神，增加

課餘的學習經歷。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同學積極投入，建 

立團隊合作精神：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出席率理想，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懂得如何與隊友相 

處，建立團隊合作精 

神；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與 

感受。 

預計 10 月份 6 6 0 $12,000 / 

飛躍課程 

(歷奇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歷奇活動，

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和自律

精神，有助訂立目標。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同學積極投入，提 

升他們的自信心和 

自律精神：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出席率理想，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提升自信心和自律

精神，開始為未來

打算；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與 

感受。 

預計 10 月份 8 10 2 $10,000 / 

韓「流」展愛心‧體驗

顯關懷—韓國交流團 

(參觀活動/戶外活動) 

透過組織海外義工服務，

提升同學的領導能力，發

揚關愛精神。 

1) 成功舉辦有關活 

動；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在同理心和 

     領導能力方面有 

     正面的表現；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 

     們有正面影響。 

1) 能否舉辦有關活動；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投入社會服務；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和感受。 

預計 5 月份 11 11 3 $77,500 向旅行代理商招標 



暑期增補班  

(學習技巧訓練) 

鞏固同學的基礎能力，教

導學習技巧，提升同學對

學習的信心。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在學習態度 

     和技巧方面有正 

     面的表現。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 

     們有正面影響。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認真學習。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7 月份 5 5 0 $3,000 / 

活動 

項目總數： 9  

 ＠
學生人次 60 64 11  

**總學生 

人次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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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