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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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香港步操樂團專業事務所導師提供步操

樂團訓練服務
藝術（音樂）

1/9/2021 -

31/8/2022
全校學生 38

學生排練出席率高，掌握基本樂器演奏技巧。

雖然因疫情關係，校外演出及比賽均相繼取消；但在各項校內活動的演出

均受到師生家長的讚賞

$76,853.62 E5 ✓

2
中四級藝術與文化 無人機航拍課程

導師費
提升學生STEAM能力 STEM

1/9/2021-

15/12/2021

中四級20位

學生
15

受限於疫情下網課安排，有小部份學生未能實習無人機的操作；但大部份

學生均能掌握初步的技巧，且表現良好，能激發起學習進階部份的興趣
$10,060.00 E5 ✓

3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報名費
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教導學生欣賞詩歌及

朗讀詩歌嘅技巧。
中文 2021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27 榮獲冠、亞及季軍各一名 $4,050.00 E1 ✓

4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法比賽 報名

費

培養學生對書法的興趣及教導學生書法技

巧。
英文 2021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4 全校學生參與比賽，大部份學生的作品不錯 $53.00 E1 ✓

5 中一紀律訓練教育日營 活動費 加強師生溝通，建立班內團隊精神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8-30/9/2021 中一級全級 125 學生在營內表現投入，且超過90%學生表示感到滿意或以上 $43,360.00 E1 ✓

6 中一級教育營 教練費 加強師生溝通，建立班內團隊精神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8-30/9/2021 中一級全級 110 學生在營內表現投入，且超過90%學生表示感到滿意或以上 $34,947.00 E5 ✓

7 多元活動課山藝班 教練費 聘請專業教練提供山藝課程 體育 10/2021至5/2022 中一至中二 11 學員表現良好，均表示享受遠足的樂趣 $11,000.00 E5 ✓

8 男子足球隊 活動費 聘請專業教練提供校隊訓練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40 參與學界比賽，而初級組更晉級複賽 $13,625.00 E1 ✓

9 男子籃球隊 活動費 讓學生學習及提升籃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46 參與學界比賽，而高級組更晉級複賽 $2,620.00 E1 ✓

10 暑期班 活動費
於暑期開設不同的興趣班，讓學生利用暑假

時間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
智能發展 8/2022 中一至中二 89 學生表現投入及積極，且出席率達80% $24,721.00 E1 ✓ ✓

11 棍網球隊 教練費 聘請專業教練提供專業訓練 體育 10/2021至5/2022 中一至中二 10 學生表現投入，且能認識和學習新興運動 $10,445.00 E5 ✓

12 電競單車訓練 活動費 聘請專業教練提供專業訓練 體育 2022年8月 中一至中二 11 學生表現投入，且能認識和學習新興運動 $4,400.00 E1 ✓

13 電競運動入校體驗 導師費 聘請專業教練提供專業訓練 體育 2022年5月 中一至中四 40 學生表現投入，表示對電競單車有初步的認識 $1,200.00 E5 ✓

14 領袖訓練日營 活動費
讓學生認識自己，並學習領袖的特質；培養

學生成為領袖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021年10月

中二至中五

的學生領袖
59 學生表現良好，超過90%的參加學生表示能夠從訓練營中學習成為領袖 $11,840.00 E1 ✓

15
Cambridge Occupational Analysts(COA)

programmes 活動費

讓學生了解自我各方面能力，並以此升學選

科之參考
英文 2022年5月 中三、中五 229 學生均完成測試，能於升學抉擇時參考個人的測試報告 $8,400.00 E1 ✓

16 中文朗誦 報名費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培養想像力和聯想力，

並陶冶性情
中文 12/11/2021 全校 10 榮獲1名季軍，10名優異獎狀，9名良好獎狀 $1,488.00 E1 ✓

17
文物探知館或香港文化博物館(中二級)     車

費
擴闊學生視野，提升協作、溝通、解難能力 多元智能 11/7/2022 中二 57 學生表現良好，考察過程投入，且匯報表現優異 $1,289.00 E2 ✓ ✓

18 2021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 報名費 拓闊視野，提升解難能力 數學 11/12/2021 中五 1 榮獲1名金獎，1名銀獎 $480.00 E1 ✓

19 ICAS比賽2022 報名費 拓闊視野，提升解難能力 數學 26/5/2022 中四、中五 24 榮獲13名Credit，3名Merit, 1名High Distinction $2,880.00 E1 ✓

20 建築模型比賽 活動費 參與全港性科技比賽，拓闊眼界 STEM 2021年9月 中四、中五 8 獲發參與證書 $278.00 E1 ✓

21 厭暴分不清 進食失調全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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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22 中五 94 50%的參與學生同意活動內容具啟發性 $800.00 E1 ✓

