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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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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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文學營 提升學生文學素養 9/2020-7/2021 中三級6人 問卷調查 15,000$            CHIN-2021-005 教材製作 ✓ ✓

推廣文藝活動 推廣文藝學習 9/2020-7/2021 全校 問卷調查 20,000$            CHIN-2021-007 參與文藝活動 ✓ ✓

 English reading promotion talks / seminars / workshops on OLE DayExpose S1 students to different genres & kindle their interest in extensive reading 3/2021 中一級

(a) onsite observation (b) onsite photo-

taking (c) onsite video-recording of

students' involvement

10,000$            ENG-2021-007 remuneration for facilitator(s) / service provider(s) ✓

 Entry fees for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xpose students to English poetry, kindle their interest in language arts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ech delivery 3/2021 中一級 score sheets and remarks from adjudicators 5,000$              ENG-2021-009 sponsorship for contestants' entering the events ✓

Transportation allowances for OLE Day Expose students to native English and facilitate their oral practice in authentic situations for enhanced confidence in English speaking3/2021 中一級

(a) teacher-leaders' onsite observation (b)

completed interview forms from students

(c) post-activity oral presentations by

students

6,000$              ENG-2021-011 costs for the coach rides to and from the destinations ✓

數學科 校外比賽/活動 提昇學生對本科的興趣 全年 全校 學生出席率 5,000$              MATH-2021-004 報名費 / 交通費 ✓

生活與社會科 「認識中國」桌遊教學計劃 中三級桌遊學與教計劃 全年 中二級 製作桌遊材料 10,000$            LIFE-2021-001 聘請導師、製作桌遊材料 ✓

地理住宿考察營 增加學生的學科知識及技能 全年 全校 學生出席率 8,000$              GEOG-2021-001 兩次住宿考察營 ✓

地理考察 增加學生的學科知識及技能 全年 中三級 學生出席率 6,600$              GEOG-2021-002 地理考察車費、導賞費及購買考察器材考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參觀企業/商界講座 擴闊學生對商界的認識及眼界 全年 中四級21人 評估問卷 3,000$              BAFS-2021-002 活動費用及交通費 ✓

參觀金管局 增加學生對金管局的認識 全年 中五級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600$                ECON-2021-003 租車費用 P

參觀甜品鋪創業工作坊 增加學生對創業的認識 下學期 中五級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1,000$              ECON-2021-004 講員費用 P

小小企業家計劃 讓學生從實踐經濟知識, 懂得分配資源生產 全年 中五級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5,000$              ECON-2021-005 學生經營成本 P

F4 參觀 讓同學參與考察活動(按情況) 全年 中四級 完成工作紙 150$                THST-2021-002 老師車費 P

F5 參觀 讓同學參與考察活動 全年 中五級 完成工作紙 150$                THST-2021-003 老師車費 P

F6 參觀 讓同學參與考察活動 全年 中六級 完成工作紙 50$                  THST-2021-004 老師車費 P

F4,F5  迪士尼酒店及後台參觀 讓同學參與考察活動 (按情況) 中四及中五級 完成工作紙 12,000$            THST-2021-007 學生車費及入場費 P

化學科 課外活動 提昇學生對本科與趣 全年 全校 學生參與及成績 1,200$              CHEM-2021-001 科學學會活動、數理週 P

課外活動 提昇學生對本科的興趣及體驗 全年
中四至中六級

66人
教師觀察 參予紀錄 3,200$              BIOL-2021-001

 參與校外學術/科學比賽、科學學會活動、數

理周、壁報製作、校外比賽報名費  及科本有

關活動所需費用

P

高中生物科實地考察營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透過考察經驗提升學習興趣 12/2020
中五級

23人
評估問卷 8,750$              BIOL-2021-005

 學生、老師參與考察及有關活動所需費用連交

通費 ($350 x 25 = $8750)
P P

中四服務學習課程-全心傳義 建立責任感及關愛文化 全年 中四級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學生功課 12,000$            RELS-2021-002 義工服務費用 ✓

聖經朗誦比賽 提升學與教效能 12/2020 中一至中三級10人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1,000$              RELS-2021-004 報名費 ✓

科技與生活科 到港大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參與活動 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7/2021 全校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2,500$              TECL-2021-005 體驗課程費用 ✓

伴奏費 詩歌班伴奏 全年 中一至中三級40人 出席率超過80% 21,000$            MUSI-2021-002 伴奏 ✓

合唱團課程 學生才華得以發揮及提升 全年 中一至中三級40人 出席率超過80% 32,550$            MUSI-2021-003 發揮學生才能 ✓

