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後學習及支援申請_計劃書 

附件一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書 
 

校本津貼 -課程/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救 恩 書 院 
計劃統籌人姓名  :  李志誠副校長  聯絡電話 :   2660 8308 

 
獲本津貼資助/補足的各項活動資料 (上學期)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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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舉辦期間/ 
日期 

預計受惠對象

學生人數#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機
構名稱 

(如適用) 

     綜援 全免 酌情
權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一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200x30=$6000 外聘導師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二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200x30=$6000 外聘導師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三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200x30=$6000 外聘導師 

          
英文/數學補習班--中四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選修科補習班--中四級 同學對該科目有更深的認識 使能掌握並吸收課程內容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五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選修科補習班--中五級 同學對該科目有更深的認識 使能掌握並吸收課程內容 問卷 09/10/2010-11/12/2010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總開支  $48,000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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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書 
 

校本津貼 –課程/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救 恩 書 院 
計劃統籌人姓名  :  李志誠副校長  聯絡電話 :   2660 8308 

 
獲本津貼資助/補足的各項活動資料 (下學期)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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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舉辦期間/ 
日期 

預計受惠對象學

生人數#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機
構名稱 

(如適用) 

     綜援 全免 酌情
權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一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20x30=$9600 外聘導師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二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20x30=$9600 外聘導師 
          
中文/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三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200x30=$6000 外聘導師 
          
英文/數學補習班--中四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選修科補習班--中四級 同學對該科目有更深的認識 使能掌握並吸收課程內容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英文/數學補習班--中五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選修科補習班--中五級 加强該科目深入認識 使能掌握並吸收其內容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300x25=$7500 外聘導師 
          
英文補習班 --  中六級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基礎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問卷 02/2011-05/2011 10 16 4 $400x20=$800 外聘導師 
    總開支  $56,000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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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書 
 

校本津貼 -課程/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救 恩 書 院 
計劃統籌人姓名  :  李志誠副校長  聯絡電話 :   2660 8308 

 
獲本津貼資助/補足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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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舉辦期間/ 

日期 
預計受惠對象學

生人數#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機構
名稱 

(如適用) 

     綜援 全免 酌情
權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坊--中一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22/1/2011-12/2/2011 10 16 4 $150x20=3000 外聘校外教育機構導師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中二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22/1/2011-12/2/2011 10 16 4 $150x20=30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坊- 中三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22/1/2011-12/2/2011 10 16 4 $150x20=30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坊--中一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18/3/2011-18/3/2011 10 16 4 $150x20=30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坊--中二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18/3/2011-18/3/2011 10 16 4 $150x20=30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組織技巧學習坊(製作筆記) --中三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18/3/2011-21/3/2011 10 16 4 $60x30=18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考試技巧工作坊--中四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18/3/2011-24/3/2011 10 16 4 $60x30=18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高效能學習技巧工作坊--中五 加强學習技巧在課堂上能發揮表現 提升同學學習技能 問卷 18/3/2011-18/3/2011 10 16 4 $150x20=3000 聘請校外教育機構老師 

    總開支  $21,600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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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