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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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學會 中國語文科 2021年11月至2022年6

月

中一至中五 16 學生出席理想，投入活動，學生有

所得著及成長。

$9,200.00 E1
 

2 朗誦節報名費 英國語文科 2021年9月至2022年 11

月

中一至中六 15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比賽表現良

好。

$2,972.00 E1, E2
 

3 生物科課外活動 : 生物生態日營 生物科 2022年5月19日 中五 21 擴闊學生視野，走出課室，實地考

察，給同學真實的學習體驗，促進

學習興趣。

$730.00 E1



4 科學學會

- 有趣科學實驗

化學科 2022年6月14日及28日 中一至中五 51 能推廣學習科學的趣味，及引發學

習的動機。

$763.50 E1


5 到校工作坊「咖啡中的公平」 經濟科 2022年7月26日 中四及中五經濟

組

42 能讓學生反思資源的運用，並擴闊

視野及培養多角度思考，果效達

致。

$1,500.00 E6



6 旅遊與款待科活動

1. 參觀活化旅遊項目1881

2. 飛行學會工作坊

旅遊與款待科 2021年11月19日及12

月13日

中五、中六級旅

款科學生

31 學生投入參觀活動，並對活化古蹟

及飛行知識都有所增益。

$3,170.00 E1、E6

 

7 普通話活動

趣味普通話日(共2次)

普通話科 2022年3月30日

2022年5月25日

中一、二學生 180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踴躍交回遊戲

表格換取禮物，積極學習曾通話。

$2,095.00 E1



8 手球組訓練及比賽 手球組 全年 中一至中六 14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手球運動的

興趣提升。

$3,209.00 E1、E2、E6


9 乒乓球隊訓練及比賽 乒乓球隊 全年 中一至中六 24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乒乓球運動

的興趣提升，亦有優異的比賽成

績。

$25,948.00 E1、E2、E5



10 籃球隊訓練及比賽

—恆常訓練集會

—小球星培訓班

籃球隊 全年 中一至中六 38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籃球運動的

興趣提升，亦有優異的比賽成績。

$41,548.50 E1、E2、E5



11 排球隊訓練及比賽 排球隊 全年 中一至中六 21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排球運動的

興趣提升，亦有優異的比賽成績。

$4,413.00 E1、E2



12 排球隊訓練及比賽 羽毛球隊 全年 中一至中六 37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排球運動的

興趣提升。

$4,738.00 E1、E2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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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mf2
Typewriter
附件十七



13 射箭隊訓練及比賽 射箭隊 全年 中一至中六 11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射箭運動的

興趣提升，亦有優異的比賽成

績。。

$16,850.00 E1、E5、E6



14 室內賽艇隊訓練 室內賽艇隊 全年 中一至中五 16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射箭運動的

興趣提升，亦有優異的比賽成績。

$6,036.00 E1、E5、E6



15 學習童軍技能: 露營的知識、野外歷奇活動

的認識。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及訓練遵守紀

律的意識

海童軍 2021年10月至2022年 6

月上課天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五 40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童軍技能十

分感興趣。

$14,636.00 E1、 E2

 

16 女童軍恆常訓練活動：

步操

考取興趣章

學習手工藝

女童軍 2021年10月至2022年 6

月上課天逢星期一

中一至中五 30 學生能投入參與活動，學懂步操儀

式，全隊考章數目不少於15個。

$350.00 E1、 E2

 

17 學習童軍技能:  地圖閱讀、繩結

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增加戶外活動技能。

童軍 2021年10月至2022年 6

月上課天逢星期一

中一至中五 25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能掌握應用各

類戶外活動工具的知識。

$6,230.00 E1、 E2

 

18 棋藝訓練及活動：

—恆常棋藝組集會

—中國象棋精進班

棋藝組 2021年10月至2022年 6

月上課天逢星期四

中二至中五 34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象棋興趣及造

藝亦有所增益。

$7,774.80 E1、E6

 

19 「鄰住創本視」影片製作工作坊及拍攝活動

︰

- 17堂影片製作工作坊

- 2次拍攝活動

- 試後活動時段進行跨代共融影片放映暨分

享會

影視製作組 2021年10月30日

至2022年7月25日

中三至中四 9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影片製作的

認知有所加深。

$10,000.00 E6

 

20 教學社計劃

1. 參與「夢˙築職」計劃，到寵物美容店、

咖啡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

2. 舉辦環保種植新體驗計劃

社會服務團 全年 中一至中五 31 1.行業體驗，學生能親身體驗及了

解相關工作性質。

2. 與長者合作建設魚菜共生系統

，到安老院與長者交流及分享成果

，培育關愛文化。

$2,000.00 E1, E2, E6

 

21 班風建立活動

(1)初中生日會

(2)數學比賽

(3)層層疊比賽

(4)初中課室清潔比賽

(5)資訊素養小冊子問答比賽

(6)班際國安教育問答比賽

(7)群策群力展潛能(中一級)

(8)服務之星選舉

活動組

訓育組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19 透過舉行初中生日會、小組團康遊

戲及班際比賽，增強各班同學的凝

聚力及歸屬感，培育學生正向的價

值觀和態度。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及

積極答問，增強溝通及團隊協助。

$16,180.00 E1,E2,E6





22 視覺藝術科活動

陶藝組（A）：拉坯班

陶藝組（B）：製作小手工及小型陶藝作品

視覺藝術科及

陶藝組

2021年10月至2022年6

月

中一至中五 25 學生能掌握相關技巧，對陶藝、手

工創作的興趣有所提升。

$16,401.25 E1、E5



23 鋼琴訓練 音樂科 2022年8月 中三至中四 4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對鋼琴造藝有

