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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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操樂團隊 導師費及活動費
透過步操樂團的排練及表演，提升學生對音

樂的興趣、團體精神及自信心。
藝術（音樂）

10/2020 -

8/2021
F1-F3 25

學生對樂團的排練及安排的

滿意度為3.9/5分，符合預期
$45,291.00 E5 ✓

2 城大科學比賽 報名費
參加大學舉辦的模擬試，及早準備公開考試

，以及了解大學課程的要求。
科學 7/2020 F5 1

兩名學生分別獲得優異及滿

意的成績，而且在公開考試

中分別考獲LEVEL 5及LEVEL

4的成績

$180.00 E1 ✓

3 城大數理挑戰者計劃 報名費
參加大學舉辦的模擬試，及早準備公開考試

，以及了解大學課程的要求。
科學 7/2020 F5 1

兩名學生分別獲得優異及滿

意的成績，而且在公開考試

中分別考獲LEVEL 5及LEVEL

4的成績

$180.00 E1 ✓

4 文創手作坊 活動費
透過製作流行手作（如押花手作、浮游花、

鋼筆書法班等），陶冶性情，溫暖心靈。
藝術（視藝） 21/6/2023 F2 11

學生表現積極，氣氛投入，

作品精美，不少同學將製成

品敬贈家長、老師，場面溫

馨。

$1,482.00 E1 ✓

5 2122中一紀律訓練 活動費
提升學生的紀律意識，增加班團氣氛及適應

中學的生活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9/8，

29/8/2021
F.1 98

學生於活動中表現投入，部

份班別在活動中的氣氛有所

提升

$52,800.00 E1 ✓ ✓

6 入境處青年領袖訓練日營 活動費
了解入境處的工作，透過專業、紀律及全面

的訓練，培訓成為青年領袖
領袖訓練 29-30/7/2021 F.3 20

學生對入境處的工作有一定

的認識，及後還主動參與活

動

$1,398.00 E1 ✓ ✓ ✓

7 中一級訓練日營 活動費 增加學生班團的氣氛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8-29/6/2021 F.1 121
學生於活動中表現投入，在

活動中的氣氛有所提升
$15,600.00 E1 ✓ ✓

8 中五級訓練日營 活動費

增加學生班團的氣氛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從

而認識自己，找到將來方向，為文憑試作準

備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8-29/6/2021 F.5 81
除能提升班內的氣氛外，學

生還能認清自己，尋找目標
$15,600.00 E1 ✓ ✓

9 男子籃球隊 活動費
維持在暑假及疫情下提供練習及比賽，讓學

生在暑假中仍能保持身心健康
體育 8/2021 F2-F5 12

有80%以上的隊員出席暑假的

練習，並在暑假的一個比賽

中取得亞軍的成績

$3,724.00 E5 ✓

10 足球隊 教練費
維持在暑假及疫情下提供練習及比賽，讓學

生在暑假中仍能保持身心健康
體育 8/2021 F2-F5 26

有大約70%的隊員出席練習，

練習時態度及氣氛良好
$801.00 E5 ✓

11 桌上遊戲訓練 活動費
從桌上遊戲及社際比賽中，提升學生的思維

訓練
智能發展 1/6/2021 F2-F5 10

超過80%的出席率，在社際比

賽，學生表現投入
$4,000.00 E1 ✓

12 健身單車訓練  活動費 增加學生的體適能及心肺功能 體育 1/7/2021 F1-F3 223
學生表現投入及積極，並表

示對單車運動有興趣
$95,000.00 E1 ✓

13 ICAS 比賽報名費 擴闊學生視野及解難能力 數學 15/3/2021 F3-F4 9 5名學生獲得credit $765.00 E1 ✓

14 禍從口出–認識情緒化飲食講座 活動費 培養學生學習正面的壓力管理方法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7/4/2021 F5 81

同學投入活動，滿意活動內

容，從中學會了改善情緒化

飲食的方法

$800.00 E1 ✓

15 護苗教育課程(中二、五級) 活動費
同學懂得正確的性知識，並明白保護自己的

重要。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5-16/12/2020

及19/1/2021
F2,F5 209

同學對活動內容感興趣，活

動中學會正碓的性知識及兩

性相處技巧，

$2,070.00 E1 ✓

16 校際音樂節 報名費 提升同學音樂水平及自信 藝術（音樂） 3/2021 F1-F3 4
全部參賽同學均獲得良好或

以上證書
$965.00 E1 ✓

17 香港校際STEM運動5G大賽2021 活動費
透過科技鼓勵學生進行體育活動，以比賽形

式增加學生的投入感
跨學科（STEM） 6-7/2021 F1-F2 50

學生表現投入，並獲得卓越

學校獎及團體最高總步數獎
14950 E1 ✓

18 創意思維香港區比賽 報名費 提升學生創意能力 跨學科（STEM） 12/2020 F4 5
初次參與，了解比賽特質，

亦同時與其他學校進行交流
$1,500.00 E1 ✓

19 第57屆學校舞蹈節 報名費
學生參與全港性比賽，擴展學生視野，提高

舞蹈水平
藝術（其他） 6-7/2021 F5 2

榮獲甲等獎，增高學生自信

，繼續於舞蹈領域深造。
$300.00 E1 ✓

二零二零/二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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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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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用途＊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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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UV水晶膠及飾物製作班 活動費 提升專注，發揮創意 藝術（視藝） 23/6/2021 F1-F5 17
學生充分享受活動，並對製

