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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200,000 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 - - - 計劃書(修訂版) 
計劃名稱 
熾熱 Teen使 – 學校支援計劃 
Teens Fraternity（此計劃與好心情@學校計劃有關）  

計劃編號 
2017/0858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編配) 

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協青社（協作學校︰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受惠對象 

(a) 界別: ✓小學 
(b) 學生: __ _ 440位______ (人數)*及____小三至小六____ (級別／年齡)* 
(c) 老師: _____50-60位_______ (人數)* 
(d) 家長: _____50-80位_______ (人數)* 
(e)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 _0間__ (數目及類型)* 

計劃書 
(I) 計劃需要 

(a) 
 
 
 
 
 
 

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1. 以體驗式學習及小組輔導的平台，增強參加者的個人自信，培養正向思維及建立正面價值觀； 
2. 協助參加者建立互助互信關係，鞏固有效之支援網絡； 
3. 建立「快樂」、「享受」和「喜悅」的生活及學習環境，提升參加者抗逆能力，以積極正面的

態度面對困難； 
4. 提升家長及教師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和精神危機的意識，加強其處理精神危機之能力。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 其他(請列明)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提及的需要。 
✓ 調查結果:  

1. 本港兒童及青少年自殺趨低齡化： 
於2017年公佈的自殺數據，根據死因裁判法庭截至2017年7月31日所提供的數據，中心估測

2016年香港每10萬人中就有12.6人死於自殺，而在2016年全年發生的24歲或以下青少年自殺

個案有69宗。中心估算，2016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為每10萬人中約8.9人，對比2015年
的每10萬人中8.4人有所上升。本港低齡自殺個案增加，情況非常需要關注，有自殺死者年

齡低至僅有10歲。 
舉行兒童自殺趨勢剖析發佈會，指截至2017年3月1日為止，11歲到13歲的成功自殺的學童共

有8宗，種種跡象都顯示香港青少年自殺的年齡出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11歲成功自殺的

形態已經開始形成，情況實在令人憂慮。而大部份成功自殺死亡都屬於隱性自殺，即事前並

沒有明顯的意圖及情緒的徵兆。 
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於2017年8月發表報告，檢視2012年及2013年期間共206宗兒童死亡

個案中，錄得20宗自殺個案，其中最年輕為11歲。由此可見，本港兒童及青少年自殺具明顯

低齡化的趨勢。 
2.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情況持續惡化： 
2016年9月至10月，以問卷訪問超過1000名高小初中學生。研究按照焦慮鬱結、家庭困境、

自殺意念三個類別量度兒童自殺潛在可能，學生得11分或以上會被列為潛在個案，結果分別

有31%的小學生及40%中學生為潛在個案。調查指出小學生樣本中，52%潛在個案中曾有過

想死的念頭，58%及59%的潛在個案感到悲傷及緊張。調查亦發現，逾半數小學潛在個案中，

父母經常呼喝及用力打他們。潛在自殺的個案中，有較高比例受訪者感到負面情緒，40%感

到無助，覺得將來漆黑一片，50%感到自我累贅，覺得沒有自己的存在，身邊的人會更快樂，

55%覺得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疏離。同時潛在個案的復元力較低，自己面對困難時不能保持

樂觀，及自我效能較低，感到自己人生是被他人和命運決定。 
「香港小學生焦慮指數」調查，訪問1,300多名小三至小六學生，發現他們焦慮指數達32.3，
對比4年前同一調查所得數據的30.4，上升8%，顯示小學生日常生活壓力有所上升，而當中

主要源自於學習壓力。於2017年以問卷調查，向9至13歲的小三至小六學生了解其情緒健康

的情況。調查結果發現，13.2%受訪小學生受抑鬱情緒困擾，即每7人有1人出現抑鬱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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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9.7%呈嚴重抑鬱徵狀，須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機構指，兒童期與青少年期的抑鬱相關，

部份會演變成其他精神病，最嚴重可致自殺行為。調查也顯示，近22%受訪小學生經常感壓

力，創3年新高。受訪者的首三大壓力來源均與學業有關，依次為功課太多、升中適應問題

及成績未如理想；調查也發現23%受訪學生「心理彈性」不足，即缺乏面對或接納情緒的能

力，屬引致抑鬱的最高風險因素。 
在2013年以電話調查，隨機訪問1010名12至29歲的本港青少年，發現其中30.9%(即313人)在
受訪之前的四個星期內持續受到情緒困擾。而當中有28%(即89人)從沒有向任何人求助。調

