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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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活動 – 《穿KENZO的女人》演出暨演後座談會﹕

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 2021年10月21月 中四 123 問卷調查 8,750  

2
舞蹈班﹕提升學生審美觀；讓學生接觸專業舞蹈訓練，產

生興趣，發揮創意。
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四 10

參與足球比賽的表現、學生問卷

調查
30,000   

3 劇團戲劇欣賞﹕提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五 30 問卷調查 6,000  

4
戲劇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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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五 30

參與戲劇比賽的表現、學生問卷

調查
45,375   

5 樂器班﹕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升學生音樂演奏的技巧。 體藝文化活動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150

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音樂演奏

技巧有提昇)

- 有關學生的回饋意見調查／評

估報告

250,000   

6
中樂團訓練﹕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升學生音樂演奏及合

奏的技巧。
體藝文化活動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35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的成績

- 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音樂演

奏技巧有提昇)

- 有關學生的回饋意見調查/評

估報告

80,000    

7
中一課外活動體驗日(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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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 中一 132 問卷調查 100,000   

8
《視覺表達與意會》繪畫講座及示範﹕透過講座及示範，

令學生更有效地運用視覺語言。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 中四至中六 30 問卷調查 8,000   

9
似顏繪課程﹕以輕鬆及幽默的方法，提升學生繪畫人物的

興趣及技巧。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40 檢視學生作品 15,000   

10 課後手工藝班﹕讓學生在課後享受手工製作的樂趣。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40 檢視學生作品 2,500   

11 壁畫工作坊﹕在學校繪畫壁畫創造美麗校園環境。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40 檢視學生作品 20,000   

12 版畫工作坊﹕教授學生製作版畫。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30 檢視學生作品 30,000   

13
繪畫基礎班﹕教授學生素描、水彩、塑膠彩等基本繪畫技

巧。
視覺藝術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40 檢視學生作品及問卷調查 30,000   

14
陶藝禪﹕在製作手捏陶瓷的過程中，滲入禪修的原素，讓

同學體會生活和藝術皆可入禪。
佛學科及藝術 2021年12月1日 中一至中六 30 問卷調查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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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學年

監察／

評估方法
活動簡介及目標編號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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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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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攝影師職業生涯體驗工作坊﹕此工作坊會講解作為專業攝

影師日常工作生活、工作前景、需要技能等，亦會簡單講

解使用數碼拍攝的各種基本技巧及概念，藉此提升拍攝質

素。

視覺藝術/STEM /

生涯規劃
2022年7月5日 全校 25 問卷調查 4,500  

16 STEM課外興趣班﹕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和知識。 STEM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720 問卷調查 50,000  

17 STEM參觀活動﹕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和知識。 STEM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720 問卷調查 5,000  

18 VR學習體驗班 ﹕跨科目活動，提升學生對VR學習的理解 STEM 2022年5月至7月 中一至中六 250 問卷調查 20,000  

19
中三STEM跨科目活動 ﹕跨科目活動提升學生對主題內容的

理解
STEM 2021年5月至7月 中三 120 問卷調查 15,000  

20
STEM Festival﹕舉行全校講座、比賽及興趣班等活公以提

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和知識
STEM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600 問卷調查 30,000  

21  科學工作坊﹕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科學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二 90 問卷調查 1,200 

22  科學參觀﹕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科學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二 40 問卷調查 300 

23
VR模擬場景製作課程﹕提升學生對VR模擬場景製作的興趣

和知識
電腦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40 問卷調查 50,000  

24 模擬飛行課程﹕提升學生對模擬飛行的興趣和知識 航空青年團 2021年10月至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20 問卷調查 50,000  

25
騎樓導賞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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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30
學生需寫一篇反思，以思考式微

行業的生存空間或發展路向。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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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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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及數學
2021年11月2022年4月 中三至中四 6

小組報告、課堂表現

功課及期終評估 20,000 

27

文化藝術體驗日/遊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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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視覺藝

術及中國歷史 2021年12月1日 中一 132 觀察、學生問卷 13,200   

28
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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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及經濟
2021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60 問卷調查 26,000  

29
演辯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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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辯學會 2022年1月至5月 中二至中五 28 問卷調查 3,000   