22 識睇惜體攤位遊戲日  活動費

透過遊戲及小型展覽增加同學對進食失調症

的認識，使他們掌握正確營養知識，建立正

面身體形象，並促進精神健康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1/6/2022 中一 125 參與同學表現投入，效果良好 $1,925.00 E1 ✓

23 護苗教育課程 活動費 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不同類型的性問題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3-24/11/2021 中二 116 活動整體滿意度達92% $1,160.00 E1 ✓

24 護苗教育課程(中五級) 活動費 瞭解自己的性別特點，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4-25/1/2022 中五 94 活動整體滿意度達88.5% $940.00 E1 ✓

25 中四級藝術與文化課程 小結他班 活動費
透過課堂讓學生接觸小結他，提升對學習樂

器之興趣
藝術（音樂） 7/9-14/12/2022 中四 12 能完成基本樂曲彈奏，表現符合要求 $4,235.00 E1 ✓

26 手鐘隊 導師費
訓練學生手眼協調及團體合作性，提升音樂

素養
藝術（音樂） 10/2022-6/2023 中一至中六 10 能完成練習幾首樂曲，於課外活動匯演時表現滿意 $3,000.00 E5 ✓

27 校際音樂節 報名費 器樂及聲樂均有同學參加 藝術（音樂） 1/3/2022 中一至中五 2 大部份同學可取得銅獎或以上獎項 $500.00 E1 ✓

28 多元學習中四赤柱行 中文科 車費
透過實境真情的安排，使學生能活用課堂所

學的描寫文技巧
中文 18/7/2022 中四 53 全體參加，並完成隨筆寫作，表現合要求 $2,402.00 E2 ✓

29
參觀文物探知館和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車費

透過參觀，讓學生了解香港文物的保育情況

，並理解公共衛生的相關政策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7/7/2022 中五 60

全體參加，並完成工作紙，從工作紙的表現可知，同學能從參觀中理解保

育及公共衛生的相關概念
$1,386.00 E2 ✓

二零二一/二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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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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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0
2022年全港學生科技大賽之避震爬山車大賽

報名費

由於疫情期間，改以製作環保避震爬山車大

賽形式比賽。學生透過使用環保物料製作爬

山車，學習爬山車的物理學知識

體育 2022/5/30
中四物理科

部份學生
2 榮獲季軍及3個優異獎 $400.00 E1 ✓

31 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活動費
學生透過製作月球車，學生學習月球車的知

識及制作技巧
科學 26/62022

中四及中五

物理各一位

學生

1 兩位學生以組別參賽及獲得三等獎 $138.00 E1 ✓

32 亞洲舞蹈盃2022 報名費 參與國際性賽事，增廣見聞，為校爭光 體育 2022年1月 中五 1 學生表現積極努力，尚未公佈比賽結果 $400.00 E1 ✓

33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報名費 參與全港性賽事，增廣見聞，為校爭光 體育 2022年6月 中四、中五 1
學生盡力作賽，其中一員更勇奪優等獎（第一名），獲申請演藝學院獎學

金的機會
$450.00 E1 ✓

34 舞蹈學會 導師費 籌備約15人的團體舞蹈表演 體育 五月及七月 中一至中三 13 練習進度良好，學生表演積極投入，尚未表演。 $7,348.00 E5 ✓

35
中三生涯規劃：「職業探索」工作坊

活動費

讓中三學生提早接觸多項職業，並體驗職業

所需技能
生涯規劃 21/7/2022 中三 70

學生表現投入，對四項職業技能(寵物美容、咖啡拉花、形象設計、醫護)

有基礎認識
$7,746.00 E1 ✓

36 自我認識工作坊 活動費
中一學生透過不同活動增加個人強弱項之了

解，從而確立個人成長目標
生涯規劃

15/3/2022、

17/5/2022、

7/6/2022

中一 125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能透過活動增加對自己之了解 $16,000.00 E1 ✓