成品感到滿足。
$1,465.00 E1 ✓

21 中六模擬放榜工作坊 活動費 模擬選科及升學選擇歷程 生涯規劃 16/11/2020 F6 47

學生能親身預早體驗升學必

經過程，警醒自己作更好準

備。

$6,221.00 E1 ✓

22 生涯規劃 活動費 讓學生學習各行業之工作資訊及環境 生涯規劃
25/5/2021,26/6

/2021
F4-F5 196

學生能透過實際場景及實習

了解不同行業的工作環境，

並得到業界人士分享工作經

驗

$8,400.00 E1 ✓

23 自我認識工作坊 活動費
增加學生的自我認識，建立良好的個人態度

及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9/2/2021,

2/3/2021,

11/5/2021

F1 121
學生能了解初中階段的自己

，結合個人特性訂立目標
$16,000.00 E1 ✓

24 財務管理工作坊 活動費
以互動形式培養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包括

投資及儲蓄的重要性。
財務管理 18/3/2021 F4 102

學生感到活動有趣，並學會

了財務管理在人生計劃中的

重要性

$4,800.00 E1 ✓

25 高中生涯規劃課程(中四) 活動費

從了解自己，到訂立目標、了解不同行業特

性及參加體驗課程，讓學生以完整課程了解

個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

7/1/2021-

3/6/2021期間逢

星期四

F4 102

學生在經歷課程後，認識了

眾多不同的人生出路。並透

過當中之職業培訓課程，深

入體驗一個行業的工作技巧

，及業界人士分享工作經

驗、見聞。

$150,000.00 E1 ✓

26 模擬面試工作坊(中六級) 活動費
提升學生的面試技巧，並協助他們準備升學

或就業面試。
生涯規劃

14/1/2021,

19/1/2021
F6 74

學生能練習面試技巧，對將

要面對之各項面試有所準

備。

$16,000.00 E1 ✓

27 選科輔導(中三級) 活動費
讓學生明白個人興趣及能力與升學選科的關

係，從而作出最適合學生的選擇。
生涯規劃

5/1/2021,

2/2/2021,

16/3/2021

F3 115

學生能明白中三階段對選科

的重要性，並謹慎思考學業

和選科。

$16,000.00 E1 ✓

28 女子籃球隊租場 活動費
透過籃球訓練，提升學生對籃球的興趣、團

體精神及自信心。
體育 8/2021 F2-6 19

有70%以上的隊員出席暑假的

練習，並在暑假的一個比賽

中取得亞軍的成績

$15,690.00 E5 ✓

29 電影學會 活動費
希望學生透過觀賞電影，更深入理解個人成

長的狀況及作出反思。
藝術（視藝） 1-8/7/2021 F1, F3 21

學生留心欣賞電影，並積極

與老師作交流
$372.00 E1 ✓

30
餐桌禮儀及餐飲服務工作坊 (中四、五級) 活

動費

邀請VTC導師舉辦工作坊，讓學生體驗款客

服務業工作，領略當中的樂趣和挑戰，引證

課本的理論與概念。

生涯規劃 3-25/5/2021 F4, F5 87
學生愉快學習，並積極投入

活動
$4,120.00 E1 ✓

31 花式跳繩 活動費
透過花跳訓練，提升學生對跳繩的興趣、自

信心及接受挑戰的勇氣。
體育

17/4/2021-

3/7/2021
F1-F5 14

有90%以上的隊員出席練習，

並在活動頒獎禮中表演。另

外有兩位隊員在比賽中得第

四名及優異獎

$1,710.00 E1 ✓

32 花式跳繩校隊訓練 教練費
透過花跳訓練，提升學生對跳繩的興趣、自

信心及接受挑戰的勇氣。
體育

17/4/2021-

3/7/2021
F1-F5 10

有90%以上的隊員出席練習，

並在活動頒獎禮中表演。另

外有兩位隊員在比賽中得第

四名及優異獎

$18,000.00 E5 ✓

33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朗誦比賽，提升英語表表達能

力及興趣，並增加公開演說的機會，提升信

心。

英文 11-1/2020 F1-F6 21
逾80%學生獲優良獎狀，其中

兩位學生更獲小組第二名。
$3,150.00 E1 ✓

34 沙畫體驗課程 活動費
邀請沙畫導師舉辦工作坊，讓學生體驗沙畫

樂趣同時發掘多於一種藝術創作媒介
藝術（視藝） 17/6-18/6/2021 F1-F3 13

學生愉快學習，並積極投入

活動
$3,987.00 E1 ✓

35 中一性教育工作坊 活動費
透過工作坊，解答各同學的性疑問，增進正

確的性知識，並協助建立良好的性態度。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4/11/2020 F1 121

