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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度學校周年計畫 

關注事項一：推行正向教育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

表 
負責人 

1.1 培育學生

積極人生態度

及正確價值觀 

1.1.1 推行多樣化課程灌輸正確人生態度及價值

觀 

⚫ 持續推行佛化教育及禪修課程，培養積極人

生態度 

⚫ 各科統整課程，加強教授價值教育元素 

⚫ 於初中推行正向教育課程，建立正向價值觀 

⚫ 舉辦正向價值、禪修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

培育子女正向人生態度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家長認

為措施能培育學生積極人

生態度及正確價值觀 

⚫ 學生學習成果展現正確人

生態度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家長

問卷調查 

教師觀察 

全年 學術組、宗教事務

組、公德組、家長

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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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以自覺自利、覺他利他、緣起依他三大重點

為主題，舉辦不同的品格教育活動: 

(一)自覺自利(做個負責任的公民)：守法、誠信、

堅毅、勤勞 

⚫ 中一級紀律訓練 

 

(二)覺他利他 (尊重和關懷他人)：關愛、尊重他

人、同理心 

⚫ 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發揚慈悲心 

⚫ 中一迎新日營 

⚫ 中四訓練營 

 

(三)緣起依他(對社會及國家負責任)：責任感、承

擔、國民身份認同 

⚫ 每周舉行升旗禮及於重要日子進行「國旗下

的講話」 

⚫ 於校內播放國民教育相關影片及定期舉辦

相關展覽 

⚫ 通過境外考察及「姊妹學校交流計畫」安排

學生與當地學生交流，以增強學生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活動

培育學生積極人生態度及

正確價值觀 

⚫ 學生於活動展現正確人生

態度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家長

問卷調查 

教師觀察 

全年 訓導組、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社會

服務組、公德組、

境外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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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營造正向校園氛圍 

⚫ 校園展示以價值教育為主題的佈置，營造正

向氣氛 

⚫ 以正向價值觀設計班級壁報 

⚫ 師生於早會及周會分享正向人生經歷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營造正向校園氛圍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教師觀察 

全年 學術組、課外活動

組、社會服務組、

訓導組 

1.2 提升學生

抗逆能力 

1.2.1 舉辦相關講座或工作坊，加強學生抗逆能

力。 

⚫ 依期完成 

⚫ 七成師生認為措施能提升

學生抗逆力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輔導組 

1.2.2 透過體育活動，建立學生正確價值觀，以面

對逆境。 

⚫ 推動「晨跑計畫」 

 

⚫ 依期完成 

⚫ 學生於活動能展現正確價

值觀 

 

檢視記錄 

教師觀察 

全年 體育科 

1.3 提升學生

積極學習的態

度 

1.3.1 加強學生備課及反思習慣 

⚫ 各科優化已有的預習活動，強化學生備課的

習慣。 

⚫ 根據各科需要，定期與學生進行反思。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加強學生備課及反思習

慣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學術組 

 1.3.2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 在教學中啟發學生，讓他們明白學習的價值

與意義。 

⚫ 各科安排活動，鼓勵學生自主探索知識。 

⚫ 透過生涯規畫資源，舉辦不同活動，協助學

生訂立人生目標。 

⚫ 於班主任課協助學生訂立長、短期目標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有助學生明白學習學科

的意義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加幫助學生建立目標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加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 學生能訂立具體可行的目

標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教師觀察 

全年 學術組、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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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推動禪修，提升學生專注力，讓其更積極投

入課堂。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提升學生專注力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學術組、宗教事務

組 

1.4 加強教師

對正向教育理

念的掌握和實

踐 

1.4.1 舉辦教學工作坊，提升教師對正向價值教育

的了解 

1.4.2 鼓勵教師報讀相關課程，以及參加相關研討

會 

1.4.3 設立多元化平台鼓勵教師分享相關課堂經

驗。 

 

⚫ 七成教師認為措施能加強

教師對正向教育理念的掌

握和實踐 

檢視記錄 

教師問卷調查 

全年 教師發展組、學術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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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