查中可見近年青少年的情緒智商薄弱，容易出現情緒困擾；更會一時衝動地作出自殘或自殺

行為，情況令人擔心。 
✓ 文獻研究綜述:  
1. 正向系統支援網絡有助增強抗逆力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青少年的成長和心理

發展受環境因素所影響。當中微觀系統(microsystem)和中觀系統(mesosystem)為直接影響青

少年價值體系之因素。微觀系統指與青年有切身關係的生活系統如家庭、學校；中觀系統指

各重要系統間的互動如家長與教職員的互動。當這些生態系統有效及正常運作時，青年便能

有足夠支援系統應付情緒困擾。  
資深臨牀心理學家曾就青年自殺趨勢有以下意見：「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如

果一個人有完整的社會支持網絡，心理上感到快樂，那麼即使他面對壓力，他們也不會自

殺。」。 
2. 發展品格強項有助建構精神健康 
運用體驗學習發展兒童及青少年之性格強項，有助提升他們之精神健康心理素質。正向心理

學之父：馬丁‧沙利文博士. (Dr. Martin Seligman)於2011年提出，若個人能於工作、休閒、

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中運用個人強項，會更容易感受到快樂及幸福圓滿，自然能具積極動機尋

求生命的意義及美好。 
於2017年6月對「香港家庭讓子女參與課餘活動狀況調查研究」指出，青年參加課餘活動的

種類偏重技能學習，不足一成受訪者子女有參加與品格培育、全人發展的課餘活動。在1280
個家庭中，讓子女參與「義工服務、制服團體」(9.0%)、「禮儀、社交及個人發展」(5.4%)
及「情緒管理」(3.2%)的課 餘活動。研究顯視品格強項之發展被大大忽視，同時青少年的

快樂及幸福指數也因應下降。 
於2017年7月研究指出超過一成的學生曾想自殺，生活滿意度下降且無望感波動(無望感則：

我可以看見我的未來全是不愉快的)，建議政府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學校及社區加強中學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推行青少年正面成長的課程。 
3. 正向教育取代負面情緒 
沙利文博士的正向心理學論指出令人生邁向美好的五個重要元素，分別包括：正向情緒

（Positive Emotion)、全心投入(Engagement)、正向人際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s)、意義

(Meanings)及成就感(Accomplishment)。計劃將以體驗式學習，揉合正向心理學及小組治療，

令兒童及青少年於團體協作項目、活動之中，學習與人相處合作，建立互助之正向人際關係，

以達致成功。期間他們因為成功而獲得正向之情緒及成就感，使其更能投入於生活之中。由

此可見，兒童及青少年獲得以上五個重要元素的成功，促使他們感到滿足及更具積極動機尋

求生命之意義。 
(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行的做法，以促進學

校發展，滿足其獨特需要。 
 
 
 
 

為回應及針對自殺低齡化之需要，計劃將運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建立愉快、安全而又具支

持作用的校園，為一群未具保護自己能力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教育及支援服務。『愉快校園能培

育愉快的學生』，故此本計劃將以歷奇為本輔導的活動形式，從愉快的團隊協作項目中培養在學

兒童「與人分享」、「正面思維」以及「享受生活」之正向價值觀；並透過家長和教師工作坊，加

強其對精神健康資訊的了解，為兒童建立互助平台，増強他們的支援網絡。 
以團隊協作項目，建立兒童及青少年正面價值觀和抗逆力，營造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 
根據我們的服務經驗，當兒童及青少年接觸到感興趣和新穎的文化平台時，其動機和正向轉變會

較高。因此計劃會以休閒文化項目如歷奇、街舞、和雜耍等作介入策略，讓參加者於培訓中「寓

遊戲於學習」，一方面讓他們發掘以及發展興趣，從而舒緩學習壓力，營造「享受生活」的氣氛。

另一方面透過於培訓中配合正面欣賞及鼓勵之手法，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和個人正面價值觀。兒童

及青少年於培訓中會面對各種挑戰，在面對失敗、壓力和嘗試解決困難的過程中可學會如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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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處理負面情緒，增強抗逆能力。 
舉行家長教師工作坊，加強精神健康資訊教育，強化兒童及青少年支援網絡 
根據研究顯示，重要的正向支援系統為有助青年面對逆境之重要因素，因此計劃會為教職員和家

長提供工作坊，加強他們對精神健康資訊的認識和了解，作青年的有效支援。而教職員雖致力處

理青年情緒需要，惟缺乏有關知識而難以介入。計劃會舉行家庭教師工作坊，邀請專業人士提供

精神健康資訊教育，讓家長和教職員學會辨識各類精神健康狀況及如何即時處理有精神危機之年

青人。當我們從家長以及老師身上入手，讓家長及老師明白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提升他們對於

