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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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共 196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35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61 名 及 C. 學校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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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挑戰營 8 35  100% 9~12/2014 $8,127.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建立自信，培訓同學的領導才

能及技巧 

乘風航 10 35  100% 10/2014 $5,524.20 導師觀察 乘風航有限公司 
建立自信，增加同學們的團隊

合作 

旅行日 19 88  100% 28-11-2014 $10,259.10 導師觀察 本校 接觸大自然，群體生活 

黑暗中對話 1 12  100% 12/2014 $608.40 導師觀察 問卷 黑暗中對話 建立自信，放下自我 

生活達人社交小組活動 0 4  100% 22-12-2014 $180.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學習溝通與社交技巧 

大哥哥大姐姐訓練活動 1 2  100% 07-11-2014 $135.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地理科實地考察 1 2  100% 22-11-2014 $324.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透過實地考察，鞏固課堂知識 

基督少年軍營章考核 2 2  100% 20~22/12/2014 $900.00 考核 基督少年軍 技巧訓練 

大哥哥大姐姐聖誕宿營 2 2  100% 12/2014 $360.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管樂(上學期) 2 12  100% 9~12/2014 $11,200.00 導師觀察 活動表演 外聘導師 文化藝術、技巧訓練 

先鋒領袖訓練營(13/14) 1 2  100% 23-08-2014 $27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培訓同學的領導才

能及技巧 

畢業營 4 15  100% 28~29/11/2014 $2,356.20 導師觀察 本校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籃球隊 0 1  100% 9~12/2014 $198.00 導師觀察 本校 體育活動，技巧訓練 

童軍大露營 1 8  100% 14-15/01/2015 $1,296.00 導師觀察 童軍總會 建立自信，團隊合作 

學生會領袖培訓營 0 5  100% 14-15/01/2015 $72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及領導才能 



 
敦煌說不完的故事 1 10  100% 16-01-2015 $415.8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透過觀賞，鞏固課堂知識 

英語劇場 5 27  100% 13-03-2015 $2,016.00 工作紙 本校 文化藝術、英語訓練 

大哥姐復活節義工 2 5  100% 02-04-2015 $315.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義工服務，關懷社區 

石澳燒烤樂 1 8  100% 25-05-2015 $81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團結合群，建立互愛 

吾生悟死 5 14  100% 17-01-2015 $2,877.30 導師觀察 本校 認識生命，生涯規劃 

參觀日 9 58  100% 07-03-2015 $3,824.00 導師觀察 工作紙 本校 戶外活動，擴闊視野 

管樂(下學期) 2 12  100% 1~7/2015 $9,800.00 導師觀察 活動表演 外聘導師 文化藝術、技巧訓練 

生活達人宿營 0 2  100% 16/2-17/2/2015 $180.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增加同學們的團隊合作 

彩虹日營 8 32  100% 26-06-2015 $1,160.00 導師觀察 本校 關懷他人，珍惜感恩 

生涯起動 0 2  100% 4~7/2015 $180.00 導師觀察 聖雅閣 建立自信，生涯規劃 

先鋒領袖訓練營 0 2  100% 21~22/8/2015   $180.00 導師觀察 本校 
建立自信，培訓同學的領導才

能及技巧 

時裝設計工作坊 0 4  100% 7/11-16/1/2015 $1,800.00 導師觀察 製成品 Inno Fashion Center 設計及技巧訓練，認識職場 

活動項目總數： 27 
 

  
      

@學生人次 85 401 N/A 

**總學生人次 486 

 
總開支 $66,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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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