表 
負責人 

2.1 增加學生

接觸英語的機

會，鞏固英語

基礎 

2.1.1 加強英文科與其他科組合作。 

⚫ 推動多元化跨科組英語活動。 

⚫ 擴展跨學科英語學習課程，邀請更多科目參

與，增加以英語教授科目的協作機會。 

 

⚫ 依期完成 

⚫ 七成參與教師認同合作有

效幫助學生鞏固英語基礎 

⚫ 七成學生認為措施能增加

接觸英語的機會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跨 學 科 英 語 學 習

組、學術組、英文

科 

2.1.2 優化校內英語學習氛圍。 

⚫ 優化課餘時間於小禮堂播放英語節目的安

排。 

⚫ 優化英語村室內設施 

⚫ 延長英語村開放時間，並播放英語節目讓學

生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 

⚫ 設立 English Café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氛

圍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學術組、英文科、

校園電視台 

2.1.3 配合電子閱讀策略，優化英語早讀安排。 

⚫ 善用網上資源（如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資

源），配合自攜裝置，推行電子早讀計畫。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培養學生英語閱讀習慣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學術組、英文科、

班主任、圖書館 

2.2 增加學生

運用英語的機

會，提升學習

自信 

2.2.1 優化多元英語延展活動，增加學生自信 

⚫ 班主任於點名時段與學生以英語溝通 

⚫ 推行「高中英文閱讀分享計畫」 

⚫ 邀請高年級的學生帶領低年級學生進行「英

文朗讀計畫」 

⚫ 舉辦「英語節（English Festival）」 

⚫ 依期完成 

⚫ 七成教師、學生認為措施

能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信

心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班主任、英文科、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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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行「英語通行證（English Passport）計

畫」 

 

 2.2.2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英語活動 ⚫ 七成師生認為措施能提升

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英文科 

 2.2.3 善用校外資源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 與校外團體合辦不同活動 

⚫ 七成師生認為措施能提升

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檢視記錄  

教師、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英文科 

 

 



2022年6月版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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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到校外觀賞音樂藝術節目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 中二至中五 150 $7,500.00 $50.00 觀賞音樂藝術節目 藝術（音樂） 老師觀察、學生     音樂科/王彥婷

2 邀請校外機構到校音樂表演 2022年10月2023年5月 中三至中五 150 $10,000.00 $66.67 欣賞音樂與藝術結合的表演 藝術（音樂）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音樂科/王彥婷

3 樂器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 180 $127,000.00 $2,111.11 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升學生音樂演奏

及合奏的技巧。
藝術（音樂）

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音樂

演奏技巧有提昇)
    音樂科/王彥婷

4 中樂團訓練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 35 $35,000.00 $2,285.71 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升學生音樂演奏

及合奏的技巧。
藝術（音樂）

有關學生的回饋意見調查／

評估報告
    音樂科/王彥婷

5 邀請校外機構到校表演或學生到校外觀賞藝術節目 2022年11月2023年5月 中三至中五 40 $6,000.00 $150.00
欣賞音樂與藝術結合的表演。活動結束

時，學生對舞台上的藝術表演有初步的

認識

跨學科            （

藝術及音樂）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視覺藝術/李綺薇

音樂科/王彥婷

6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 2023年7月 中四 121 $13,000.00 $107.44

安排同學參加聖雅各福群會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讓同學在模擬的工作環

境內，成為各行各業的員工，盡力完成

工作要求。同學亦會觀賞行業短片，透

過資深從業員的分享，了解不同行業的

工作實況、要求及特質。同學從活動中

反思個人志趣、能力及得著，訂立個人

的生涯規劃目標。鼓勵同學用心投入，

把握現在擁有的每一個機會，找到屬於

自己的路向，邁步向前。

生涯規劃 學生問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徐洪翔

7 基礎繪畫課程 2022年10至12月 中二至中五 60 $20,000.00 $333.33

學生以輕鬆的方法，提升學生繪畫人

物、景物及風景的興趣及技巧。課程結

束時，學生學會繪畫人物及繪畫風景畫

的基本技巧

藝術（視藝） 老師觀察、學生習作  



視覺藝術/李綺薇

8 外出藝術參觀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 中二至中五 40 $3,000.00 $75.00 欣賞不同媒介藝術展覽。活動結束時，

