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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1.1

(組別/科目) (簡單描述) (簡述) (大約估計) (預算) (如有) (盡量預多)

排球學會 外展教練計劃 訓練學生 全學年 S1-S6 比賽 15,000$       

IH 中一圍村考察 認識傳統農村社會的建築及功能 1/2021 S1 觀察,工作紙 2,200$         

IH 參觀大館 認識活化保育的古跡 5/2021 S2 觀察,工作紙 2,200$          

戲劇學會 資助學生觀賞戲劇/車費 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2021初 S1-S5 活動問卷 2,500$         

綜合科學 參觀香港科學館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6/2021 S1,S2 完成 2,000$         

數學 不同類型的比賽 提升數學能力 全年 S1-S5 比賽 10,000$       

地理科 米埔濕地考察之旅 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育重要性 22/2/2021 S3 投入程度 2,200$          

地理科 高中地理考察課程 讓學生了解地理考察技巧 15/5/2021 S4,S5
投入程度、

匯報
1,800$          

活動簡介範疇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0-2021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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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

項)

 預算

開支

($)

監察/評估方法
對象

(級別)
舉行日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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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及環保

學會
東平洲考察 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育重要性 12/2020 高中 投入程度 3,500$         

地理及環保

學會
戶外考察 讓學生欣賞自然美景 5/2021 高中 投入程度 1,500$         

地理及環保

學會
零碳天地參觀 讓學生了解節能重要性 6/2021 各級 投入程度 1,800$         

中文科 硬筆書法比賽 培養學生書法藝術 10/2020 全校 比賽結果 500$           

中文科 校際朗誦比賽 培養自信心及朗誦技巧 10/2020 S1-S6 比賽結果 3,000$         

中文科 參觀中文大學(文化導賞) 認識中國文化及藝術 1/2021 S5 活動反思 1,800$          

中文科 欣賞話劇或參觀博物館 認識藝術文化 3/2021 2A
投入程度、

活動反思
5,000$         

中文科 參加校外寫作比賽 培養自信心及寫作能力 4/2021
初中及

高中
比賽結果 8,000$          

中文科 佛聯會中文科聯校小組討論比賽 提升學生的說話及思維能力 5/2021 S5
投入程度、

比賽結果
1,800$         

中文科 電影欣賞 學習劇本寫作(布局、對白運用)
10/2020-

2/2021
S6 活動感想 2,300$         

生物科 生物科考察課程
提升學生對生物科的興趣

、知識、技能
22,25/6/2021 S4,S5

老師觀察、

工作紙
4,000$          

生物科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提升學生對生物科的認識和保育意識 待定 S4,S5
老師觀察、

工作紙
2,600$          

佛青團
長青義工訓練計劃

（聯校義工服務）
義工訓練及服務（攤位設計） 7/2021 高中 活動感想 500$           

天文學會 天文講座及天文觀察活動(交通費) 天文講座及天文觀察 待定 S1-S5 3,000$         

天文學會 天文營(交通費及講座費用) 觀星及天文講座 待定 S3-S5 3,600$         

天文學會 太空館天域電影(入場費及交通費) 參觀太空館及觀賞天域電影 2/2021 S1-S5 2,500$         

物理科
迪士尼的物理世界

(入場費及交通費)

透過園區內的活動，了解有趣的

物理世界
4/2021 S3-S4 6,000$         

音樂科 香港藝術節Young Friends 藝術賞析 2-3/2021 S1-S5 出席率 2,400$         

音樂科 學生音樂會 藝術賞析 待定 S1-S3 出席率 3,000$         

音樂科 電影節學生放映會 藝術賞析 3-4/2021 出席率 1,000$         

中史科 出席學術講座 中史學科內容增益 2021 S1-S6 出席/觀察 1,000$         

中史學會 中史活動 提升中史學習興趣 2021 S1-S6 出席/觀察 1,000$          



公民教育組 出席義工服務活動/講座 提升德育公民意識 2021 S3-S6 出席/觀察 1,000$          

English

Languag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o widen horizons through poem

appreciation
11-12/2020 S1-S6 95% of students achieve 75 marks or above 5,000$         

English

Language
SOCLAR: Drama Program To appreciate drama 2/2021 S4

95% of students

attendance
5,000$         

Englis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To widen horizons through poem 12/2020 S2,S3 95% of students achieve 75 marks or above 2,000$         

English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To widen horizons through writing 9-10/2020 S3-S6 95% of students achieve 75 marks or above 7,000$         