精神健康的認識以及處理手法後，可加強青年在家庭和學校方面的支援網絡，學會以正面及積極

之態度面對逆境。 
 

(II) 計劃可行性 

(a) 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 方式／設計／活動 (申請人宜提供計劃/活動的安排，或提供教學的內容。) 

計劃將為全校師生以及家長提供正向教育訓練及專業培訓工作坊，並於挑戰日營和生活訓練營當

中為學生提供機會及平台，讓他們應用和實踐從課程所學到的概念、知識和技巧。 
計劃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學生。計劃會為全校學生舉行情緒管理及抗逆

力講座，從中使學生對精神健康和情緒管理有基本認識；並進行壓力指數測試，以了解個人情緒

健康。透過測試結果為參考，以及由教職員及社工推薦，從高小挑選共20位高危學生（精神壓力、

學習壓力或人際關係薄弱），參與一連串歷奇為本輔導及休閒項目體驗。計劃將由註冊社工以及

資深歷奇導師帶領，為參加者提供平台，認清個人情緒狀況及各項壓力來源，學習如何有效處理

其負面情緒以及訂定有效之減壓方法。同時，計劃亦培育對象學生如何增強個人人際技巧、多角

度思考及解決困難之能力，鞏固對象學生內在素質。 
計劃第二部分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將邀請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及註冊社工，

教授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如何辨識各類型「情緒警號」以及精神危機之徵兆，並提供基礎及即時之

處理方法；同時亦教導家長及教職員如何有效舒緩壓力及認識相關的社會支援服務，有效針對對

象學生之需要並作出回應。 
 (ii) 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01／2019)至(11／2019) 

月份／年

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參與者 

8/1/2019 情緒管理及抗逆力講座 
地點︰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學校禮堂 
時間︰每節2小時；共1節 
對象︰小三至小六學生共440人 
負責人員︰2名資深歷奇導師 
講者︰1名註冊社工 
講座將由註冊社工策劃，內容將包括以講座、遊戲以及角色扮演等方式向參加者介

紹如何辨識各類精神健康狀況、處理憤怒以及負面情緒，以提升參加者對情緒管理

的認識，從而學習管理情緒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講者亦會於講座當中與參加者進

行壓力指數測試，讓參加者了解個人精神健康狀態。 
20/2/2019, 
13/3/2019, 
20/3/2019, 
27/3/2019, 
10/4/2019, 
24/4/2019, 
8/5/2019, 
15/5/2019, 
22/5/2019, 
12/6/2019, 
19/6/2019, 
26/6/2019 

成長小組 
地點︰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學校課室 
時間︰每節2小時；共12 節 
對象︰經壓力指數測試及老師和社工的恆常觀察等多種數據蒐集方法篩選的20位
學生，當中三分一參加者為老師推薦表現較穩定之學生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小組主要以團隊挑戰項目以及個人素質培育作主旨，於小組當中將加入大量不同元

素，如歷奇項目、團隊建立等。參加者能夠從訓練當中，於其他參加者間建立互助

互信關係，鞏固有效之朋輩支援網絡。並建立「快樂」、「享受」和「喜悅」的環境，

提升參加者抗逆能力，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困難。一方面讓參加者能夠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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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信關係，一方面協助參加者培養良好正面之個人素質以及正面價值觀。而潛危

學生將轉介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團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20/2/2019
（三） 初建小組 8/5/2019

（三） 
發掘、發展以及發揮自身本

來的潛能 

13/3/2019
（三） 

組員間互相認識， 
於組員之間建立基本團隊

意識 

15/5/2019
（三） 

協助參加者建立支援網

絡，以及鼓勵參加者於有需

要時向合適的人求助 

20/3/2019
（三） 

認識以及了解何謂情緒及

認識如何管理情緒 
22/5/2019
（三） 

協助參加者建立支援網

絡，以及鼓勵參加者於有需

要時向合適的人求助 
27/3/2019
（三） 

以正面態度以及輕鬆的心

情面對生活上的事情 
12/6/2019
（三） 

協助籌備全校性精神健康

教育活動 
10/4/2019
（三） 學習如何運用逆向思維 19/6/2019

（三） 
協助籌備全校性精神健康

教育活動 

24/4/2019
（三） 

以逆向思維解決所面對之

困難 
26/6/2019
（三） 

重溫整個計劃所學，以鞏固

參加者所學以及所經歷的

過程，讓他們可內化所學之

內容，從而個人得到成長 
 

23/3/2019 挑戰日營 
地點︰ 
時間︰每節10小時；共1次 
對象︰經壓力指數測試及老師和社工的恆常觀察篩選的20位學生，當中三分一參加

者為老師推薦表現較穩定之學生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此部分將以休閒項目體驗、團隊挑戰項目以及繩網挑戰活動為參加者提供訓練。當