學生對展覽上的主題藝術有初步認識
藝術（視藝） 老師觀察、學生    視覺藝術/李綺薇

9 陶瓷手工藝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 中二至中五 40 $9,000.00 $225.00
以輕鬆的方法，學習陶瓷創作，陶冶性

情。活動結束時，學生能獨立製作一件

有主題性的作品

藝術（視藝） 老師觀察、學生習作    視覺藝術/李綺薇

10 壁畫工作坊 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 中二至中五 30 $10,000.00 $333.33
在學校繪畫壁畫創造美麗校園環境。工

作坊完結時，學生們能合力繪畫一幅校

園壁畫

藝術（視藝）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   
視覺藝術/李綺薇

優化學習環境小組/梁綺雯

11 戲劇工作坊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四 25 $49,200.00 $1,968.00
提升學生溝通技巧及解難能力；讓學生

接觸專業戲劇訓練，產生興趣，發揮創

意

藝術（戲劇）
參與戲劇比賽的表現;問卷

調查
   演藝學會/李偉揚

_2022－2023___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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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12 藝術教育活動‐‐《解構雷雨》演前講座及演出 29日9月2022年 中四 121 $8,160.00 $67.44 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戲劇）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13 劇團戲劇欣賞 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四 30 $6,000.00 $200.00 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戲劇） 問卷調查   演藝學會/李偉揚

14
中英劇團表演欣賞‐‐《解憂雜貨店》演出暨演後座談

會
27日11月2022年 中二至中四 21 $1,840.00 $87.62 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其他）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15 香港創意戲劇節比賽 2023年4月10‐12日 中一至中四 12 $1,050.00 $87.50 提升學生創意及表演能力 藝術（戲劇）
參與戲劇比賽的表現;問卷調

查
  演藝學會/李偉揚

16 戲劇體驗營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四 30 $7,500.00 $250.00 透過戲劇體驗活動，培養同學的表演能

力及團隊合作能力
藝術（戲劇） 問卷調查   演藝學會/李偉揚

17 故事及劇本創作/演繹獎勵計劃 2023年5月 中二至中四 16 $500.00 $31.25 提升學生創意及表演能力 藝術（戲劇）
參與戲劇活動的表現;問卷

調查
  演藝學會/李偉揚

18 舞蹈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四 10 $25,000.00 $2,500.00 提升學生審美觀；提升學生對舞蹈興趣 藝術（舞蹈）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19 其他學習經歷藝術體驗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四至中六 333 $17,000.00 $51.05 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 依期進行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20 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30 $1,000.00 $33.33
讓學生認識傳統書法、哲學、美學等等

中華文化，提升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

認識。

藝術（其他）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朱秀儀

21 運動示範(運動攀登/射擊訓練等)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100 $5,000.00 $50.00 參與不同運動示範活動，提升及發掘學

生對運動的興趣
體育 舉辦4次運動示範項目  體育學會/林振杰及常安然

22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26日10月2022年 中四 35 $12,500.00 $357.14

運用體驗式學習，讓學生認識私營企業

文化和工作環境，並了解積極的工作態

度與拓展個人技能的重要性，藉著終身

學習來把握工作機遇。

 跨學科           （

經濟及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問卷調查   
經濟/劉薏芬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謝明潔

23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26日10月2022年 中五 15 $7,000.00 $466.67
讓學生透過了解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工

作實況，學習款客服務業的營運技巧及

其工作職責和要求。

跨學科            （

經濟及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問卷調查   
經濟/劉薏芬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謝明潔

24 參觀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2022年10月 中一至中二 30 $1,000.00 $33.33 提升學生對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的設施

