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二二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負責人姓名 : 倪飛雪副校長   聯絡電話:  29589694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86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29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17 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40 名) B. 獲校本津貼

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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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功課輔導班

(一)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根基 建立對學習的信心和能力 會議檢討、問卷 10 月至 1 月 1 10 3 10,000 外聘導師 

中一級功課輔導班

(二)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根基 建立對學習的信心和能力 會議檢討、問卷 3 月至 5 月 1 10 3 10,000 外聘導師 

中二級功課輔導班

(一)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根基 建立對學習的信心和能力 會議檢討、問卷 10 月至 1 月 2 21 7 10,000 外聘導師 

中二級功課輔導班

(二) 
協助同學打好學習根基 建立對學習的信心和能力 會議檢討、問卷 3 月至 5 月 2 21 7 10,000 外聘導師 

S.1 Eng Bridging Course 

- Phonic 
Enhance the skills of 

phonics 

Students can pronounce most of 

the English words correctly 

會議檢討、觀察 7 月至 8 月 1 10 3 20,000 外聘導師 

S.4 English Writing 

Skills Enhancement 

Course 

Strengthen language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of 

writing for different genres 

Students can elaborate ideas, 

write in accurate grammar and 

decent language styles 

學生課業 1 月至 5 月 3 20 7 15,000 外聘導師 

S.5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Enhance the writing skills 

and elaborate ideas with 

creativity 

Students can develop more 

creative ideas in their writing 

assignments 

學生課業 9 月至 1 月 3 20 7 15,000 外聘導師 

S.6 English Critical 

Writing Course 

Develop a critical mind of 

writing and organizing 

ideas 

Students can b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writing skill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學生課業 9 月至 1 月 3 20 7 15,000 外聘導師 

S.6 Summer Advanced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writing course 

Strengthen listening and 

writing proficiency 

Students can listen and read for 

the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practical tasks 

學生課業 7 月至 8 月 3 20 7 10,000 外聘導師 

中六級數學拔尖班 增強學生科目知識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信心 問卷 9 月至 2 月 3 20 7 12000 外聘導師 



中三級數學 M2 先修

班 

增強學生科目知識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信心 問卷 7 月至 8 月 3 20 7 
4800 

外聘導師 

中三級數學增潤班 提升學生數學基礎的能

力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信心 問卷 11 月至 5 月 3 20 7 
4800 

外聘導師 

中三級數學拔尖班 增強學生科目知識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信心 問卷 11 月至 5 月 3 20 7 2400 外聘導師 

中六級地理科應試班 
增強學生應試的知識和

技巧 

提高學生應考 DSE 信心及能

力 
問卷 10 月至 1 月 0 5 1 12,900 外聘導師 

 

活動項目總數： 13 

   ＠
學生人次 31 232 79 總支出  

   **總學生 

人次
 342 1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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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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