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零二二/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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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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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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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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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初中課後功課輔導班  協助初中同學應付學業及功課上的需要  高出席率及積極參與

課堂  

出席率及導師觀察  9/2022-6/2023  10 30 5 20,000 香港導師會 

2 中、英、數基礎鞏固

課程  

協助水平未達標的同學在假期中鞏固中、英、

數的基礎  

高出席率及積極參與

課堂  

出席率及導師觀察  7/2023 10 20 5 30,000 待定 

3 English Language 
Enhancement Classes 

To provide extra support for student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extra English lesson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 
attitudes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 
learning attitude 
displayed in school) 

Questionnaire Mid-Late  
October  
until May 

10 20 5 40,000 Most likely hiring 
school's alumni 

4 初中數學導修班 改善學生數學學業成績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試 9/2022-6/2023 14 22 7 12,000 1. 大專學生 

2. 卓文教育有限公

司 

5 高中數學導修班 改善學生數學學業成績 測考成績有所提升 測驗、考試 9/2022-6/2023 14 22 7 12,000 1. 大專學生 

2. 卓文教育有限

公司 

6 歷史科導修班 改進答題分析技巧 校內成績有進步 校內成績 (測考) 9/2022-8/2023 10 30 5 20000 大專學生 

7 高中經濟科導修班 調適學習差異，提升經濟科公開試成績 校內成績有所提升公

開試取得合格以上成

績 

測考分數 9/2022-8/2023 10 30 5 20,000 大專學生 

8 中國歷史科增進班 改進答題分析技巧 校內成績有進步 校內成績(測考) 10/2022-8/2023 18 42 10 20,000 大專學生 

9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增進班 

提升 BAFS科答題技巧 校內試有進步 校內成績 (測考) 9/2022-8/2023 7 21 3 20,000 大專學生 

10 地理科導修班 改善同學地圖閱讀、實地考察及 DSE應試技巧 校內試有進步 校內試成績 (測考) 9/2022-8/2023 5 8 3 20,000 大專學生 

11 一級山藝證書課程 學習山藝知識及考取一級山藝證書 考取一級山藝證書 成功考取一級山藝

證書 

待定 5 10 2 20,000 香港山藝協會 

12 夜行領袖訓練 透過夜行登山及野外煮食，加強學生個人信心

及解决問题的能力，並訓練領袖才能，建立團

隊合作精神。 

完成夜行登山及野外

煮食訓練 

問卷及老師觀察 待定 5 10 2 20,000 香港山藝協會 

13 獨木舟／龍舟體驗 體驗獨木舟／龍舟訓練，加強學生技能、個人

信心及解决問题的能力，並訓練團隊合作精

神。 

完成獨木舟／龍舟訓

練 

問卷及老師觀察 待定 10 20 3 20,00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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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迪士尼青少年團隊活

動計劃「迪士尼物理

世界」 

讓學生親身體驗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遊樂設施，

從中體會科學與創意的啟發性結合。學生更會

參與一連串實驗，引發他們對物理學的興趣，

並將科學理論應用在日常每一角落。 

完成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小測

及問卷 

6/2023-7/2023 10 20 3 10,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 

15 「探索香港野外中華

文化古建築」山藝及

繩索訓練計劃 

透過學習山藝及繩索技巧，讓學員可安全地於

野外尋找失落於野外的中華古建築。 

1. 了解中國不同年代建築的特色， 

2. 認識中華文化建築智慧。 

3. 提升學員對知識吸收的興趣。 

4. 透過趣味性的學習增加學員對中華文化的求

知慾。 

學習山藝及繩索技巧

並認識野外的中華古

建築 

問卷及老師觀察 待定 10 20 3 20,000 香港山藝協會 

16 迪士尼青少年團隊活

動計劃「迪士尼探索

之旅」 

以「奇妙夢想城堡」為內容基礎，讓學生透過

認識迪士尼的經典故事，了解不同迪士尼朋友

的個性、背景及成長經歷，引導他們認識自

己，定立目標，然後以正面積極的心態追尋夢

想，並勇於接受各種挑戰。這系列活動同時加

入價值觀教育元素，以生動有趣的自主體驗學

習方式，讓學生更容易掌握抽象的生命教育內

容，推動他們完成全人發展。 

學生能認識自己，定

立目標，建立正面積

極的心態。 

問卷及老師觀察 待定 10 20 3 10,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 

17 獨木舟星章證書課程 學習及實踐扒獨木舟知識及技能，並考取獨木

舟星章證書。 

考取獨木舟星章證書 成功考取獨木舟星

章證書 

待定 5 10 2 20,000 待定 

 
活動 

項目總數： 17  

 ＠
學生人次 163 355 73 247,200  

 **總學生 

人次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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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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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學年帶來的累積盈餘 : $172,001.50  

   
2022/23學年 撥款額 : $196,200.00  

 預計總支出 : $334,000.00  

 預計不敷之數 : $137,800.00 (全數由 2021/22學年帶來的累積盈餘支付) 

    
2022/23學年預計的累積盈餘: $34,201.50 (留待 2023/24學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