認識
科學 問卷調查  初中科學科/吳文雁

25 生物科生態系統考察活動 2022年10月及5月 中四至中六 50 $10,000.00 $200.00
通過考察不同生態系統，讓同學認識動

植物的分佈和適應性，明白生物與環境

間的關係及保育生境的重要性。

科學

小組分享

課堂表現

反思

問卷調查

   生物科/馬靜雯

26
香港科技大學所舉辦的中學/大學雙修課程為資優學

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渠道

2022年11月至2023年
4月 中三至中四 10 $10,000.00 $1,000.00

讓學生將大部份學習時間用於學校中作

健康、全面的個人發展。此外，亦讓他

們投放部份時間在香港科技大學加速學

習其感興趣之學科。

科學

小組報告

課堂表現

功課

期終評估

  

生物科/馬靜雯

化學科/秦家燕

物理科/黎行祺

數學科/梁鴻鈞

27 電腦繪畫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四至中六 20 $47,000.00 $2,350.00 讓學生深入了解於電腦繪畫的技巧及應

用

跨學科            （

電腦及視覺藝術）
問卷   

電腦科/潘琳

視覺藝術/李綺薇

28 本地文化承傳：長洲太平清醮 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25 $1,000.00 $40.00 讓學生透過到長洲實地考察，加深對太

平清醮及本地文化承傳的認識

跨學科

（歷史及通識）
問卷  

歷史科/陳翠紫            通

識科/高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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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化藝術體驗日/遊藝日 2022年12月 中一 130 $13,200.00 $100.00

以遊戲和體驗等形式，讓學生輕鬆愉快

地認識及感受中華文化及藝術；提升學

生對中華文化及藝術的體驗；提供更多

研習與討論中華文化及藝術的機會。

跨學科

（中文,視覺藝術,中史）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中文/林俊華 及彭偉諾

視覺藝術/李綺薇

中史/賴宝宝

30 香座製作班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25 $10,000.00 $400.00
由導師指導同學製作佛教用品——香座

，既培養同學的對手工藝的興趣，也能

攝引他們親近佛教。

跨學科

（佛學及視覺藝術）
問卷調查 

佛學學會/麥紀鋒

視藝學會/李綺薇

31 撰寫自述文章辦工作坊 2023年2月及7月 中五 114 $15,000.00 $131.58

「撰寫自述文章辦工作坊」將教授及協

助中五同學撰寫學生學習概覽及聯招申

請之自述文章，幫助改進同學自述文章

的質素及寫作技巧。

跨學科                          （

英文及生涯規劃）
學生問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徐洪翔

英文科/黎穎珊

32 騎樓導賞團 2023年2月至4月 中四至中五 25 $5,000.00 $200.00

透過社區導賞，讓學生認識深水埗戰前

的舊式樓宇及參觀香港部分式微的行業

，如皮革製造業等，從而提升學生學習

香港歷史的興趣。

跨學科

（歷史及通識）
問卷  

歷史科/陳翠紫            通

識科/高婉琴

33 參觀T-park 2023年3月 中一至中二 30 $2,000.00 $66.67 提升學生對淤泥焚化的認識 科學 問卷調查    初中科學科/吳文雁

34 環境教育課程-角落的生物 2023年3月至4月 中二級 128 $16,000.00 $125.00

在兩節課堂中帶領學生穿梭馬達加斯加

和冰島，了解當地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挑

戰與成果，培養成為一個有負任感和具

有關愛精神的的世界公民。

地理 問卷調查   地理科/劉瑞華

35 海洋公園生涯規劃活動 2023年4月 中五 19 $2,785.00 $146.58

讓學生近距離觀察幕後工作場地，提升

對各專業的認識和興趣，另與專業團隊

交流，了解不同崗位所面對的難題，培

養多角度思考及解難能力

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問卷調查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謝明潔