亦有同學表示希望可以

了解更多有關同性戀或

談戀愛的議題。統計結

果反映同學對活動頗感

興趣。

$3,200.00 E1 ✓

36 中三性教育工作坊 活動費

透過工作坊，剖析色情物品及網絡性文化的

內容，建立健康的性價值觀，協助學生確立

面對色情文化的應有態度。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7/11/2020 F3 115

大多同學表示滿意活動的安

排,部分同學認為主題的內容

非常有興趣，反映活動適合

同學參與。

$3,200.00 E1 ✓

37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生物素養競賽2021  報名費
提高修讀生物的同學的學習素養 科學 23/12/2020 F6 2

四位同學參與，當中有兩位

同學分別獲得一等獎及優異

獎的佳績，十分令人鼓勵。

$150.00 E1 ✓



38 中四預防婚前性行為工作坊 活動費

透過講座形式，讓同學了解兩性關係，明白

到婚前性行為帶來的後果，從而讓他們發生

性行為前三思。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0/4/2021 F4 102
超過九成同學滿意是次講座

的內容和安排。
$5,000.00 E1 ✓

39
學生成長服務 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 活

動費

培養及訓練中二至中五同學成為朋輩輔導員

，使他們能支援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
價值觀教育

12/3 -

5/7/2021
F3 18

大哥姐表現出耐性、具創意

及主動，社工欣賞及認同他

們是十分合適參與本計劃。

雖然大哥姐與中一同學的相

處時間不多，但在觀察中，

中一同學能與大哥姐獲得良

好的相處經驗，有助他們投

入校園生活。

$21,000.00 E1 ✓

40 學生成長服務 午間活動 活動費

透過體驗遊戲、個人或隊際表演、個人挑戰

活動等，增加同學與人正面相處的機會、凝

聚參與，加強對校歸屬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3/2021 -

6/2021
F1 - F5 17

參與同學，由中二至中五，

表演獲得不少同學留意及欣

賞。參與的同學超出原訂的

數量，最後共有7個表演單位

參與此平台，而他們給予正

面評價，希望日後可以繼續

參與相似的表演活動。6月18

日安排的手工藝活動，數十

位中一及中二同學於校內進

行，參與初中同學對活動給

予正面評價，同樣地希望往

後有機會繼續相關活動。

$7,000.00 E1 ✓

41 學生成長服務 性教育活動 活動費
讓組員體驗不同的活動，擴闊眼界，並認識

女生基本的社交禮儀，提升自信心。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7/4 -

29/5/2021
F2 6

所有組員認為小組能夠增加

她們的自我價值
$6,000.00 E1 ✓

42 中文朗誦 報名費 提升他們演説信心 中文 11/2020 F1-F5 7
大部份獲良好獎狀，1名同學

奪得組別r第一名
$1,050.00 E1 ✓

43 女子手球隊 教練費 提供專業訓練予學生，提升技術水平。 體育 11/2020 F.3-F.6 7 進行了1次練習，成效未見。 $600.00 E1、E5 ✓

44 女子排球隊 教練及活動費 提供專業訓練予學生，提升技術水平。 體育 4/2021-7/2021 F.3-F.6 28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水平持

續提升。
$6,638.00 E1、E5 ✓

45 中一外展訓練 教練費 為學生升讀中二提供提升自信的活動。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2/7/2021 F1 65
能引起學生戊與外展活動的

動機。
$119,147.00 E5 ✓

46 中一活動課(山藝班) 導師費
透過山藝活動讓學生認悉大自然，舒展身

心。
體育 13/7/2021 F1 14

學生於完成理論課後進行遠

足活動，頗布滿足感。
$8,286.00 E5 ✓

47 中三G4成長活動(義工-21年1月) 活動費
線上線下混合模為學生提供服務學習的機

會。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2021 F3 115

學生於新模式中學習，表現

理想，獲受訪長者讚賞。
$10,000.00 E1 ✓

48 男子手球隊 教練費 提供專業訓練予學生，提升技術水平。 體育 1/11/2020 F.2-F.6 22 進行了1次練習，成效未見。 $440.00 E5 ✓

49 男子排球隊 教練費及活動費 提供專業訓練予學生，提升技術水平。 體育 4/2021-7/2021 F.2-F.5 18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水平持

續提升。
$8,746.00 E1、E5 ✓

50 參觀水警基地 車費 認識水警工作，建立正向觀念。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5/7/2021 F.1 11

獲水警熱誠招待，開拓學生

視野，為他們對紀律部隊的

工作建立正面的訊息。

$770.00 E2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24,548.00

1.2

1 2020 RoboFest 國際賽 活動費 提升學生視野及英語表達能力 跨學科（STEM） 11/2020 F4 5
進入決賽，學生能夠觀摩其

他國家隊伍表現及創意
$5,364.20 E3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364.20

$729,912.2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推行STEM相關活動 活動消耗品 跨學科（STEM） E7

2 推行課外活動相關活動 活動消耗品 體育 E7
98%

626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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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1.05

實際開支 ($)

$39,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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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推行相關活動 購買消耗品 其他(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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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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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永健副校長、吳凱平老師

98%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19,702.0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794,745.25

$64,83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