中將為參加者設計高峰經驗，讓參加者突破自我，學習以正面有效方法回應困難和

挑戰。而青年文化體驗及休閒日將會與其他單位協調合作，為參加者提供體驗各項

青年文化的機會，讓參加者踏出其安舒區，學習和體驗新事物。而潛危學生將轉介

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團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此部分將以休閒項目體驗、團隊挑戰項目以及繩網挑戰活動為參加者提供訓練。當

中將為參加者設計高峰經驗，讓參加者突破自我，學習以正面有效方法回應困難和

挑戰。 
26/4/2019 
– 
27/4/2019 

生活訓練營（兩日一夜共20小時） 
地點︰ 
時間︰每次20小時  
對象︰經壓力指數測試及老師和社工的恆常觀察篩選的20位學生，當中三分一參加

者為老師推薦表現較穩定之學生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活動將由註冊社工以及資深歷奇導師所籌劃，除住宿訓練外還會加入野外元素，旨

在透過上述活動讓參加者能夠體驗與平日不一樣的生活，突破自我。並且從野外挑

戰訓練當中提升其應付逆境的能力。以及從各項目當中讓組員間建立良好默契以及

緊密關係，從而擴大其朋輩支援網絡。而潛危學生將轉介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

導團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01/2018 – 
06/2019 

臨床心理初級支援服務 
地點︰ 
時間︰每節一小時；共24節 
對象︰經壓力指數測試及老師和社工的恆常觀察篩選的20位學生，當中三分一參加

者為老師推薦表現較穩定之學生 
負責人員︰1名臨床心理學家 
服務由臨床心理學家主理，透過臨床心理服務以正向心理學協助參加者建立正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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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模式以及推廣求助文化，於普及層面推廣精神健康。而潛危學生將轉介校內輔

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團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14/5/2019 家長工作坊 

地點︰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學校禮堂 
時間︰每節2小時；共1節 
對象︰家長共50-80人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以及1名資深歷奇導師 
講者︰1名資深註冊社工 
工作坊將以講座、影片播放、個案練習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討論如何辨識各類精神健

康問題及促進學生精神健康的策略、即時處理有精神危機的年青人、教導家長如何

有效舒緩壓力及尋找相關的社會支援服務，以及與家長探討如何有效地為年青人面

對精神健康問題作出預防措施，家長以提升青年人的支援網絡之有效性及有效地促

進其精神健康。 
8/3/2019 教師工作坊 

地點︰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學校禮堂 
時間︰每節1.5小時；共2節 
對象︰全校老師共60人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 
講者︰1名臨床心理學家 
活動將由臨床心理學家以及註冊社工策劃，工作坊將以講座、影片播放、個案練習

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討論如何辨識各類精神健康問題及促進學生精神健康的策略、即

時處理有精神危機的年青人、教導教師如何有效舒緩壓力及尋找相關的社會支援服

務，並協助教師掌握相關技巧以識別抗逆力較低的學生，並回應他們在心理、情緒

和發展方面的需要。 
27/6/2019  嘉年華 

地點︰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時間︰共2小時；共1節 
對象︰全校師生共460人 
負責人員︰1名註冊社工及4名資深歷奇導師 
活動將由註冊社工以及資深歷奇導師所籌劃，培育已參與深化訓練之30位同學擔任

大使，以攤位遊戲以及展板展覽之形式於校內宣揚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簡單處理

情緒管理的技巧，以提高其個人能力感。 
 

(b)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入程度 (時間、類別等): 

整個計劃將由本單位與校方共同訂定、策劃並推行。由本計劃聘用的同工與學校保持溝通，

與學校輔導團隊及／或學校社工及／或教育心理學家推展計劃下的各項工作，以確保計劃能

達到目標，並切合協作學校的需要，以及辦學信念和使命。而另一方面教師擔當觀察者以及

推動者之角色，一方面協助觀察學生在參與計劃前後的轉變；另一方面透過於家長教師工作

坊中學習精神健康資訊知識，為學生提供情緒支援，成為其生活支援網絡，陪伴其有效面對

逆境和情緒困擾。 
(ii) 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 (請剔選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服務受眾 ✓協作者 

✓其他(請列明) _推動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c) 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 港幣____$200,000______元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 (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理據 
項目 款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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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服 務 開