36 STEM課外興趣班、全校講座、比賽及STEM跨科目活

動
2023年5月至7月 中一至中五 619 $130,000.00 $210.02

透過在在課後及STEM Festival 舉行的

課外興趣班、全校講座、比賽及STEM
跨科目活動等﹐以 提升學生對STEM的

興趣和知識。

STEM 問卷調查   STEM/黎行祺

37 文化藝術體驗日/遊藝日 2023年7月 中二級 132 $13,200.00 $100.00

以遊戲和體驗等形式，讓學生輕鬆愉快

地認識及感受中華文化及藝術；提升學

生對中華文化及藝術的體驗；提供更多

研習與討論中華文化及藝術的機會。

跨學科

（中文,視藝,中史）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中文/林俊華 及彭偉諾

視覺藝術/李綺薇

中史/賴宝宝

38 理財教育工作坊 2023年7月 中四 132 $4,500.00 $34.09

透過模擬體驗遊戲，從經驗中學習，在

生活、工作、進修、儲蓄及消費等範疇

學會平衡理財，並協助他們建立穩健恰

當的金錢價值觀。。

跨學科（經濟及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問卷調查   

經濟/劉薏芬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謝明潔

39 班際閃避球比賽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717 $5,000.00 $6.97

學生可以通過體育運動比賽學習如何與

其他隊友合作，從而培養協作能力；並

懂得在比賽中如何應付失利局面，以提

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體育 完成比賽及問卷調查   體育學會/林振杰及常安然

40 理財教育互動講座 2023年7月 中三 128 $1,500.00 $11.72
介紹理財技巧及應用，將技巧扣連到生

涯規劃主題，讓學生明白規劃及實踐不

同人生目標的重要性。

跨學科

（經濟及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問卷調查   
經濟/劉薏芬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謝明潔

41 獨木舟訓練班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六 20 $7,000.00 $350.00
讓同學參與獨木舟水上活動，培育積極

和勇於面對困難態度，過程中增強自信

心

體育 成功考獲證書   體育學會/林振杰及常安然

42 獨木舟生態考察團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六 20 $15,000.00 $750.00

同學們需考取獨木舟一星證書後實踐獨

木舟技巧，划過一大片美妙而生機盎然

的紅樹林，探索多樣化的海岸生態環

境。

跨學科

（體育及地理）
完成活動及問卷調查  

體育學會/ /林振杰

地理科/劉瑞華

43 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 2022年11月 中三至中五 20 $2,000.00 $100.00 提高學生對演講興趣，發揮才能。 演講與辯論 比賽結果    演辯學會/謝穎琳

44 演辯工作坊(入門班) 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 中二至中三 15 $5,000.00 $333.33
提高學生對演講與辯論的興趣，並學

習不同的演辯技巧，發展潛能。
演講與辯論 問卷調查    演辯學會/謝穎琳

45 演辯工作坊(進階班) 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 中四至中五 15 $5,000.00 $333.33
提高學生對演講與辯論的興趣，並學

習不同的演辯技巧，發展潛能。
演講與辯論 問卷調查    演辯學會/謝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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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第三屆全港學生1vs1演辯之星挑戰賽 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6 $5,000.00 $833.33

鼓勵中學生主動積極地探討、認識基本

法；提高中學生與大眾的公民意識；藉

辯論比賽加強中學生的思維能力、創意

組織、說話技巧及團隊精神。

演講與辯論 比賽結果    演辯學會/謝穎琳

47 社際演講比賽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16 $900.00 $56.25 提高學生對演講興趣，發揮才能。 演講與辯論 問卷調查    演辯學會/謝穎琳

48 中一課外活動體驗日(兩天) 2023年7月 中一 130 $80,000.00 $615.38
透過多項體藝文化活動，擴闊學生的視

野，發掘學生的潛能，增強學生的自信

心

體藝文化活動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朱秀儀及林振杰

49 新興運動嘉年華 2023年7月 中二 128 $13,000.00 $101.56 接觸新興運動－芬蘭木柱，了解不同種

類的運動。
體藝文化活動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朱秀儀及林振杰

50 羽毛球校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30 $5,000.00 $166.67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羽毛球的興趣及

能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

神。

校隊訓練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體育科/吳兆華

51 游泳校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30 $45,000.00 $1,500.00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游泳的興趣及能

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體育科/林振杰及吳兆華

52 乒乓球校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30 $35,000.00 $1,166.67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乒乓球的興趣及

能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

神。

校隊訓練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體育科/林振杰

53 田徑校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80 $35,000.00 $437.50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田徑的興趣及能

