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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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州會館中學 
負責人姓名: 譚慧敏 聯絡電話 : 26428383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109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21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80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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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參觀 提昇中史學習興趣 70%學生認為活

動有助自己對學

習歷史及中華文

化的興趣  

問卷 10/2020-3/2021 11 23 0 $ 1,275  

From page to stage a 
play appreciation 
 

to arous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a play 

students complete 
a learning task 
assign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 

Learning 
task/Homework 

3/2021 15 10 0 $ 3,750  

A trip to Sai Kung/A 
visit to Pizza Expres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exposure to learn 
English in an authetic 
situation 

students complete 
a piece of multi-
modal text 

Learning 
task/Homework 

11/2020 21 20 0 $ 4,100  

農耕及稻米之旅 透過活動，同學能夠參觀

農場；實習農務；認識有

機稻米的生長過程及運作

稻草製作物品 

完成學習活動及

指定的跟進課業 
觀察及實習評分 11/2020 11 23 0 $ 4,300  

科學園工作坊 透過輕鬆的手法及多類型

的示範，真實體驗機會率

及遊戲策略如何改變一個

人的決定，從而獲得最理

想的結果 

超過 70% 學生認

為工作坊內容有

趣 

問卷 3/2021-4/2021 6 12 0 $ 2,400 香港青年協會 

暑期興趣班 讓同學提升對數學的興趣

及水平 
學生出席率達 
70% 

問卷 8/2021 2 5 6 $ 1,050  



迪士尼物理世界課程  參與「迪士尼物理世界」

的同學，可從遊玩樂園

中，發現自然界博大精深

的物理知識，並有機會在

遊樂景點中進行實驗，從

而對糅合科學與創意的迪

士尼樂園有更深入的了

解。 

完成學習活動指

定工作及達標 
觀察及評改課業 11/2020 4 1 0 $ 2,500  

攝影深化課程 認識多元創作媒介，啟發

創作 
完成作品及作校

內展示 
完成作品 3/2021 0 4 2 $ 2,800 Art Together 

S4「美麗人生」服務

學習計劃 ~ 傷健共融 
認識殘障人仕的生活狀況

及需要，培養推己及人的

精神及提升義工服務技能 

評分達 3 或以上

(以 4 為最高) 
問卷 10/2020-

11/2020 
3 21 0 $ 10,700 香港小童群益會 

S2「美麗人生」服務

學習計劃 ~ 長幼共融 
認識長者的生活狀況及需

要，培養推己及人的精神

及學習義工服務技能 

評分達 3 或以上

(以 4 為最高) 
問卷 3/2021-5/2021 9 25 0 $ 10,500 香港小童群益會 

S4 毅力訓練營 透過參加群體富挑戰性的

戶外活動及群體活動，培

養學生的堅毅和承擔精

神。學生在參與群體活動

中，提升大家合作、團結

和守望相助的精神，與及

鍛練學生的領袖才能 

參加者投入參與

各種活動 
問卷 24/11/2020-

26/11/2020 
3 21 0 $ 7,500 香港青年協會 - 賽馬

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台灣升學考察團 了解台灣升學狀況 70%學生認為活

動有助了解台灣

升學狀況 

問卷 3/2021/ 
7/2021 

5 0 0 $ 5,000 基協中學、 
黃允畋中學、航海學

校 

S1 澳門文化探索之旅 1. 透過趣味性的考察活

動，培養同學的共通能

力，提供多元學習經歷 
2. 從多角度學習及認識澳

門文化遺産，擴闊知識領

域，培養正確價值觀 
3. 實踐電子學習及移動學

習 

評分達 3 或以上

(以 4 為最高) 
問卷 3/2021 12 30 0 $ 17,800  

坡港「雙城記」潮汕

文化交流團 
擴展同學的國際視野，為

學生提供更多學習交流機

會 

90%參與同學同

意活動能擴展其

國際視野 

問卷、監察評估 6/2021-7/2021 10 10 0 $ 46,000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

劃 

S3「上海學習之旅」 1. 體驗上海市在改革開放

後的轉變及成就，從而認

識上海市最新的發展 
2. 藉著上海市急速的社會

及經濟發展，進一步了解

旅遊業蓬勃的配套發展，

包括名勝景點、 交通設

施、科技教育及市內民生

等。 

80%同學認為有

關活動能擴闊他

們的眼界 
80%同學同意有

關活動增加了對

祖國的認識 
80%中二同學參

加上海之旅 

問卷、人數統計 3/2021 11 23 0 $ 34,500  



活動 

項目總數：15 

 ＠
學生人次 123 228 8  

**總學生 

人次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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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