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1

1 全方位學習-學生個人申請開支 活動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71 見所屬科組報告。 $46,515.00 E1,E2,E3,E6     

2 中國語文科課外活動 : 實地考察、參觀 中國語文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61 見所屬科組報告。 $13,960.00 E1,E6  

3 中國語文科專題講座 中國語文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61 見所屬科組報告。 $7,760.00 E7   

4
English KLA Activities (Fiesta, English

Society and Magic World)
英國語文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61 見所屬科組報告。 $3,108.50 E1,E2,E6,E7  

5 生物科課外活動 : 生態營、參與比賽 生物科 全年 中四至中六 66 見所屬科組報告。 $300.00 E1  

6 化學科課外活動：實地考察、參觀、比賽 化學科 全年 中四至中六 72 見所屬科組報告。 $4,793.50 E1  

7
綜合科學科課外活動 : 實地考察、參觀、主題

學習、科學周
綜合科學科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20 見所屬科組報告。 $17,000.00 E1,E7  

8 歷史科課外活動: 實地考察、 參觀 歷史科 全年 中四至中六 63 見所屬科組報告。 $1,871.23 E1,E7  

9 乒乓球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3 見所屬科組報告。 $7,800.00
E1, E2, E5,

 E6, E7


10 羽毛球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42 見所屬科組報告。 $1,940.00
E1, E2, E5,

 E6, E7


11 男子籃球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44 見所屬科組報告。 $6,995.00
E1, E2, E5,

 E6, E7


12 射箭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2 見所屬科組報告。 $9,645.00
E1, E2, E5,

 E6, E7


13 室內賽艇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5 見所屬科組報告。 $4,608.00
E1, E2, E5,

 E6, E7


14 越野跑活動、校隊訓練 體育小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52 見所屬科組報告。 $923.40
E1, E2, E5,

 E6, E7


15 基督少年軍活動 基督少年軍 全年 中一至中五 38 見所屬科組報告。 $380.00 E1,E2,E6,E7  

16 海童軍活動 海童軍 全年 中一至中五 45 見所屬科組報告。 $11,680.00 E1,E2,E6,E7  

17 紅十字會活動 紅十字會 全年 中一至中五 47 見所屬科組報告。 $26.00 E1  

18 童軍活動 童軍 全年 中一至中五 33 見所屬科組報告。 $6,300.50 E1,E2,E6,E7  

19 陶藝課程 陶藝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9 見所屬科組報告。 $1,168.00 E7 

20 攝影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四 41 見所屬科組報告。 $27,600.00 E6 

21 航拍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四 40 見所屬科組報告。 $29,900.00 E6 

2020/2021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22 漫畫班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五 24 見所屬科組報告。 $33,600.00 E6 

23 非洲鼓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四 38 見所屬科組報告。 $23,000.00 E6 

24 教學社興趣班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四至中五 11 見所屬科組報告。 $16,000.00 E6 

25 視趣壁畫教學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四至中五 47 見所屬科組報告。 $11,025.00 E5 

26 陶藝深造教學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三 6 見所屬科組報告。 $10,132.50 E5 

27 其他短期全方位學習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一至中五 24 見所屬科組報告。 $5,000.00 E6 

28 與各項活動相關的交通費 其他學習經歷 全年 中三 106 見所屬科組報告。 $1,740.00 E2     

29 校際朗誦節報名費及交通費 英國語文科 上學期 中一至中六 20 見所屬科組報告。 $2,490.00 E1  

30 外購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生涯規劃活動 升輔組 全年 中四 118 見所屬科組報告。 $4,300.00 E6  

31 外購以模擬放榜為主題的生涯規劃活動 升輔組 全年 中五 108 見所屬科組報告。 $13,500.00 E6  

32 外購以職業體驗為主題的生涯規劃活動 升輔組 全年 中四 118 見所屬科組報告。 $15,000.00 E6  

33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輔導組 全年 中二至中五 40 見所屬科組報告。 $10,000.00 E6  

34 律己互勉計劃 訓育組 全年 中一至中三 22 見所屬科組報告。 $2,040.00 E6  

35 生命教育活動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661 見所屬科組報告。 $1,581.00 E1  

36 友你同樂 友伴同行 計劃 學生支援組 全年 中一至中五 30 見所屬科組報告。 $45,600.00 E6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99,282.63

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399,282.63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校園電視台及攝影班的攝影器材 影視製作 E1,E7

2 各體育及制服小組的運動器材 活動組 E1,E7

3 視覺藝術活動器材 視覺藝術科 E1,E7

4 推動各類音樂活動器材 音樂科 E1,E7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譚世安助理校長

100%

661

661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第2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第1.2項總開支

$33,626.00

$40,00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540,048.69

$140,766.06

$39,039.06

$28,101.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