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體育科/林振杰及常安然

54 男/女子排球校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40 $70,000.00 $1,750.00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排球的興趣及能

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體育科/林振杰及羅碧華

55 我的家本地遊系列

2022年11月至2023年
7月 中三至中五 90 $50,000.00 $555.56

配合不同學科的課程，提供機會讓學生

實地認識中華文化及國情，增加對國家

的歸屬感，並學習成為積極自主的學習

者。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活動期間須完成學習工作

紙。於交流活動後，進行問

卷調查及反思文章。

70%師生認為能學習中華文

化，促進對本地以至國家的

認識。

  境外交流學習組/吳兆華及賴宝宝

56 公德嘉年華 10日2月2023年 全校 717 $15,000.00 $20.92

透過講座，培養學生關愛與同理心；學

生組織攤位活動、舉行工作坊，加強學

生組織能力及團隊合作，增加對學校的

歸屬感。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57 升旗隊團隊訓練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 40 $5,000.00 $125.00 透過活動加培養學生領導才能、加強團

隊訓練
國家安全

依期完成、老師觀察、學生

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58 海洋公園生態考察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 50 $5,400.00 $108.00 加強學生對海洋生態與環境保育的認

識。
環境教育 學生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59 環保大使工作坊 2022年11月 中三至中四 25 $2,000.00 $80.00 培養學生的對環境保育的認識，加強學

生在學校宣傳環保訊息。
環境教育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60 長春社環境活動:瓶蓋中的森林工作坊 13日12月2022年 中一至中六 30 $2,500.00 $83.30 利用回收的膠樽升級再造成迷你盤景，

培養同學減廢再用的環保意識。
環境教育 問卷調查  綠色天地/劉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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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61 世界自然基金會海下灣海洋教育項目 – 海下初探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34 $6,500.00 $191.20

利用顯微鏡觀察浮游生物，認識其獨特

的形態及對大自然的重要性，並透過遊

戲認識並懂得選擇「可持續海鮮」，減

少生態足印，保護珍貴的海洋資源。

環境教育 問卷調查  綠色天地/劉瑞華

62 中一級紀律訓練計劃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一 130 $24,000.00 $184.62 讓學生學習服從紀律及團隊合作精神；

提升學生自律性。
價值觀教育 依期進行   輔導組/文嘉儀

63 中一級迎新日日營 2023年8月 中一 130 $20,000.00 $153.85

由合作機構、老師、社工及學長帶領迎

新活動，協助中一新生認識學校及同學

，盡早適應校園生活。 價值觀教育 依期進行  輔導組/文嘉儀

64 性教育工作坊/ 戀愛教育工作坊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中二至中三 254 $20,000.00 $78.74
讓學生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增加自我了

解，及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例如尊

重、責任感等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輔導組/文嘉儀

65 情緒健康工作坊/小組/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五 260 $20,000.00 $76.92 提升學生對情緒健康的認識及管理情緒

的技巧，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輔導組/文嘉儀

66 正向人生工作坊/小組/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五 260 $20,000.00 $76.92 幫助學生自我探索，促進社交思考的能

力，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輔導組/文嘉儀

67 生涯規劃活動: 堅趣體驗小組 2022年10  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三 8 $20,000.00 $2,500.00

透過個別面見、成長小組、職業探索體

驗活動及小組反思活動，擴闊對行業的

理解，增加自我認識，提高個人動力，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學生支援組/郭秀雯

68 班會活動日﹕中一迪士尼樂園探索之旅 24日10月2022年 中一 130 $45,500.00 $350.00

以生動有趣的自主體驗學習方式，引導

學生認識自己，定立目標，以正面積極

的心態追尋夢想，並勇於接受各種挑

戰。另外，透過班會活動，培養班中的

歸屬感及服務精神。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朱秀儀

69 班會活動日﹕中二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24日10月2022年 中二 123 $14,200.00 $115.45

