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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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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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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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軍 

透過團體訓練，學生建立

良好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提升自信心，令學生獲得

自我的肯定。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3 10 0 1,800 校方自行籌辦 

乒乓球興趣班(初級) 

提升同學的乒乓球之技巧

提升眼、腦、手的協調和

運用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3 8 0 8,600 活力星體育會 

有限公司 

 

乒乓球興趣班(高級) 

提升同學的乒乓球之技巧

提升眼、腦、手的協調和

運用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3 8 0 8,600 活力星體育會 

有限公司 

 

活動項目總數：3 

 ＠
學生人次 9 26 0  

**總學生人次 35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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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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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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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舞班(初班) 
培養學生對體藝的興趣

加強他們對藝術的情操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1 5 0 7,200 碧華舞蹈學院 

 

初級兒童繪畫班 
提升學生的視藝技巧及觸

覺、啟發創意思維。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0 2 0 1,500 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 

視藝精英班 
提升學生的視藝技巧及觸

覺、啟發創意思維。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2 6 0 6,000 拉斐爾美術學院 

有限公司 

兒童舞校隊 
培養學生對體藝的興趣

加強他們對藝術的情操 

出席率達 80% 問卷 

參考校外比賽成績 

10/2022至

6/2023 
2 5 0 6,800 碧華舞蹈學院 

 

活動項目總數：4 

 ＠
學生人次 5 18 0  

**總學生人次 23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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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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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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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舞 培養學生對體藝的興趣

加強他們對藝術的情操 

出席率達 80% 問卷 

參考校外比賽成績 

10/2022至

6/2023 

3 3 0 6,000 碧華舞蹈學院 

 

小提琴(初級組) 提升學生對小提琴的認識

及興趣,加強他們的音樂

情操。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2 6 0 6,400 彤樂音樂藝術中心 

升中面試班(A) 增強同學的面試技巧。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12/2023 

4 12 0 8,160 御學軒集團 

升中面試班(B) 增強同學的面試技巧。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12/2023 
4 12 0 8,160 御學軒集團 

活動項目總數：4 

 ＠
學生人次 13 33 0  

**總學生人次 46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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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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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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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劇班 

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戲

曲的興趣加強他們對藝

術的情操 

出席率達 80% 問卷 

參考校外比賽成績 

10/2022至

6/2023 

1 3 0 5,000 鑫韻劇藝社 

培靈戲劇班 

透過團體訓練，學生建立

良好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提升自信心，令學生獲得

自我的肯定。 

出席率達 80% 問卷 

參考校外比賽成績 

10/2022至

6/2023 

1 4 0 6,000 奇奇達劇團 

多元英語課程 

加強學生對學習及運用英

語的興趣，並提升他們英

語的能力。 

出席率達 80% 

完成工作紙 

問卷 10/2022至

6/2023 

2 11 0 11,100 香港青年協會 

活動項目總數：3 

 ＠
學生人次 4 18 0  

**總學生人次 22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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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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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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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精英訓練班 

提升同學的乒乓球之技巧

提升眼、腦、手的協調和

運用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2 5 0 10,220 活力星體育會 

有限公司 

 

鼓動節拍 

由專業導師有系統地教授

學員擊鼓技巧、鼓樂的歷

史背景和術語及協助創作

獨特的舞台表演風格。 

出席率達 80% 問卷 10/2022至 

6/2023 

4 4 0 4000 香港國際鼓手節 

活動項目總數：2 

 ＠
學生人次 6 9 0  

**總學生人次 26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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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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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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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環保章」培訓講

座 

加深學生對大自然及環境

保護的認識，提高同學間

之群性發展。 

出席率達 80%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 2/2023 7 11 0 2500 校方自行籌辦 

「基礎環保章」考察 

加深學生對大自然及環境

保護的認識，提高同學間

之群性發展。 

出席率達 80% 問卷 2/2022至

3/2023 
7 11 0 2500 校方自行籌辦 

科技之旅—新加坡 

 

舉辦境外文流學習活動，

以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透過親身體驗，確立正面

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出席率達 80% 

完成工作紙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 

問卷 

14/4/2022至

18/4/2022 
4 7 0 22,000 旅行社 

活動項目總數：3 

 ＠
學生人次 18 29 0  

**總學生人次 47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校本津貼 ─活動計畫表 

學校名稱： 寶血會培靈學校 

負責人姓名： 馬少華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6756617 
 

I)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8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27 名，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人數： 9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2 名) 

II)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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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畫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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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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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預計開支($) 

 A B C 

全學年 

活動項目總數：19 

 全學年 

＠
學生人次 

55 133 0 

$132,520 
全學年 

**總學生人次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