支 
情緒管理及抗逆力講座 
講者費用[($500+$450+$450)] x 
2小時 
 
成長小組 
導師費用 
[($500+$450+$450+$450) x 2小
時 x 12節] 
 
挑戰日營 
導師費用 
[($500+$450+$450+$450) x 10
小時] 
場地費用 ($400 x 10小時) 
 
生活訓練營 
導師費用 
[($500+$450+$450+$450) x 20
小時] 
場地費用 ($ 400 x 20小時) 
住宿費用 [$ 180 x (20名學生

+3名教師)] 
 
臨床心理初級支援服務 
初級支援服務費用($1,200 x 24
節) 
 
家長工作坊 
講者費用[($1,000+$500+$450) 
x 2小時] 
 
教師工作坊 
講者費用[($1,200+$500) x 2小
時] 
 
嘉年華 
導師費用

[($500+$450+$450+$450+$450) 
x 2小時] 
 

 
$2,800 

 
 
 
 
 

$44,400 
 
 
 
 

$18,500 
$4,000 

 
 
 
 
 

$37,000 
$8,000 
$4,140 

 
 
 
 
 

$28,800 
 
 
 

$3,900 
 

 
 

$3,600 
 
 
 
 
 

$4,600 

 
1名註冊社工及2名資深歷奇導師 
 
 
 
 
 
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提供足夠空間供參加者進行活動 
 
 
 
1名註冊社工及3名資深歷奇導師 
進行訓練和講解 
提供基本住宿設施及日用品 
 
 
 
 
1名臨床心理學家 
 
 
 
1名資深註冊社工、1名註冊社工及1
名資深歷奇導師 
 
 
1名臨床心理學家及1名註冊社工 
 
 
 
 
 
1名註冊社工及4名資深歷奇導師 

ii) 一般開支 情緒管理及抗逆力講座 
交通費用 
講座所需之文儀用品 
 
成長小組 
交通費用 ($350 x 12節) 
團隊挑戰項目物資 ($500 x 12
節) 
奬勵計劃相關開支($50 x 12節) 
 
挑戰日營 
活動物資費用 ($220 x 20人) 
奬勵計劃相關開支($40 x 20人) 
參加者交通費用 ($2,000) 

 
$200 
$410 

 
 
 

$4,200 
$6,000 

 
$600 

 
 

$4,400 
$800 

 $2,000 
 

 
 
 
 
 
 
 
進行小組活動所需工具及物資 
 
 
 
 
歷奇挑戰項目物資及文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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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訓練營 
活動物資費用 ($500 x 20人) 
奬勵計劃相關開支($80 x 20人) 
參加者交通費用 ($2,000) 
 
家長、教師工作坊 
交通費用($350 x 2節) 
 
嘉年華 
交通費用($350 x 1節) 
活動物資費用 
 
 
審計費用 

 
 

$10,000 
$1,600 
$2,000 

 
 

$700 
 
 
 

$350 
$2,000 

 
 

$5,000 

 
 
歷奇挑戰項目物資、文儀用品、煮

食用具及營具 
 
 
 
 
 
 
 
 
展板及攤位製作物資 

申請撥款總額 ($): $200,000  
* 請刪除不適用者 

 

(III)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請剔選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 觀察: 本單位導師以及學校老師將擔當觀察者的角色，於整個計劃當中觀察參加者的反

應，如是否積極、投入地參與。另外觀察參加者在參與活動之後所作出的轉變。                             
✓ 重點小組訪問: 計劃進行中以及完成後，分別隨機抽出個別學生家長以及老師作訪問，了

解參加者在參與計劃之後的轉變。  
✓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 本計劃開始以及完結時均會讓參加者填寫問卷。用以了解計

劃成效以及參加者在整個計劃過後其精神健康狀況之轉變。為使計劃的成效得以加強和延

續，申請人應在計劃完成後，向校方提交前測和後測的實證和數據，以便學校跟進。 
✓ 其他(數據分析) 本單位導師將根據參加者所填寫之問卷作數據分析，分析各參加者之心理

質素於計劃前後之轉變，以及分析其高危指數，以作計劃結束之後持續跟進。 
 

(IV)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進度報告 
1/1/2019 – 30/6/2019 31/7/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1/2019 – 30/6/2019 31/7/2019 

計劃總結報告 
1/1/2019 – 30/11/2019 29/2/2020 財政總結報告 

1/7/2019 – 30/11/2019 29/2/2020 

 
申請人將負責計劃參與者的安全，採取安全措施，以及遵守教育局  〈戶外活動指引〉

和其他相關的安全指引。  
 
申請人選擇服務供應商時，將遵照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進行報價或

投標，確保採購程序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