透過特有的教育及保育景點，讓學生可

以按自己的興趣去探索，發掘大自然奧

秘及加深對各種動物的認識，從而提高

學習興趣。另外，透過班會活動，培養

班中的歸屬感及服務精神。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朱秀儀

70 班會活動日﹕中三至中六級班會活動 24日10月2022年 中三至中六 459 $30,000.00 $65.36 透過班會活動，培養班中的歸屬感及服

務精神
價值觀教育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71 學校旅行 24日11月2022年 中一、二及五 372 $95,510.00 $256.75 培養同學的個人領袖材能及團隊合作能

力
價值觀教育 依期進行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72 義工隊訓練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 中二至中五 40 $10,000.00 $250.00
讓學生掌握籌辦義工活動的技巧，並透

過探訪活動加強學生關懷社區，回饋社

會的決心

社會服務 問卷調查     服務團/彭偉諾及麥紀鋒

73 佛青團 2022年10月 中一至中六 717 $1,000.00 $1.39 讓學生參加佛青團的活動，加強他們關

懷社區的決心
社會服務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服務團/彭偉諾及麥紀鋒

74 興趣班 2022年10月 中一至中二 25 $1,460.00 $58.40 培養學生的煮食和做手工的技能。 女童軍 問卷調查   女童軍/TMK

75 宿營活動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二 25 $1,500.00 $60.00 培養學生的生活技能，以及宣傳保護環

境的訊息。
女童軍 問卷調查    女童軍/TMK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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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76 大哥哥大姐姐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四 30 $12,000.00 $400.00
透過訓練加強團隊合作、解難能力及溝

通能力，從而提升大哥哥大姐姐的自信

心及輔導中一新生的技巧。

領袖訓練 問卷調查   輔導組/文嘉儀

77 體育學會幹事團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15 $5,000.00 $333.33

養同學的領導才能、改善團隊合作態

度、活動策劃技巧、溝通技巧、應變能

力及自律性，為未來職業發展打好基

礎。

領袖訓練
完成最少2次活動及問卷調

查
    體育學會/林振杰及常安然

78 ITEEN領袖訓練活動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五 10 $3,000.00 $300.00 透過活動加培養學生領導才能 領袖訓練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79 領袖生訓練營 2023年7月 中二至中五 60 $10,000.00 $166.67 透過訓練營加強團隊合作、解難能力，

從而提升領袖生的工作效率。
領袖訓練 問卷調查    領袖生/彭偉諾及謝明潔

80 領袖訓練營 2023年3月 中四 121 $25,000.00 $206.61 透過不同活動加強培養學生領導才能，

團隊合作精神。
領袖訓練 老師觀察、學生問卷   

公德組/吳兆華

課外活動組/李偉揚

8,693 $1,456,905.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新加坡STEM及高等院校參訪團 2023年5月 中四至中五 20 $50,000.00 $2,500.00