30

海洋奇趣大典：遊覽海洋奇觀，發掘海洋生物如何利用身

體特徵或獨門秘技，適應各種環境挑戰，認識海洋資源的

多元用途，學會珍惜海中瑰寶。

綠色天地 2022年4月13日 中三至中五 30 考察表現及問卷調查 6,900 

31
原野烹飪及露營活動 ﹕培養學生的生活技能，以及宣傳保

護環境的訊息。
女童軍 2022年4月 中一 16 問卷調查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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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財教育互動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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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財教育 2022年7月 中五 108 學生問卷 1,500   

33
撰寫自述文章辦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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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及生涯規劃 2022年3月及7月 中五 108 學生問卷 15,0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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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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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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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 2022年7月 中四 123 學生問卷 20,000 

35

中一級迎新日日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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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8月2022年 中一 132 依期進行 5,000  

36
中一級紀律訓練計劃﹕讓學生學習服從紀律及團隊合作精

神；提升學生自律性。

體育及        價

值觀教育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 132 依期進行 21,000   

37

性教育工作坊/ 戀愛教育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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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二及中三 260 問卷調查 25,000 

38
正向人生工作坊/小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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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三 70 問卷調查 30,000 

39
情緒健康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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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中四至中五 260 問卷調查 25,000 

40

第二十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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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香港市民明白基本法是與他們息息

相關的，加強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

信心。

德育、公民及  國

民教育
2021年10月至11月 中四至中五 4 比賽結果及問卷調查 3,300   

41

Student Volunteering at Crossroads: This activity enhances

students’ role as global citizens and to be aware of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society/ world as a whole

德育、公民及  國

民教育

2021年10月19日及        2022年5

月13日
中四及中五 25 學生問卷 7,000   

42 學校旅行﹕培養同學的個人領袖材能及團隊合作能力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021年11月 中一、二及五 367 依期進行 97,800  

43
海洋公園—海洋生態考察之旅﹕透過參觀教育活動，讓學

生對海洋生態有所認識及懂得保護海洋。
德育及公民教育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40 問卷調查 5,000 

44
升旗隊「團隊訓練及步操訓練計劃」﹕加強升旗隊的領導

能力及團隊精神。
國民教育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40 出席訓練及問卷調查 7,000  

45
接待組禮儀訓練班﹕透過訓練課程讓同學知道接待的適當

禮儀,並透過家長日實習，檢視學生所學。
服務學習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 中二至中三 40 問卷調查 8,000   

46
義工隊訓練﹕讓學生掌握籌辦義工活動的技巧，透過探訪

活動加強學生關懷社區，回饋社會的決心。
服務學習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二至中五 40 問卷調查 10,000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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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

評估方法
活動簡介及目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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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47
後台工作組及義工隊團隊合作訓練﹕透過團隊合作、解難

任務等加強後台工作組及義工隊的合作性，從而提升工作

效率。

服務學習 2022年1月 中一至中五 50 問卷調查 10,000   

48
中一級義工服務講座﹕讓中一同學初步了解義工工作性質

及不同範疇，日後更樂意參與其中。
服務學習 2022年5月 中一級 120 問卷調查 2,600   

49
乒乓球校隊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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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2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20,000  

50
游泳興趣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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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6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55,000   

51
羽毛球校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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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6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12,000   

52
足球校隊訓練: 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足球的興趣及能力，

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體育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3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1,000   

53
足球訓練班﹕提升學生足球技術水平；培養學生守紀律及

體育精神。
體育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中四 20

參與足球比賽的表現、學生問卷

調查
30,000  

54
新興運動嘉年華﹕接觸新興運動－芬蘭木柱，了解不同種

類的運動。
體育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三 130

依期進行，同學能親身體驗活動

，了解其起源、規則等
12,000  

55
溜冰興趣班﹕讓同學參與溜冰活動，增強自信心，訓練學

生平衡、肢體協調等。
體育 2022年1月至7月 中四至中六 15 能學習及相關運動的基本技能 3,000  

56

閃避球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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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至7月 中一至中六 300 完成比賽 10,000  

57
室內划艇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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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至7月 中一至中六 100 完成比賽 2,000  

58
獨木舟一星訓練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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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自信心。
體育及地理 2022年7月 中三至中六 24 考獲一星證書 12000  

