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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活動報告表(2021-2022) 

 

A.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 (人頭) 共 183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2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05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數：76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 

學生人數# 平均 

出席率 

活動舉辦 

時期/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

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果) 
A B C 

中二成長挑戰營 0 25 17 98% 1/6/2022 $14,700 問卷、老師觀察 
香港青少年
輔導協會 

學生表現投入，能達標完成活
動，溝通、協作解難及團隊合
作能力得以提升。 

中四減壓工作坊 0 30 22 98.5% 30/5/2022 $2,865.72 
班主任觀察、 

活動問卷調查 

Kinetic 

Stretch 

工作坊包括理論及實踐練習
兩部分。根據問卷調查，超過
九成學生同意活動有助他們
認識不同的伸展動作活動及
了解彈力帶運動和伸展運動
如何有助減壓。 

中五成長挑戰營 0 23 24 100% 18/5/2022 $7,520 

學生出席當日活動時表
現，並且能夠在導師的
指導下完成各項成長活
動。 
回校後於班主任課完成
問卷。 

香港基督 
少年軍臻訓

中心 

學生問卷調查顯示成果優
良，當中高空歷奇活動最受
學歡迎。 



 金文泰中學  學校報告 2021-2022  2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 

學生人數# 平均 

出席率 

活動舉辦 

時期/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

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果) 
A B C 

樂器訓練班 0 13 8 89% 

上學期 

2/10-18/12 

下學期 

22/1-20/8 

$12,600 老師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校外導師 學生能演奏課堂學習的曲目。 

紅十字會 YU122 團 

宣誓禮 
2 8 2 100% 11/12/2021 $4,320 

完成紅字會青年團漸進
式計劃紀錄本及成功完
成紅十字青團宣誓儀
式。 

紅十字會 

學生完成漸進式計劃紀錄本。
成功訂購紅十字制服及完成
宣誓儀式，獲得紅十字認知章
及認知章證書。 

高中暑期文學涵泳班 0 7 5 94% 
19/7/2021-

29/7/2021 
$7,219.62 

學生作文評估、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每位學生寫作兩篇文章，並
獲導師批改回饋。 

中六級古典文化涵泳課程 0 10 4 61.9% 
16/10/2021-

8/1/2022 
$3,888.78 

學生習作檢查及校內老
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能活用高中所學，回應不
同類型的問題，增加對古典文
章及文化的認識。 

中文辯論隊 0 5 4 100% 

上學期 

1/11-18/12 

下學期 

24/1-12/7 

$5,249.97 老師觀察及比賽表現 校外導師 
學生搜集辯題資料及撰寫辯
論發言內容。 

English Summer 

Enhancement 
0 11 4 82% 

19/7/2021-

29/7/2021 
$4,455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閱讀及作文評估 

S.6 Writing Enhancement 

Course 
0 1 0 95% 

13/11/2021- 

8/1/2022 
$600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作文評估 

English Debate Course 0 2 4 82% 
22/2/2022-

7/6/2022 
$2,971.44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短講及小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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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 

學生人數# 平均 

出席率 

活動舉辦 

時期/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

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果) 
A B C 

中四暑期數學班 0 2 1 96% 
19/7/2021-

29/7/2021 
$648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能完成數學習作，校內
測驗成績有所提升。 

中五暑期數學班 0 2 1 99% 
19/7/2021-

29/7/2021 
$720 

導師教學成效報告及校
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能完成數學習作，校內
測驗成績有所提升。 

中五數學高階思維探索班 0 1 1 89% 
23/10/2021-

11/12/2021 
$581.54 

學生的出席紀錄、校內
的測驗成績有所提升及
校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能完成學生數學習作。 

中六數學高階思維探索班 0 6 0 90% 
23/10/2021-

11/12/2021 
$1,744.62 

學生的出席紀錄、校內
的測驗成績有所提升及
校內老師觀課紀錄 

校外導師 學生能完成學生數學習作 

活動項目總數：15  

@學生人次 2 146 97  

 總開支 $70,084.69 

 

**總學生人次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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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