參訪團將安排同學參觀新加坡科技發

展、研究及產業技術的運用，亦會參訪

當地的高等院校，讓同學親身參與工作

坊學習相關設計、科學及建築元素，培

養學生科研及工程方面的興趣，發掘他

們在科技方面的潛能，體驗新加坡文化

及了解將來升學出路。

STEM、生涯規劃 學習手冊及學生問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 徐洪翔

2 德國歷史文化與科技交流遊學體驗 13日12月2022年 中四至中五 33 $50,000.00 $1,515.15

考察著名歷史古蹟及科技發展，認識德

國如何應用綠色科技推動可持續發展。

體驗德國傳統文化，了解風土人情。與

當地學生作交流，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

機會，擴濶視野。

跨學科（其他）

於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

交流活動以滙報分享及工作

坊形式進行。於交流活動後

，進行問卷調查及反思文

章。70%師生認為活動能認

識不同國家文化及提升學習

英語的機會。

   境外交流學習組/馬靜雯及賴宝宝

3 日本禪修(高野山或京都奈良)之旅 2023年8月 中四至中五 55 $300,000.00 $5,454.55

通過禪修體驗及研討等活動，深化學生

對禪修認知，讓學生掌握專注法門。透

過禪修課程，培養積極人生態度，建立

學生正確價值觀。通過體驗日本傳統文

化，了解風土人情，以及中國文化外傳

歷史，擴濶視野。

價值觀教育

於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

交流活動以滙報分享及工作

坊形式進行。於交流活動後

，進行問卷調查及反思文

章。70%師生認為活動能加

深歷史認識及提升對禪修的

認知。

   境外交流學習組/馬靜雯及賴宝宝

4 海外體育交流團 2023年4月 中一至中六 25 $75,000.00 $3,000.00
讓學生了解運動競技比賽發展、專業人

才的培訓過程，以及與兩地運動員進行

交流活動，增進友誼。

體育

於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

會。於交流活動後，進行問

卷調查及撰寫反思文章，製

作壁佈展示及分享會滙報。

70%師生認為活動能擴闊學

生視野及促進兩地學生文化

交流。

    體育科/陳俊文及羅碧華

133 $475,000.00

8,826 $1,931,905.00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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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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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校內及校外STEM比賽/活動 (包括無人機比賽、編程比

購買比賽/活動的設備和物資

，包括無人機及晶片電路

等。

$20,000.00

2 Inno Centre 開放活動

購買開放活動所需的設備和

物資，包括STEM編程玩具及

書本，讓同學使用。

$15,000.00

3 GoodNotes 5 製作電子筆記
利用GoodNotes 5 製作電子筆

記，提升學習效能。
$4,500.00

4 網上英文體育自學平台

提供體育平台讓學生學習體

育時事、運動技術要點、體

育常識、賽例及規則等。

$16,500.00

$56,000.00

$1,987,905.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17

朱秀儀

全校學生人數︰ 717

職位： 課外活動主任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運 用 推 廣 閱 讀 津 貼 計 劃 書  

2022 –  2023 學 年  

 

推 廣 閱 讀 的 主 要 目 標 ：  

 

營 造 學 校 的 閱 讀 氛 圍 、 提 高 同 學 對 閱 讀 的 興 趣 、 讓 學 生 能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項 目 名 稱  預 算 開 支  ($) 

1. 購置圖書  

 

48,000.–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e 悅讀學校計劃 

  其他計劃   

3. 閱讀活動  

  聘請作家、專家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2,000.–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舉辦不同形式的校本閱讀活動             13,982.– 

總預算: 63,982.– 

 

 

 

 

 



 

運 用 推 廣 閱 讀 津 貼 計 劃 書  

2022 –  2023 學 年  

1 購置實體書    

 中文    

  圖書  12,000  

  報紙及雜誌  11,000  

  工具書  4,000  27,000 

 英文    

  圖書  8,000  

  報紙及雜誌  9,000  

  工具書  4,000  21,000 

     

2 聘請作家    2,000 

     

3 舉辦不同形式的校本閱讀活動   

  每月龍虎榜  1,000  

  上學期踴躍借書獎  1,000  

  下學期踴躍借書獎  1,000  

  資助學生參加與閱讀有關的活動  500  

  中一級閱讀分享優異獎  160  

  中四級閱讀分享優異獎  350  

  中五級閱讀分享優異獎  350  

  廣 泛 閱 讀 津 貼 計 劃   6,000  

  購買與閱讀有關活動的禮物  3,622  13,982 

     63,982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   
姊妹學校交流計畫書 

 

姊妹學校名稱：東莞虎門外語學校 

 
擬於本學年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視像會議討論 22-23 年度交流計劃  

2. 師生參訪姊妹學校  

3. 兩校教學交流活動 

4. 優化遠程視像教學系統及周邊支援設備 

5. 宣傳品製作 

6. 22-23 年度交流計劃檢討  

 

本校擬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A6  視像會議(全年檢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檢討全年計劃及作新一

學年計劃籌備 
 

 

 

 

 

 

 

 



 
乙. 教師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丙. 學生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丁. 家長層面 （*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擬運用的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津貼用途及預算開支：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6800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1500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30000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20000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6000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3000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1500 
N8  其他(請註明) : 宣傳品製作 HK$  20000 
 N9  學年預計總開支 HK$  150000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