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二二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何文田官立中學 Homan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負責人姓名 :                 楊培輝老師 Mr. Yeung Pui-fai 聯絡電話 :  27112680

 

 
  

 

A.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 (人頭)  260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60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85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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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摘錄筆記班(學習技巧) 12 29 10 100 16/9-23/9/2021 2768 問卷調查 培正專業書院 在課業檢查中反映學生能運

用摘錄筆記的技巧，摘記課

堂重點。 

中二級記憶法培訓課程(學習技巧) 11 31 10 100 17/8-9/10/2021 15840 問卷調查 香港多元發展學習中心 學生能掌握記憶方法，並應

用於學科學習上。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學習技巧) 6 14 7 90.2 27/11-

4/12/2021 

7650 模擬考試成績 學友社 模擬考試成績良好，學生反

映能增加應試經驗，有助提

升自信。 

香港標準評核通識科模擬考試 

(學習技巧) 

  

1 3 0 100 29/11/2021 700 模擬考試成績 香港標準評核 模擬考試成績理想，學生反

映能增加應試經驗，有助提

升自信。 
Y 世代旅遊與款項科模擬考試 

(學習技巧) 

1 5 0 100 1/3/2022 1320 模擬考試成績 Y世代協會 

 

模擬考試成績尚可，學生反

映能增加應試經驗，有助提

升自信。 
蛋糕烘焙製作工作坊(學習技巧) 8 15 3 100 6/11/2021 11700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Tiffany’s Community 

Bakery Limited 

為學生提供 D.I.Y 烘焙蛋糕

的體驗，讓學生了解製作蛋

糕的原理，掌握烘焙技巧，

從實習中體驗烘焙師的工

作。 



咖啡拉花班(學習技巧) 3 13 2 100 10-12/2021 17500 檢視咖啡拉花圖案 Coffee Public 

Limited 

掌握沖泡咖啡的技巧，並願

意為他人服務，在學校活動

中為嘉賓師長沖泡咖啡。 

駕駛室內電動高卡車體驗 

(學習技巧) 

12 28 0 100 2/8/2022 45000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18 Challenge Karting 通過競賽活動，提升同學的

團隊合作精神、溝通及領導

才能，並在疫情下讓同學紓

緩壓力。 

初中數學鞏固班(功課輔導) 6 13 11 95 5-6/2022 4500 問卷調查 香港英倫教育服務中心 理解學習內容，能解決功課

上的疑難。 

認識西方文化之萬聖節(文化藝術) 28 65 11 100 30/10/2021 49920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香港迪士尼樂園 在漫遊迪士尼樂園的奇妙旅

程中，認識及體會「萬聖

節」的文化及氣氛。 

360度全方位探索昂坪文化 

(文化藝術) 

14 42 11 100 12/2021-4/2022 15745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昂坪 360 探索大嶼山西南部的蛻變及

了解亞洲最長的雙纜索纜車

的系統運作，豐富課外知

識。 
傳統麵粉公仔工作坊(文化藝術) 3 4 2 100 11/11/2021 2200 學生製作麵粉公仔 校園集古村國粹教育有

限公司 

透過製作中國傳統手工藝

品，認識中華文化的精粹，

傳承上一代的智慧與手藝。 

剪紙藝術工作坊(文化藝術) 3 5 2 100 18/11/2021 2200 學生製作剪紙公仔 校園集古村國粹教育有

限公司 

認識中國民間剪紙藝術，以

日常生活或中國新年、元宵

等節慶為題材，設計應節飾

品。 

中三至中五級講座-中華表演藝術變

臉(文化藝術) 

32 82 9 100 1,5,10/8/2022 24000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校園集古村國粹教育有

限公司 

透過現場示範及邀請在場同

學參與，讓同學體驗中國文

化變臉的奇趣，加深對地方

戲法的認識。 

歷奇作戰訓練「Laser Tag 鐳射槍

對戰」(領袖訓練) 

5 21 4 100 29/11/2021 6088 老師評估及學生意

見 

LASERWOODS 透過不同的作戰遊戲，提升

同學的專注力、抗逆能力、

團隊合作精神、溝通及領導

才能。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戶外參觀) 

40 83 16 100 29/11/2021 12700 老師評估及學生意

見 

香港海洋公園 漫遊樂園特有的教育及保育

景點、體驗機動遊戲及豐富

的旅遊業工種，豐富課外知

識及學習經歷。 

香港大富翁夢想世界(戶外參觀) 
 

 

 

 

20 40 11 100 12/2021-6/2022 14768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香港大富翁夢想世界 認識經典的桌上遊戲，讓學

生從遊戲中掌握思考及推理

的策略，促進人際溝通及協

商技巧。 
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及探索在天際 

(戶外參觀) 

12 25 6 100 20/12/2021 15480 老師評估及收集學

生意見 

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 欣賞香港的景色，加深同

學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屬

感。 
  

活動項目總數：     18       
         

      
   

@學生人次 217 518 115   

總開支 

250079  

**總學生人次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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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計劃成效  

整 體來說 你認為 活動 對受惠 的 合 資格  學 生有何 得益 ? 
 

請 在最合 適的方 格填 上「 」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 習成效   

a) 學 生的學 習動機        

b) 學 生的學 習技巧        

c) 學 生的學 業成績        

d) 學 生於課 堂外的 學習 經歷        

e) 你 對學生 學習成 效的 整體觀  

感 

      

個 人及社 交發展   

f) 學生 的 自尊        

g) 學 生的自 我照顧 能力        

h) 學 生的社 交技巧        

i) 學 生的人 際技巧        

j) 學 生與他 人合作        

k) 學 生對求 學的態 度       

l) 學 生的人 生觀        

m) 你 對學生 個人及 社交 發展的  

整 體觀感  

      

社 區參與   

n) 學 生參與 課外及 義工 活動        

o) 學 生的歸 屬感        

p) 學 生對社 區的了 解       

q) 你 對學生 參與社 區活 動的整  

體觀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