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IMC/18-19(1)/14f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零一八/一九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計劃統籌員姓名 : 梁繼榮副校長 聯絡電話 : 2428 5129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300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50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200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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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課後功課輔導班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並培養學生寫手冊

及溫習習慣 

學生能自律完成家課及溫習 校內試成績及學生

交功課表現 

9/2018-12/2018 10 30 8 $20,000.00 1. 新學制教室 

2. 培正教育中心 

英文科導修班 提升能力較弱學生的英語成績 學習興趣有所效提升 觀察學生學習表現

及校內試成績 

9/2018-6/2019 10 15 5 $12,000.00 大專學生 

數學導修班 改善學生數學學業成績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試 11/2018-6/2019 14 22 8 $30,000.00 大專學生 

新高中歷史科導修班 提升歷史科答題分析技巧 校內試有進步 校內成績(測考) 9/2018-8/2019 5 8 3 $11,000.00 大專學生 

新高中物理科導修班 幫助面對公開試並有又經濟困難的同學

爭取好成績 

校內試有進步，公開試拿取

3等或以上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9/2018-8/2019 3 18 5 $12,000.00 大專學生 

新高中地理科導修班 改善同學地圖閱讀、考察及應試技巧 校內試有進步 校內試成績 9/2018-8/2019 5 8 3 $12,000.00 大專學生 

新高中經濟科導修班 提升經濟科學術水平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試 9/2018-8/2019 3 10 3 $15,000.00 大專學生 

運動員學術導修班 改善學業成績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試 11/2018- 6/2019 10 5 0 $8,000.00 大專學生 

旅款科導修班 加深對課程了解，增加練習機會，練習

答題技巧，為文憑試作最好準備 

學習成果 測驗及問卷 10/2018-5/2019 3 7 2 $5,000.00 大專學生 

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 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參加跟學習有關

的課外活動，擴闊視野及學習如何協同

合作 

在課程裡同學能認識及鞏固

物理概念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22/1/2018 2 16 4 $5,600.00 (待定) 

舞蹈訓練課程(街舞) 透過現今流行舞蹈(Hip-hop)，學導師可

與學生以舞蹈為橋樑交流藝術心得。利

用不同類型的音樂、舞步或肢體語言去

表達情緒及故事，讓學生能開放自己，

改善與人溝通技巧，並增強自信心。 

能代表學校參加群舞比賽 參加校際舞蹈比賽

(學校舞蹈節) 

9/2018-12/2018 4 14 4 $18,000.00 舞蹈導師 

暑期舞蹈隊 透過現今流行舞蹈(Hip-hop)，導師可與

學生以舞蹈為橋樑交流藝術心得。利用

不同類型的音樂、舞步或肢體語言去表

達情緒及故事，讓學生能開放自己，改

善與人溝通技巧，並增強自信心。 

能入選校隊，代表學校參加

群舞比賽 

由導師甄選後，入

選本校舞蹈隊 

7/2019-8/2019 4 14 4 $12,000.00 舞蹈導師 

試後活動-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透過參加多元化的活動，舒緩緊張的學

習壓力之餘，更加令同學接觸不同範疇

之活動，擴闊視野 

同學參與表現、投入程度 成果分享、問卷 7/2019 10 30 8 $5,000.00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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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科柬埔寨農村體驗之旅 透過實地考察，認識欠發達國家之農業

發展及人文地理 

同學參與表現及成果分享 成果分享 5/2019 5 5 2 $5,500.00 旅行社或境外遊公

司 (待定) 

旅遊與款待科新馬考察之旅 透過實地考察，讓同學了解有關旅遊業

的業內運作，希望對研習上述科目有所

裨益 

增廣見聞、實踐所學 學生須完成遊學小

冊子：景點分析、

遊歷所想、感想、

對該旅遊目的地的

建議 

4/2019 5 5 2 $5,500.00 旅行社或境外遊公

司 (待定) 

境外體育訓練 透過參加境外體育訓練，加強同學體能

及運動技能發展 

同學參與表現、投入程度 比賽成績、問卷 2/2019-8/2019 3 7 2 $5,500.00 旅行社或境外遊公

司 (待定) 

境外領袖訓練 透過境外活動，提升領袖個人信心及能

力，並增強領袖之間的合作精神及溝通

能力，培養領袖應有特質 

同學參與表現、投入程度 成果分享、問卷 7/2018-8/2018 3 7 2 $5,500.00 旅行社或境外遊公

司 (待定) 

活動 

項目總數：  18  
 

＠
學生人次 99 221 65 

 
**總學生人次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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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學年帶來的累積盈餘 : 

 
$89,033.90 

 

   
2018/19學年 撥款額 : $104,000.00  

 預計總支出 : $187,600.00  

 預計不敷之數 : ($83,600.00) (全數由 2017/18學年帶來的累積盈餘支付) 

    
2018/19學年預計的累積盈餘: $    5,433.90 (留待 2019/20學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