總開支： 117,700$     

1.2

長跑 校際越野比賽 獲取多項獎項 11/2020 S1-S6 成績 4,000$         

長跑 校外長跑比賽 取得獎項 1/2021 S3-S6 成績 2,000$         

長跑 暑期長跑訓練營 領袖/團結精神培訓 15-17/7/2021 S1-S6 比賽 7,000$          

戲劇學會 戲劇工作坊 聘請APA演員系畢業生任教
10/2020-

4/2021
S1-S5 活動問卷 12,000$       

手球隊 手球隊訓練教練費 球隊訓練
9/2020-

8/2021
S1-S6

出席率

訓練表現
21,600$       

籃球(女) 外展教練計劃 增強體能，並培養同學的合作性
9/2020-

4/2021
S1-S6 出席率 5,640$         

羽毛球 外展教練計劃 增強體能，並培養同學的合作性
9/2020-

4/2021
S1-S6 出席率 6,600$         

童軍 小隊長/隊長童軍訓練課程 協助學生成為領袖及取得技能 待定 S1-S4
老師監察、

證書
1,000$          

童軍 日營訓練 提升學生團隊合作、發展潛能 待定 S1-S4 老師監察 11,500$         

紅十字會 「戰區90」探索活動

透過探索活動，讓學生放眼世界，

接觸世界另一邊的人道議題，

了解和反思個人與社會的聯繫。

7/2021 S2-S5 活動後分享環節 5,900$          

佛青團 寺院考察（慈山寺或圓通寺） 參加導賞活動，寺院禪修體驗 2-5/2021 全校 活動感想 6,000$         

魔術學會 學生魔術訓練
魔術基礎學習，了解相關原理，學習

遠景及近景魔術。
20/10/2020 S1-S5

出席情況及

導師口頭評語
48,000$        

音樂科 學校音樂節比賽 音樂比賽 2-3/2021 S1-S5 賽前準備及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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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



音樂科 音樂興趣班 音樂訓練 2-5/2021 S1-S5 出席率及問卷 10,000$       

音樂科 短片製作班 電影語言運用 待定 S4,S5 出席率、 10,000$       

舞蹈學會 舞蹈訓練 提升體藝能力/技能 2021 S1-S5 出席 10,000$       

學生支援組 Career Puzzle 生涯規劃課程(中四/五) 讓學生認清未來生涯規劃路向 3-8月/2021 中四 分享、問卷 22,500$       

學生支援組 Career Express(F3) 讓學生認清未來生涯規劃路向 24/3/2021 中三 分享、問卷 18,000$       

學生支援組 IPSC氣槍實用射擊班 訓練學生專注力和手眼協調能力 1月/ 2021 中二 觀察參加者表現 4,800$         

學生支援組 陽光學堂-健體訓練 為學生提供減壓機會及注意身心健康 3-5月/ 2021 中二至中四 觀察參加者表現 4,800$         

學生支援組 快樂「球」學氣球班 訓練學生專注力和手眼協調能力 10-11月 中二至中四 觀察、展示製成品 5,500$         
及建立成功感

女童軍 下廚樂 - 日式梳夫厘 培養學生家務技能 27.3.21(六) 中一至中五 食物製成品 900$           

女童軍 木工章 ( STEM ) 培養學生考取木工章 29.4.21(四) 中一至中五 STEM製成品 900$           

女童軍 插花章 培養學生多元化興趣 13.5.21(四) 中一至中五 簡單盆栽 2,100$         

女童軍 女童軍歷奇日營 培養學生自律、堅毅的精神 2021年6-7月 中一至中五 學生分享 6,000$         

女童軍 網上工藝課程 培養學生多元化興趣 13.11.2020 中一至中五 製作貓頭鷹雪櫃貼 900$           

輔導組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生命大使計劃訓練學生領導才幹及自律能力 9/2020-/2021 中三至中五 分享、問卷 3,000$         

輔導組 朋輩調解計劃 ( 禮物+午間活動 ) 訓練學生鮮解難能力 10/2020- 中五 分享、問卷 1,000$         

輔導組 中一級班際比賽 訓練學生團體合作精神 20/11/2020 中一 比賽結果 1,500$         

輔導組 中二級班際挑戰賽(KINBALL) 訓練學生團體合作精神 23/11/2020 中二 比賽結果 4,000$         

輔導組 中三級班際挑戰賽(地壺) 訓練學生團體合作精神 29/1/2021 中三 比賽結果 3,000$         

輔導組 中四班際比賽 訓練學生團體合作精神 24/3/2021 中五 比賽結果 3,000$         

輔導組 思動計劃活動 培養學生注意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10/2020-6/2021 全校 觀察、問卷 28,000$       

