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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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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367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430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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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華語學童補習班 

(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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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 10 25 5 $26,000 / 

暑期奧數訓練班 

(學習技巧訓練) 

鼓勵學生思考，培訓他們

的分析及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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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 4 4 2 $5,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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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英語訓練班 

(語文訓練) 

鞏固同學的基礎能力，教

導學習技巧，提升同學對

文憑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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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 25 25 10 $51,000 / 

「媽媽的神奇小子」 

電影欣賞活動 

(文化藝術) 

透過勵志的電影欣賞，培

養學生堅毅的精神，面對

困難勇於挑戰，提升自身

抗逆能力。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同學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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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所反思，培養

正面價值觀；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與 

感受。 

預計 9 月份 30 30 20 $6,000 / 

Art Group 社工小組 

(文化藝術) 

透過 Art Group 社工小

組，提升學生社交能力和

技巧，建立自己的社交網

絡，提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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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 4 6 2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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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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 

「愛在我手」自我認識

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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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在三中」精神健康

推廣活動 

(自信心訓練) 

透過遊戲攤位及展板介

紹，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

的認識，鼓勵他們多關心

和表達對身邊人的關愛。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加深認識精神健

康和關心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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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抑鬱、焦慮和思覺

失調等常見的精神健

康問題有基本認識，

對自身和身邊人的精

神健康有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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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50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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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玩 密密鬆」精神

健康遊戲攤位 

(自信心訓練) 

透過遊戲攤位及展板介

紹，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

的認識，懂得減壓技巧。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加深認識精神健

康和減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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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抑鬱、焦慮和思

覺失調等常見的精神

健康問題，掌握不同

的減壓方法； 

3) 派發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前後的 

     得著與感受。 

預計 2 月份 40 40 20 $500 / 

支持醫護打氣行動 

(自信心訓練) 

收集同學對醫護人員的打

氣字句，舉辦海報設計比

賽，將成品送贈將軍澳醫

院及靈實醫院。 

1) 統計同學參加人

數，並達 6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懂得感恩珍惜；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參與人數理想，達 

    6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反思前線醫護的辛

勞，懂得感恩珍惜； 

3) 派發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前後的 

     得著與感受。 

預計 2 月份 40 40 20 $800 / 

DSE 打氣大行動 

(自信心訓練) 

收集同學對中六應屆文憑

試考生的打氣字句，舉辦

書籤設計比賽，將成品送

贈給中六考生。 

1) 統計同學參加人

數，並達 6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懂得互相鼓勵，

發揮關愛精神； 

3) 問卷調查有 80%同 

    學表示活動對他們 

    有正面影響。 

1) 參與人數理想，達 

    60%； 

2) 導師觀察評估，同學 

    懂得互相鼓勵，發揮

關愛精神； 

3) 派發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前後的 

     得著與感受。 

預計 2 月份 40 40 20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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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工坊工作坊 

(義工服務) 

透過製作並送贈毛巾熊予

發展中國家的貧苦市民，

提升同學的同理心，並發

揚關愛精神。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加深認識世界的

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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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認識世界的貧窮

問題，並願意幫助有

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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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2 $200 / 

剪髮工作坊與義工小組 

(義工服務) 

透過學習剪髮技巧與組織

義工小組活動，探訪老人

院，並服務老人家。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觀察，同

學對理髮業有基本

認識，並獲得義工

服務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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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理髮業有基本認

識，並獲得義工服務

的經驗，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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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4 $200 / 

歷奇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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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 20 40 30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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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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 

中三級穿梭模擬城 

(歷奇活動) 

透過模擬人生體驗遊戲，

讓學生明白多元出路，有

助訂立目標，生涯規劃。 

1) 統計出席率，並達 

    90%。 

2) 根據導師的觀察， 

     學生認識不同的

升學及就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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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多元出路，有助

生涯規劃； 

3) 派發問卷，調查學生 

     對活動前後的得著 

     與感受。 

預計 9 月份 20 40 3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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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好 Ea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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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動 

項目總數： 17  

 ＠
學生人次 367 430 217  

**總學生 

人次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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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