37 高中生涯規劃課程 活動費

中四級學生透過完整規劃之生涯規劃課程，

讓學生全盤檢視個人能力，並提升軟性技巧

，迎接未來工作社會

生涯規劃 全學年 中四 80

大部份課程內容及活動均為學生初次接觸，學生興趣較高。其中，有關工

作世界之課程內容如職場體驗、工作形象等，均見學生投入。且學生能多

接觸不同業界人士，更真實地認實現實工作環境及要求

$102,865.00 E1 ✓

38 模擬放榜工作坊 活動費
模擬中六各升學申請、放榜階段，讓學生及

早規劃
生涯規劃 23/11/2021 中六 55

學生投入活動，加強對升學程序的了解及謹慎。尤其當中模擬真實放榜的

部份，學生感受甚深，提升學習動力
$7,462.00 E1 ✓

39 選科輔導工作坊 活動費
讓中三學生了解選科及升學之關係，以應付

高中選科
生涯規劃

4/1/2022、

22/2/2022、

8/3/2022

中三 125 學生明白選科需顧及的多項因素，從而更整全地考慮個人發展及未來志向 $16,000.00 E1 ✓

40 地理考察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車費
為豐富學科的學習，驗證課堂學習的知識及

為文憑試實地考察為本題目作準備
地理 15-7-2022

中六及中五

修讀地理的

學生

20 學生表現積極及投入，更能掌握文憑試實地考察為本題目的知識及技巧 $678.00 E2 ✓

41 地質公園考察 車費
為豐富學科的學習，驗證課堂學習的知識及

認識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地理 18-7-2022

中六修讀地

理學生 及地

理學會會員

13
學生表現積極，學生都很欣賞地質公園的景色，也增加對地質公園的認識

，學習珍惜寶貴的地質資源
$783.00 E2 ✓ ✓

42 活動課剪影班活動費

培養學生創意及具備多媒體製作能力，為日

後參與校園電視台製作節目及參加影片比賽

作準備

多元智能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二 10

大部分學生能投入課堂，導師亦能分享寶貴的業界經驗，讓學生更了解影

片拍攝及電視節目製作的過程。雖然因停止面授課及特別假期而未能按現

定計劃進行拍攝及剪接，但最後仍成功製作一段短片

$5,000.00 E1 ✓

43 旅遊與款待 款客服務體驗坊 活動費
為豐富學科的學習，驗證課堂學習的知識及

認識香港酒店服務業的實況
旅遊與款待 2022年7月 中五至中六 12

學生表現積極，學生都很欣賞主題公園的服務設計，也增加對酒店服務業

的認識
$3,540.00 E1 ✓

44  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2022 報名費
提升學生花式跳繩的比賽經驗及技術，並增

強自信心及團隊精神
體育 2022年6月

花式跳繩隊

隊員
5 學生表現積極 $250.00 E1 ✓

45 女子籃球隊訓練營 活動費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增強自信心及培養團隊

精神
體育 2022年7月

女子籃球隊

隊員
21 學生表現積極，提升了個人技術及團隊精神 $12,956.00 E1 ✓

46 女子籃球隊 教練費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增強自信心及培養團隊

精神
體育 全學年

女子籃球隊

隊員
22 學生的籃球技術有所提升 $68,784.00 E5 ✓

47 元朗區女子籃球公開賽2021 報名費
提升學生參加籃球比賽的經驗及技術，增強

自信心及團隊精神
體育 上學年

女子籃球隊

隊員
10 學生表現積極 $50.00 E1 ✓

48
全港中學校際三人籃球馬拉松(女子組) 報名

費

提升學生參加籃球比賽的經驗及技術，增強

自信心及團隊精神
體育 2022年7月

女子籃球隊

隊員
7 學生表現積極 $420.00 E1 ✓

49 花跳課程 教練費
提升學生花式跳繩技術，增強自信心及團隊

精神
體育 全學年

花式跳繩隊

隊員
13 學生的花跳技術有明顆提升 $19,636.00 E5 ✓

50 中四級藝術與文化課程 街舞班 導師費 提升學生跳舞技巧，增強自信心及團隊精神 體育 上學期 中四學生 14 學生表現積極 $6,065.00 E5 ✓

51 沙畫繪圖班 活動費 培養學生創意及具備不同媒介的創作能力 藝術 全學年 中一二學生 8 學生能於台上表演即興沙畫 $8,000.00 E1 ✓

52 新界地域室內賽艇比賽 報名費
讓學生參加校際比賽，建立練習目標，展示

練習成果
體育 下學年

室內賽艇隊

隊員
10 學生表現積極 $1,078.00 E1 ✓

53 中二成長小組(輔導組) 活動費
提升參加者社交能力，部份組員透過小組結

交朋友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上學期 中二學生 7

100%的參加者認同活動能夠達到其期望，並認為參與後能夠提升解決問

題能力、人際關係和社交能力
$30,000.00 E1 ✓

54 中五健康校園入班活動(輔導組) 活動費 透過講座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5/3/2022 中五學生 94 是次活動的滿意程度為96% $5,000.00 E1 ✓

