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三/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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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計劃統籌人姓名 : 關國康副校長 聯絡電話 : 2576 4852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共 212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39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73 名 及，C. 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0 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參加對象學生人數# 
*活動名稱/類別 

A B C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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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營 12 27  100%

10-12/10;24-26/10;

7-8/11;14-16/11; 

28-30/11 

$7,02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培訓同學的領導才

能及技巧 

生活達人新目標訓練營 0 2  100% 3/10/2013    $9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及團隊合作 

乘風航 1 8  100% 9/10/2014    $729.00 導師觀察 乘風航有限公司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童軍團港島地域大露營 1 8  100% 29/12-1/1/2014  $2,835.00 導師觀察 童軍總會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旅行日 19 72  100% 22/11/2013  $5,866.00 導師觀察 本校 接觸大自然，群體生活 

探索漁塘生態之旅 0 5  100% 09/11/2013   $225.00 工作紙 本校 參觀/戶外活動 

深水埗文化導賞團 3 3  100% 16/11/2013     $54.00 工作紙 本校 參觀/戶外活動 

黑暗中對話 1 7  100% 15/11/2013   $180.00 導師觀察 問卷 黑暗中對話 建立自信，放下自我 

「吾生‧悟死」生死探索 3 16  100% 21/12/2013 $2,062.80 導師觀察 問卷 本校 
從認識、探索死亡， 

從而領悟活在當下道理 

大哥哥大姐姐訓練活動 1 2  100% 20-21/12/2013   $108.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大哥姐聖誕宿營 1 10  100% 12/2013     $27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管樂(上學期) 0 0  100% 9/2013-1/2014   $8,800.00 導師觀察 活動表演 外聘導師 文化藝術、技巧訓練 

生活達人社交暑假版 0 4  100% 7/2014     $36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電影與文本比較 1 2  100% 12/2013     $243.00 工作紙 本校 文化藝術、技巧訓練 

旅行宿營 3 8  100% 22-23/11/2013   $2,453.00 導師觀察 本校 接觸大自然，群體生活 



 
模擬面試工作坊 1 4  100% 15/11/2013     $900.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建立自信，技巧訓練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0 5  100% 27-01-2014    $990.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海洋公園公司 課堂以外的學習體驗 

生活達人社交小組 0 3  100% 16/1,21/2,14/3,9/5    $27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學生會領袖培訓營 1 1  100% 17-18/1/2014    $246.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及領導才能 

米埔濕地 2 5  100% 28/1/2014   $220.5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透過實地考察，鞏固課堂知識 

潛能追蹤小組 1 4  100% 14/4,28/4,2/5    $450.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生活達人-親子歷奇營 0 1  100% 26/04/2014     $9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屏山文物徑 4 30  100% 8/3/2014 $1,591.2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參觀/戶外活動，考察古蹟， 

追尋昔日面貌，培養愛護文化

的情懷。 

大澳棚屋及生態旅 1 6  100% 28-29/3/2014  $1,953.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透過實地考察，鞏固課堂知識 

Mission E 之輕鬆減壓篇 0 3  100% 18/3,15/4,3/5,13/5    $135.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逃出香港 0 5  100% 10/4/2014     $261.0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英語劇場 8 32  100% 14/3/2014  $2,376.00 工作紙 本校 文化藝術、英語訓練 

參觀日 12 62  100% 7/3/2014  $3,544.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參觀/戶外活動 

暑期足球訓練 1 5  100% 7-8/2014  $1,620.00 導師觀察 外聘導師 技巧訓練 

管樂班(下學期) 1 8  100% 2-8/2014   $5,625.00 導師觀察 活動表演 外聘導師 文化藝術、技巧訓練 

3B 班宿營 1 10  100% 27-28/06/2014     $405.9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黃隊有機農莊半日遊 0 1  100% 27/06/2014    $144.00 導師觀察 本校 參觀/戶外活動/建立關係 

黑暗中對話 2 7  100% 31/05/14;20/6/14     $436.50 導師觀察 問卷 本校 建立自信，放下自我 

活動項目總數： 33 
 

  
      

@學生人次 81 366 N/A 

**總學生人次 447 

 
總開支 $52,553.90 

備註:*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導修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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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 (A) + (B) + (C) 的總數 
# 對象學生: 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