所提升，亦能增加同學公開演奏的

信心。

$3,600.00 E1



24 體育運動推廣活動

各個學界比賽的交通費用、報名費用及訓練

用品

體育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19 學生投入比賽，拓寬視野，善用各

類訓練用品，提升技術及體能素

質。

$3,387.00 E1、E2,  E6



25 DSE模擬放榜工作坊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2022年5月24日 中五 102 同學表示活動能體驗到放榜的流程

及氣氛，增加對放榜程序及出路資

訊的認識，訂立明確升學目標的重

要性。

$13,500.00 E6



26 CAREER LIVE職業體驗遊戲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2021年12月6日 中四 55 同學認識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及要

求，增加了規劃未來的信心及能訂

立個人的目標。

$6,105.00 E6



27 舞台技術接觸工作坊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2021年10月27日 中二至中六 17 同學積極參與，了解舞台燈光及聲

效，部份走到舞台作親身體驗。

$3,000.00 E6



28 職場─理想與夢想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2021年11月16日 中五 102 同學明白到訂立目標及計劃的重要

性，能讓他們明白到時間管理、規

劃及行動的關係，加深了解人生價

值觀。

$15,000.00 E6



29 外出活動交通費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全年 中一至中六 276 / $4,660.00 E2


30 購買評估工具戶口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全年 中五至中六 207 同學順利完成，所得結果除可供同

學作參考外，亦會於小組輔導作其

中一項輔導材料。

$4,300.00 E1、E8



31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領袖訓練

-小組聚會

-保護蛋蛋活動

-義工服務

輔導組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6 學生出席率理想，參與活動投入。

參與同學能彼此尊重和關心，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15,000.00 E1, E2, E6





32 靈德及公民教育活動

1.國民教育活動

-荃城推廣國安法校園巡迴展覽活動

- 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2021 國家憲法日網上

問答比賽。

- 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初賽

-「第十四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2. 公民教育活動

- 廉政公署廉政互動劇場

- 廉政公署「高中iTeen領袖」計劃

3.國際文化校園

a. 本校靈德及公民教育組與Hong Kong

Team, Colorado合辦網絡英語會話Online

Conversation

b. 暑期英語聖經班(網絡視像)

靈德及公民教

育組 2021年11月15日至11

月19日

2021年11月22日至12

月3日

2022年2月14日至3月4

日

2022年3月7日至3月25

日

2022年6月13日

2021年12月4日

2021年10月至2022年5

月上課天逢星期一早

上8:00-8:30

2022年8月10日至12日

全校

中四

中四至中五

中一至中六

中一新生

611

97

4

20

50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校園巡迴展覽

有獎問答遊戲，及網上問答比賽，

提供交通費、奬品、紀念品等，令

同學更積極參與活動，學習效能大

大提升。

學生觀看廉政互動劇場話劇表演，

到廉政公署大樓參觀活動。認識廉

潔社會肅貪倡廉的重要性。

參與同學整體上對基督教信仰認識

多了，對提升英語說話能力及信心

略有增加。

同學整體表現投入，特別喜愛STEM

手工活動；學生大使能協助提升新

生參與活動的動機，讓中一新生更

快投入校園生活。

$7,170.00 E1, E2

 

33 友你同樂計劃

中二至中四學生，為他們安排小組訓練活動

，成為校園內的「友樂先鋒」。在校內推廣

和諧共融訊息，及為有需要同學提供朋輩支

援。

學生支援組 2022年2月至2022年 6

月上課天逢星期二

中一至中四 10 學生投入程度良好，學生問卷回應

十分正面，老師觀察活動的進行，

亦達到預期效果。

$39,000.00 E1, E2, E6

 

34 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課程

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課給高中學生參加，讓

他們涉獵學科以外不同範疇的知識，發掘自

身的興趣，選擇包括教學社義工服務、攝

影、視覺藝術、音樂、皮革工藝、3D打印、

Micro:bit編程、非洲鼓及航拍課程等。

活動組 全年 中四至中五 195 其他學習經歷課程學生問卷調查整

體得分均高於4.5分(滿分6分)，反

映大部分同學喜歡本年度其他學習

經歷課程的安排。同學亦主動建議

下年度想學習的技能或興趣班，將

會於下學年增加多一組新的課程，

配合學生的需要而設。

$231,561.55 E1、E5、E6

 

35 全方位學習-學生個人申請開支

—資助學生參與各類型全方位學習活動

活動組 全年 中一至中六 92 學生能得到全額或部份活動的費用

資助，擴闊參與不同類型的全方位

學習活動的機會，獲益良多。

$50,548.70 E1、 E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93,577.30第1.1項總開支



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593,577.3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2 拉坯班、陶藝製作等活動所使用的器材及物

品

E7 陶藝組

13 升旗訓練器財及服飾 E7 活動組

16 舉辦各類STEM活動所使用的器材及物品 E7 綜合科學科

17 支援全校各項活動拍攝及直播所需器材 E7 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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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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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611

611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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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738,338.84

$144,761.54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4,789.70

$39,817.40

$44,757.00

$45,397.44

譚世安副校長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第1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