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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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書院 
 

 

負責人姓名 :                               鄭金洪 聯絡電話 :                             26353330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33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29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04  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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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朗誦節（中文）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0/2018‐12/2018 4  16  0  3,00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校際朗誦節（英文）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0/2018‐12/2018 5  10  0  2,00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校際音樂節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2/2018‐3/2019 0  5  0  1,00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四級生命奮進營  提升學生的生命素質 
學生積極參與，並增

強自信和對學校的歸

屬感 
問卷  10/2018  6  20  0  24,000  聖雅各福群會 

中四級筆記技巧學習班 提升學生的筆記技巧效能
學生能掌握筆記技巧，

並應用於學習上  觀察  9/2018  3  21  0  400  Edvenue Ltd. 

新高中校外體育課 (F.4)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5/2019 4  20  0  2,500  珀麗高爾夫球會及富豪保齡 

新高中校外體育課 (F.5)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5/2019 3  22  0  2,500  珀麗高爾夫球會及富豪保齡 

新高中校外體育課 (F.6)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12/2018 5  20  0  2,000  富豪保齡 

F.3 參觀升學機構  為生涯規劃作更好準備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1/2018  1  18  0  400  升學機構 

F.4 掙扎求存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1/2018  3  21  0  2,000  國際路十字會 

F.5 參觀升學機構/職場 為生涯規劃作更好準備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1/2018  2  20  0  600  升學機構/職場 

F.6 參觀升學機構/職場 為生涯規劃作更好準備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1/2018  5  23  0  500  升學機構/職場 

F.1 游泳課車費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5‐6/2019  4  12  0  1,200  康文署 

F.2 游泳課車費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5‐6/2019  5  22  0  1,200  康文署 

F.3 游泳課車費  擴闊學生對運動的視野，提

升興趣與技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5‐6/2019  2  16  0  1,200  康文署 



樂器班學費津貼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0/2018‐6/2019 3  16  0  24,000  外聘導師 

結他班學費津貼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10/2018‐6/2019 3  10  0  15,000  外聘導師 

夏令營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7/2019  20  30  0  40,000  外聘導師 

運動訓練班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2  3  0  3,000  外聘導師 

舞蹈班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2  2  0  2,000  外聘導師 

參觀博物館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4  10  0  500  外聘導師 

地理考察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3  12  0  600  外聘導師 

生態考察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2  10  0  400  外聘導師 

科學考察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觀察  9/2018‐6/2019 2  10  0  600  外聘導師 

                   

                   

                   

                   

                   

                   

活動 

項目總數：      24 

  ＠學生人次 93  369  0 

 **總學生 

人次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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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