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六/一七學年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沙田官立小學 

計劃統籌人 : 蔡家薇主任 聯絡電話 : 2605 3304 

 

獲資助計劃各項活動資料 ：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活動舉辦 

日期 

預計
受惠
學生
人數# 

預計
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
應機構名稱 

英語班 提升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 學生能有信心地用英語 
與人溝通 老師觀察 10.2016-6.2017 11 5700 Headstart 

Group.Ltd 

數學班 提升學生的數學興趣 
及運算能力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紙筆評估及統計學生

在比賽中的成績 10.2016-6.2017 20 12000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 

科學探究班 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精神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

中的表現 
10.2016-6.2017 6 4680 趣味科學園 

小主播培訓班 發掘學生的口才潛能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並能自行

撰寫講稿 
老師觀察及學生問卷 10.2016-6.2017 3 2500 立思顧問 

辯論班 
培養及發掘學生的辯論能

力 
學生掌握辯論的技巧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

中的表現及統計比賽

成績 

10.2016-6.2017 4 1440 新學制教育有限公
司 

LEGO機器人創
作班 

培養及發掘學生對 LEGO機
械人創作的興趣及潛質 學生能利用 LEGO創作機器人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

中的表現 10.2016-6.2017 2 2100 
Big Kids 
Education 
Association 

電腦班 加強學生操作電腦的技巧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在比賽中 
的成績 10.2016-6.2017 4 1920 創意學習教育中心 

綜合繪畫班 培養學生多種藝術的興趣 學生對多元的藝術有初步認識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
中的表現 10.2016-6.2017 11 5620 香港兒童多元智能

培訓中心 

陶藝班 培養學生認識及製作陶藝的
興趣 學生能掌握陶藝製作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 
10.2016-6.2017 4 4800 Muddy Creation 

迷你輕黏土班 培養學生認識輕黏土的興趣 學生能掌握利用輕黏土製作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 10.2016-6.2017 3 1440 小精靈藝術中心 

合唱團 提供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 參與校內綜藝表演及畢業典
禮的演出及校外比賽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及統計學生比賽

成績 
10.2016-6.2017 13 4745 Cheeks Up Co.LTD 



 

獨唱班 提供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 學生有信心參與校內表演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 10.2016-6.2017 1 760 Cheeks Up Co.LTD 

手鐘及手鈴班 提供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 學生有信心參與校內綜藝表演 統計參與演出的人數 10.2016-6.2017 5 4825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銀樂隊 提供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 參與校內綜藝表演及校外表演 統計參與演出的人數 10.2016-6.2017 5 13000 管樂家族製作公司 

管弦樂班 提供發展音樂潛能的機會 參與校內綜藝表演及校外表演 統計參與演出的人數 10.2016-6.2017 9 20000 譜揚樂務有限公司 

戲劇班 培養學生戲劇的興趣 參與校內綜藝表演及校外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10.2016-6.2017 2 5400 戲劇全天候 

藝術體操班 提供發展學生體操潛能的 
機會 

參與校內大型節目的演出及 
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10.2016-6.2017 2 3600 香港藝術體操協會 

兒童舞校隊 提供發展學生舞蹈潛能的 
機會 

參與校內大型節目的演出及 
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10.2016-6.2017 6 4950 星榆舞蹈學校 

中國舞校隊 提供發展學生舞蹈潛能的 
機會 

參與校內大型節目的演出及 
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10.2016-6.2017 5 8100 CY 舞蹈坊 

小一舞蹈遊樂
班 

提供發展學生舞蹈潛能的 
機會 表現優異同學可參加校隊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 10.2016-6.2017 2 1590 星榆舞蹈學校 

國術獅藝隊 

提高學生的運動潛能、技

巧、合作精神及欣賞中國文

化 

參與校內大型活動表演及校

外比賽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及統計學生比賽

成績 
10.2016-6.2017 4 4000 潤福堂(香港)國術龍

獅總會有限公司 

乒乓球校隊 提高學生乒乓球技巧及合作
精神 表現優異同學參加校際比賽 

老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 
的表現及統計學生比賽

成績 
10.2016-6.2017 2 1750 乒乓匯智競技中心 

THINK BIG培訓
班 培養學生製作電動車的興趣 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10.2016-6.2017 1 1375 Egg Technologies Co. 

羽毛球培訓班
及校隊 

提高學生的打羽毛球技巧及

合作精神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2 6120 銀河壁球會 

壁球校隊 A班 
提高學生的壁球技巧及合作

精神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1 4725 銀河壁球會 

壁球校隊 B班 
提高學生的壁球技巧及合作

精神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1 4725 銀河壁球會 



 

田徑校隊 A班 
提高學生田徑的技巧及發揮

體育的潛能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6 5280 Move Association 

LTD. 

田徑校隊 B班 
提高學生田徑的技巧及發揮

體育的潛能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2 1680 Move Association 

LTD. 

田徑校隊精英
培訓班 

提高學生田徑的技巧及發揮

體育的潛能 
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際比賽 統計學生比賽成績 9.2016-8.2017 7 5250 Move Association 

LTD. 

田徑基礎班 
提高學生田徑的技巧及發揮

體育的潛能 
表現優異的學生可進入校隊 統計學生進入校隊人數 10.2016-6.2017 6 1920 Move Association 

LTD. 

   

備註:  # 受惠學生: 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確認清貧的對象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