55 中四級健康校園入班活動 活動費
透過zoom講座形式舉行，讓同學了解甚麼是

壓力及學習舒援壓力的方法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19/10/2021 中四學生 105

超過95%同學滿意是次分享的安排；以及97%同學認為講座有助同學日後

以正向方法處理壓力
$5,000.00 E1 ✓

56
中四級預防婚前性行為工作坊(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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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三思。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3/5/2022 中四學生 105

分男女兩組進行。女同學組對於工作坊的討論內容較感興趣，表現較為積

極
$5,000.00 E1 ✓

57 生物素養競賽 報名費 提高修讀生物的同學的學習素養 科學 15/1/2022
中六修讀生

物學生
5

有8位同學參加，雖然成績仍有待改善，但個別同學表現積極，努力預備

這個競賽
$625.00 E1 ✓

58 多元活動課(STEM Maker) 活動費

讓同學學習如何透過編程(micro:bit)製作三件

作品，包括智能種植系統、氣墊船及智能水

杯

STEM 全學年 中一二學生 13
大部份同學投入課程，雖不斷受疫情影響，但最終能完成三項產品並進行

小型氣墊船比賽
$32,360.00 E1 ✓

59 救世軍中一級性教育工作坊 活動費
增加學生對不同網絡色情陷阱的認識，提升

他們對網絡色情陷阱的警覺性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1/11/2022 中一二學生 125 學生對是次活動的整體滿意程度相當高，達 97%以上 $2,720.00 E1 ✓

60 提升學習及潛能發展 活動費

安排不同類型的技能學習之體驗式訓練活動

，從而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興趣及信心，

加強人際關係技巧及成長

智能發展 22/7/2022 中一二學生 241
學生表現理想，個別活動頗受歡迎，例如：射擊及桌上遊戲，同學表現十

分雀躍
$35,000.00 E1 ✓



61 領袖基礎訓練活動 活動費 提升學生的合作能力、聆聽和表達技巧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11/10/2021

中二至中四

學生
37 大部分學生表現理想，有95%同學表示滿意是次活動內容及安排 $5,000.00 E1 ✓

62 結他班  導師費 學習彈奏結他的基本技巧 藝術（音樂） 11/2021-7/2022 中一至中二 3 學生投入參與練習，於課外活動匯演時表現滿意 $900.00 E5 ✓

63  男子手球隊練習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手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18 參與校際比賽，高級組取得冠軍 $12,515.00 E5 ✓

64 女子手球隊練習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手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5 參與校際比賽，學生表現投入 $5,786.00 E5 ✓

65 女子排球隊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排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排球隊隊員 11 參與校際比賽，高級組取得冠軍，初級組殿軍 $20,765.00 E5 ✓

66 中二外展訓練  活動費 提升學生自信心 體育
27/9/2022至

28/9/2022
中二級學生 116 學生積極投入，對高繩網及跳碼頭活動最為難忘 $7,550.00 E1 ✓

67 乒乓球隊練習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乒乓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乒乓球隊隊

員
15 參與校際比賽，學生表現投入 $10,437.00 E5 ✓

68 男子排球隊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排球技術 體育 9/2021至8/2022 排球隊隊員 17 參與校際比賽，榮獲初級組亞軍 $11,054.00 E5 ✓

69 室內賽艇隊練習 教練費 學習及提升室內賽艇技術 體育
10/2021至

12/2021
中一至中六 11 參與校際比賽，男甲取得第十名 $3,300.00 E5 ✓

70 校際比賽報名 運動員證申請費用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增強自信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105 參與校際比賽，學生表現投入 $1,680.00 E1 ✓

71 球隊校際比賽 報名費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增強自信 體育 9/2021至8/2022 中一至中六 118 參與校際比賽，學生表現投入 $5,181.00 E1 ✓

72 機動恐龍工作坊及恐龍獵人之旅 車費 擴闊視野 多元智能 13/7/2022
入境處青年

領袖學員
18 學生表現投入，部分學生對恐龍已有深入認識 $614.00 E2 ✓

73 家政學會  活動費 提升學生烹飪技巧
食品科學與科

技

 21年11月至22

年7月
中一至中六 18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740.00 E1 ✓

$767,613.62

1.2

$0.00

$767,613.62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推行STEM相關活動 科學 E7

2 推行課外活動相關活動 體藝 E7

3 其他:推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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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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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69

$2,264.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943,532.68

$175,919.06

$172,6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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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