59
獨木舟生態考察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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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及地理 2022年7月 中三至中六 24
能實踐獨木舟技巧到紅樹林考

察。
20,000  

60
田徑校隊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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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5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30,000  

61
籃球校隊訓練﹕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籃球的興趣及能力

，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4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60,000  

62
排球校隊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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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4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70,000  

63
跆拳道校隊訓練﹕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跆拳道的興趣及

能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15

參加考試、出席練習及    參加

比賽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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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室內賽艇校隊訓練﹕提升同學的體適能及對室內賽艇的興

趣及能力，鍛鍊學生的耐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校隊訓練 2021年9月及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20 出席練習及參加比賽 15,000  

65
大哥哥大姐姐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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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 中四 30 問卷調查 12,000  

66
領袖訓練活動﹕合作，提升領袖生個人能力及團隊合作能

力
領袖訓練 2021年10至2022年5月 中三至中五 65 問卷調查 10,000  

67
總領袖生訓練課程﹕透過課程學習如何成為稱職的總領袖

生，並透過與其他學校領袖生交流，提升工作能力。
領袖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 中五 4 問卷調查 2,400 

68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本校參與教育局與不同的紀律部隊合

作，推行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目標為學生提供紀律

及團隊訓練，以提升他們的自律、自信、團隊精神和抗逆

能力。 培養學生認識自我、作個人規劃、訂立目標及反思

和修訂，以及認識銜接的就業途徑，從而作出明智的升學

或就業選擇。

領袖訓練 2021年11月18至19日 中二及中三 20 觀察、學生問卷 3,000   

69
中四級領袖外展訓練計劃﹕透過領袖訓練活動，培養同學

的個人領袖才能及團隊合作能力。
領袖訓練 2022年1月 中四 12 依期進行 9,600 

70
領袖生訓練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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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1至3日 中二至中五 65 問卷調查 27,000  

71
健康校園計劃－領袖生訓練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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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1至3日 中三至中六 65 問卷調查 20,000  

72
學會幹事培訓計劃﹕透過領袖訓練活動，培養同學的個人

領袖材能及團隊合作能力。
領袖訓練 2022年8月 中三至中五 60 問卷調查 3,000 

$1,048,800.00

1.2

1

內地中華文化考察團﹕配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包

含內地考察及與之相關的專題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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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的學習者。

公民及社會發展及

中國歷史 2021年11月 中四至中五 240

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交流

活動後，進行問卷調查及專題研

習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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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0   

2

韓國地理及文化交流遊學體驗﹕考察韓國各種地理特徵，

如濟洲島的柱狀節理、火山等，認識地理景觀的形成原理

，同時反思大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體驗韓國文化及當

地風土人情。與韓國學生作交流，分享兩地青年的學習及

生活模式，了解海外升學途徑。

地理及生物 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40

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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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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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算總開支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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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

評估方法
活動簡介及目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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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3

克羅地亞歷史及文化交流遊學體驗﹕考察克羅地亞著名歷

史遺跡及城巿發展特色，了解國家如何能夠透過「一帶一

路」推動及發展經濟。體驗克羅地亞文化，了解當地風土

人情。與克羅地亞學生作交流，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機會

，擴濶視野。

英文
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40

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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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   

4
台灣青少年體育交流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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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 中三至中六 20

交流活動前，舉行簡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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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720,000.00

$1,768,800.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手提電腦MAC BOOK 藝術(其他)
處理音響效果、影片剪接，讓

同學使用

2 音響收音設備 藝術(其他)
處理音響效果、影片剪接，讓

同學使用

3
校內及校外STEM比賽/活動(包括無人機比賽、編程比賽及

創意比賽)
STEM

購買比賽/活動所需的設備和物

資，包括無人機及晶片電路等

4 Inno Centre 開放活動 STEM

購買開放活動所需的設備和物資

，包括STEM編程玩具，讓同學

使用

5 課程所需的設備和物資，包括模擬飛行設備等 STEM VR跨科學習課程

6 GoodNotes 5 自主學習
製作電子筆記，提升學習效能

7 網上英文體育自學平台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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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5,560.00

$30,000.00

$12,000.00

朱秀儀老師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2,074,360.00

$305,560.00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20

720

第1項預算總開支

$8,000.00

預算開支 ($)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2項預算總開支

$220,000.00

$12,00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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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算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