輔導組 面試及儀容技巧工作坊 提昇學生自我形象及與人溝通技巧 17-18/6/2021 中六 分享、問卷 7,000$         

輔導組 初中情緒管理小組 培養學生學習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 10-11月/2020 中二 分享、問卷 800$           

輔導組 高中情緒管理小組 培養學生學習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 10-11月/2020 中四 分享、問卷 500$           

輔導組 千棋百趣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及與人溝通的技巧 10-11月/2020 中一至中三 分享、問卷 7,500$         

輔導組 老師童年逐個捉 促進師生共融及建立關愛校園 10-11月/2020 中一至中六 觀察、參加人次 1,100$         

輔導組 師生競技比賽 促進師生共融及建立關愛校園 10-11月/2020 中一至中六 比賽結果 2,000$         

輔導組 感恩卡設計比賽 促進師生共融及建立關愛校園 2-3月/2021 中一至中六 比賽結果 3,000$         

輔導組 網絡欺凌啟示錄 (週會講座費) 提昇學生自我形象及與人溝通技巧 28/10/2020 中一至中三 分享、問卷 300$           

輔導組 網絡交友的危與機 (週會講座費) 提昇學生自我形象及與人溝通技巧 20/1/2021 中四至中六 分享、問卷 300$           

輔導組 輔導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提昇老師對校園欺凌問題的處理技巧 24/11/2020 本校老師 分享、問卷 300$           

輔導組 性格透視工作坊 提昇學生自我形象及與人溝通技巧,

為未來生涯規劃作準備

11/2020 或

5/2021

中五 分享、問卷 14,000$       



輔導組 多元智能挑戰營(車費及入營物資) 訓練學生領導才幹及自律能力 1-5/2/2021 中二 分享、問卷 15,000$       

輔導組 中六壓力處理講座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及與人溝通的技巧 9-10月/2020 中六 分享、問卷 1,500$         

輔導組 講呢D好啱Key小組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及與人溝通的技巧 4-5月/2021 中三至中五 分享、問卷 1,500$         

輔導組 家長小組 培養家校合作., 共建和諧校園 9-10月/2020初中SEN家長 分享、問卷 600$           

輔導組 校園玩 one night 促進師生共融及建立關愛校園 8-9/1/2021中一及中四、五 觀察、問卷 5,500$         

輔導組 生命教育培訓工作坊
培養學生注意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9/2020-

6/2021 中一至中六
分享、問卷 5,000$         

總開支： 338,540$     

1.3

普通話 朗誦比賽 10-12/2020 S1-S6 比賽 1,000$         

公民教育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 15-22/5/2021 S4-S6 匯報 130,000$      

公民教育 澳門考察 22-24/6/2021 S1-S6 匯報 50,000$        

物理科
台中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機器人

夏令營
機械人課程及比賽 7-8/2021 S3,S4 15,000$       

女童軍 女童軍地壺球比賽 培養學生對地壺球的興趣 2021年6-7月 中一至中五 比賽成果 600$           

總開支： 196,600$     

1.4

旅行 學校旅行 讓全校學生有另類的體驗 15/1/2021 S1-S6 教師學生回饋 36,000$         

班會活動 主題公園同樂日 師生聯誼
12/2020-

6/2021
6A 3,500$         

女童軍 學生制服資助 中一至中六 3,000$         

女童軍 女童軍獎章(由隊伍頒發) 中一至中六 2,500$         

女童軍 女童軍會員費 中一至中六 450$           

女童軍 醫療基金 中一至中六 50$             

女童軍 新春敬老活動手工製作 中一至中六 800$           

女童軍 集會活動物資 中一至中六 6,000$         

總開支： 52,300$      

705,140$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其他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



範疇

第2項

戲劇學會

手球隊

綜合科學

紅十字會

女童軍

女童軍

女童軍

女童軍

560

560

1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16,200$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721,34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大膠箱 500$                                                

竹 500$                                                

繩 400$                                                

露營燈 300$                                                

科組活動所需物資 舉行科組活動 3,000$                                              

紅十字會制服 學生制服津貼 4,500$                                              

添置無線咪及混音奘置 增強訓練及演出之舞台效果 4,000$                                              

手球隊隊衣津貼 購買比賽球衣 3,000$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預算開支 ($)用途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