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一八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計劃統籌人姓名 : 陳妙堅主任 聯絡電話 : 2671 1071 

A.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 
實際受惠對象

學生人數# 
平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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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學券」形

式資助對象學生 

 

 

 

 

-. 

-資助對象學生參

觀迪士尼 

上學期:  

有 242位同學

使用過學券 

下學期: 

有 320位同學

使用過學券 

 

45人 

 

 

 

學券使用率為： 

上學期:  

242/358 x100%=68% 

下學期: 

320/477x100% 

=67.09% 

 

 

 

 

全學年 

 

 

 

 

. 

 

2018年 

3月 19日 

 

 

 

 

上學期: 

 $98,164.00 

下學期: 

 $154,827.00 

 

 

 $1,170 

 

 

1. 統計使用「學券」的學生

人數 

 

 

 

 

.. 

1. 詢問老師和學生的意見 

 

 

 

 

 

 

 

 

 

 

 

 

 總開支： $254,161.00  

備註:  

* 本年學校以「學券」形式資助對象學生參加由本校所舉辦之各項收費活動 – 每位對象學生在上學期共獲得兩張各值港幣二百元,兩張一百元及兩

張五十元的學券、下學期合共獲得兩張各值港幣兩百元,兩張一百元及兩張五十元的學券，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及需要參加本校的課外活動時，可以

學券支付課外活動所需的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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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上學期共向 358位合資格同學派發學券，當中 242位使用學券參加課外活動，下學期共向 477位合資格同學派發學券，當中 320位使用學券參

加課外活動(包括中樂組、畫班、網球班、舞蹈組、英文班、暑期興趣班等) 

    活動項目詳見附頁一至二



乙、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活動對受惠學生的成效評估如下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感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體觀感       

 

丙、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未能識別對象學生(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難以甄選 10%的酌情名額； 

  對象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 

  伙伴/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他(請說明)： 學生因居住地點偏遠、居於內地或課外活動與補習時間相撞而未能參加

校內的課外活動。                                               

 

丁、學生及家長有否對計劃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可選擇填/不填寫)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2017/18年度 學校通告(A068) 

全年培訓班招生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除了注重學生學業成績外，還舉辦多項課外活動，讓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詳情如下： 

項目 星期 時間 級別 負責老師 全年總費用 

藝術體操班 一 3:30pm-5:00pm P.2-P.5 麥的連 $700 

小型網球(初班) 二 3:30pm-4:30pm P.1-P.2 何婉嫻 $400 

毛筆書法班 二 3:30pm-4:30pm P.1-P.3 林雅蓮 $600 

英語空手道班 二 3:30pm-4:30pm P.4-P.6 李洲洋 $1050+$250(道袍) 

舞蹈(綜合舞)班 二 3:30pm-4:30pm P.1-P.2 曹頴芝 $600 

舞蹈(西方舞)班 二 3:30pm-5:30pm P.3-P.6 譚美鈿 $600 

機械工程小精英培訓班 四 3:30pm-4:30pm P.1 陳煒煒 $896 

羽毛球培訓班 四 3:30pm-5:00pm P.2-P.4 楊永亮 $935 

輕黏土班(一) 四 3:30pm-4:30pm P.1-P.2 袁麗嫻 $560 

輕黏土班(二) 四 3:30pm-4:30pm P.5-P.6 譚安健 $560 

塑膠彩畫班 四 3:30pm-4:30pm P.3-P.4 梁佩珊 $560 

跳繩 E(英語)班 四 3:30pm-5:00pm P.3-P.6 梅浩庭 $900 

Mbot機械人班 四 3:30pm-4:30pm P.5-P.6 梁佩思 $640 

乒乓球班 五 2:30pm-4:00pm P.2-P.5 方志剛 $510 

戲劇班 五 2:30pm-4:30pm P.3-P.6 呂君怡 全免 

劍橋(Starters P1-2)/ 五 2:30pm-4:00pm P.1-P.6 杜文珊 $585 
(Movers P3-4)/(Flyers 
P5-6)/ 

    $607.5/$652.5 
(KET >P6)  [*必須按能力報讀課程，完成初一級課程，才可報讀高一級課程。]   $675 
英語話劇興趣班 五 2:30pm-4:00pm P.1-P.6 杜文珊 $652.5 
跳繩 C(興趣)班 六 9:00am-10:30am P.4-P.6 梅浩庭 $800 
跳繩 D(興趣)班 六 10:30am-12:00n

n 

P.1-P.3 梅浩庭 $800 
足球興趣(初班) 六 9:00am-10:30am P.1-P.3 王  奇 $255 
足球興趣(高班) 六 10:30am-12:00n

n 

P.4-P.6 王  奇 $255 

 

中 

 

樂 

古箏 A組 六 9:00am-10:00am P.1-P.6 陳良清 $560 
笛子 A組 六 9:00am-10:00am P.1-P.6 陳良清 $560 
葫蘆蕬 六 11:00am-12:00n

n 

P.1-P.6 陳良清 $560 
二胡及敲擊 六 12:00nn-1:00pm P.1-P.6 陳良清 $560 
揚琴 A組 六 11:00am-12:00n

n 

P.1-P.6 陳良清 $560 
1. 因搬校事宜及為減省行政時間，本年度培訓班會將上學期及下學期合併為全年進行。 

2. 每位學生最多可選擇三項活動，如報名人數超過提供名額，校方將以電腦抽籤方式統籌處理。 

3. 同學暫不要繳交任何費用。獲選的同學，負責老師將直接通知交費及上課詳情。 

4. 可使用學校派發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學券。 

校長：                    謹啟 

                                                          (馮   育   意)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2017/18年度 學校通告(A068) 回條 

全年培訓班招生事宜 

馮校長： 

有關 2017/18年度上學期培訓班招生事宜，本人已全知悉。 

本人*  □ 會為敝子弟報名參加培訓班活動。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 不會為敝子弟報名參加培訓班活動。         (*請於適當□加 ) 

(   )班學生:             學號(   )家長簽署：              二零一七年___月     日 

附頁一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2017/18 年度 學校通告(A202) 

下學期培訓班招生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除了注重學生學業成績外，還舉辦多項課外活動，讓學生發展多元智能。由於上學

期參加人數眾多，  貴子弟未能分配任何活動班，現特為  貴子弟提供下列課程： 

項目 星期 時間 級別 負責老師 總費用 

籃球興趣班 一 3:30pm-4:30pm P.1-P.5 王奇 $320 

小結他班 三 3:30pm-4:30pm P.1-P.5 姚嬋貞 $530+$198(小結他) 

英文會話及聆聽

課程 
三 3:30pm-4:30pm P.1-P.5 杜文珊 $400 

英語魔術師課程 三 3:30pm-4:30pm P.1-P.5 杜文珊 $550 

 

5. 每位學生可填寫三個志願，如報名人數超過提供名額，校方將以電腦抽籤方式統籌處理。 

6. 同學暫不要繳交任何費用。獲選的同學，負責老師將直接通知交費及上課詳情。 

7. 可使用學校派發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學券。 

校長：                    謹啟 

                                                (馮   育   意)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2017/18 年度 學校通告(A202) 回條 

下學期培訓班招生事宜 

馮校長： 

有關 2017/18年度下學期培訓班招生事宜，本人已全知悉。 

本人*  □ 會為敝子弟報名參加培訓班活動。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 不會為敝子弟報名參加培訓班活動。         (*請於適當□加 ) 

 

(  )班學生:           學號(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一月     日 

附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