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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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錦秋中學(元朗) 

負責人姓名： 吳偉力   聯絡電話號碼： 2445 0228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698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44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66 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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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提升中三級同學的英語水

平(包括英文文法、閱讀、

寫作及聆聽技巧) 

被選中的同學會在課

後參與 1.5 小時的英

文補習,整個計劃共 8

節。 

 

參與補課的同學的下

學期的英文科考試成

績比上學期英文科考

試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勤率 2020 年 3-5 月 

(8 節) 

5 10 15 $2,000  

香港文學生活營 1.把文學課堂帶到文學現

場，從校園文學散步走

到文學之旅，在旅遊中

學習文學； 

2.印證文學作品所學，深

化閱讀，加深學習文學

的興趣和熱情； 

3.賞覽文化風景，體會作

家的情感哲思及人文關

懷，關注文學與生活地

方的連繫 

創作文集 問卷調查 2020 年 6 月 3 12 17 $20,000  



BeatBox 體驗班 1.擴濶學生對不同種類音

樂的視野 

 

2.了解潮流音樂的發展 

學生能公開演出及參

加校際比賽 

導師觀察及評估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2 月 

0 1 5 $12,000  

2B班金袖菁英訓練營 1.訓練學生的獨立處事能

力 

2.培養學生的凝聚力 

參加者將擔任班內活

動策劃 
學生問卷 2019 年 12 月 2 9 19 $3,500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Course 

To exte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other English 

speakers to develop their 

fluency in both reading and 

speaking English in different 

contexts. 

Extend their ability to 

use English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and reading English 

Questionnaire Oct 2019 to Mar 

2020 

5 10 5 $23,500  

中秋活動日 1.開學伊始，讓學生能跟

同學互相認識增進班別凝

聚力 

2.製作傳統節日手工及食

品 

學生能明白中秋人月

兩團圓意義 

出席率 2019 年 9 月 13

日 

44 166 488 $24,000  

Aurhor Talk & Workshop Creating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meet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torytellers 

Work out  the task  in 

the course  

-Teacher observation 

-student participation 

-author feedback 

4-5/Mar/2020 8 30 84 $8,100  

全校大旅行/戶外活動 增進師生間及同學間情

誼，讓學生享受有益身心

的活動，並對學生進行教

育工作。 

全校 95%學生參與旅

行日 

考勤率 201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87 168 450 $8,000  



元朗區學界體育比賽隊

衣津貼/體育活動 

增進學生運動技能，培養

學生對學校及社區之歸屬

感 

學生能代表學校出席

學界體育比賽 

考勤及體育成就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5 月 

10 30 40 $8000  

境外交流團 透過境外考察讓學生認識

STEM 發展 

學生能製作與 STEM

相關的作品 

出席率 2020 年 4 月 4 22 14 $20,000  

全方位學習經歷培育計

劃/文化藝術 

學生參加多元的活動，發

展潛能，包括制服隊伍、

日文班、國畫班、樂器

班、油畫班及電腦編程班 

學生在不同的範疇展

示學習成果 

考勤率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 

15 50 150 $30,000  

無伴奏合唱班 挑選能力較好和有興趣同

學，學習無伴奏合唱 

學生能公開演出及參

加校際比賽 

考勤率 2019 年 11 月 

至 2020 年 4 月 

0 2 4 $5,000  

中三級外出訪問 提供機會讓學生接觸外籍

人士，使用英語交談 

能成功完成訪問 學習問卷 2020 年 3 月 8 25 87 $3,500  

觀賞八和粵劇團導賞會 1.學生走出課室了解本地

傳統文化 

 

2.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戲

曲的興趣 

100%學生出席 導師觀察及學生表現評

估 

2020 年 1 月 17

日 

3 10 17 $2,000  



母親節心意工藝製作班 1.提升學生製作手工藝的

技巧 

 

2.營造向母親表達心意的

情境 

90%學生能完成手工

藝製作 

導師觀察及學生表現評

估 

2020 年 5 月 3 10 17 $1,000  

活動 

項目總數：15 

 ＠
學生人次 197 555 1412  

**總學生 

人次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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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