樂器班津貼 津貼學生學習樂器 全年 中一至中三級40人 出席率超過80% 30,000$            MUSI-2021-004 樂器班津貼 ✓

校外藝術比賽 培訓學生藝術才能， 推薦及培訓休二學生參加校外藝術比賽 9/2020-8/2021 中一至中六級40人 觀察 3,560$              VART-2021-005 全校學生 ✓

校外參觀藝術活動 擴闊學生藝術知識的領域，了解社區的藝術發展 9/2020-8/2021 中一至中六級40人 觀察 3,000$              VART-2021-006 全校學生 ✓

課外活動學會:陶藝拉坯班 (A/B班) 介紹陶藝拉坯之基本原理，並透過揉泥拉坯與研習，讓學生體驗運用拉坯機成形之技巧和樂趣 10/2020-5/2021 中一至中六級30人 觀察/ 完成藝術作品 12,000$            VART-2021-007 導師及材料費 ✓

課外活動學會: 無水石版畫班 版畫家教授傳統及當代版畫，讓同學深入探索創作過程，最後創作無水石版畫 12/2020-3/2021 中三至中五級30人 觀察/ 完成藝術作品 8,000$              VART-2021-008 導師及材料費 ✓

課外活動學會:東創西作當代插畫班 藝術家循序漸進教授不同的繪畫物料和技巧，讓同學探索繪畫的可能性，最後建立具自己個人風格的創作 11/2020-3/2021 中三至中五級30人 觀察/ 完成藝術作品 10,000$            VART-2021-009 導師及材料費 ✓

課外活動學會:繪畫 加強同學的繪畫基礎， 學習塑膠彩/油畫， 能完成一幅畫作或學校壁畫 10/2020-3/2021 中三至中五級30人  觀察/ 完成藝術作品 11,200$            VART-2021-010 導師及材料費 ✓

綜合科學科 學科活動 領袖培養及提升學生對本科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中三 約100人 成功舉辨活動 3,500$              ISCI-2021-001 學科活動 ✓ ✓

「全方位學習歷史」 培養研習歷史興趣、提昇學習效能 全年 中四至中六級47人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6,000$              HIST-2021-004 活動交通費（學生） ✓

社區文化導賞 培養研習歷史興趣、切合課程轉變需要 需與服務提供機構協商 中六級15人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1,500$              HIST-2021-005 活動收費 ✓

 校隊教練訓練費 提昇學生運動能力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1.統計各校隊訓練的出席情況 90,000$            PEDU-2021-001 教練費開支 ✓

各校隊比賽報名費 提昇學生運動能力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2.收集、統計各比賽成績及檢討各比賽 5,000$              PEDU-2021-003 比賽報名費及球員註冊費 ✓

 比賽或訓練交通費 資助學生發展體育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3.統計參加津貼課程的數目及檢討成效 3,000$              PEDU-2021-006 津貼校隊外出比賽或訓練交通費 ✓

外出比賽或訓練 鼓勵學生出外參加多元化訓練課程或比賽，擴闊學習經歷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4.老師及教練目測各隊員態度、品格及技術的提升2,000$              PEDU-2021-007 學生出外比賽或參加訓練課程津貼 ✓

參觀各大學資訊科技相關學系 經驗學習 全年 相關學生50人 進行相關活動 500$                ICTE-2021-002 租車費用 ✓ ✓

拔尖課程 提昇學風 全年 相關學生10人 學生參與 5,000$              ICTE-2021-007 課程費用 ✓ ✓

音樂科

 視藝科

歷史科

體育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英文科

地理科

經濟科

旅遊與款待科

生物科

宗教教育科

中文科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0-2021學年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預計參與人數）
評估方法

 預算開支

(HKD)  會計Code
 開支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

加上✓號, 可選

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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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1.2

班級經營(包括獎勵計劃) 建立關懷愛護的文化，培養學生在群體中有融和關係，懂得承擔責任。 9/2020-5/2021 全校 老師觀察 14,000$            COUN-2021-002 活動開支 ✓

金齡圖書館活動 透過長者分享自身經歷，讓學生對人生有不同方面認識 10/3/2021 中五級 問卷調查 5,310$              COUN-2021-003 活動開支 ✓

輔導幹事 培養學生的自信，使他們能發揮自我潛能 9/2020-6/2021 輔導幹事學生 老師觀察 2,000$              COUN-2021-005 培訓物資 ✓

輔導小組 / 活動 培養學生的自信，使他們能發揮自我潛能、進行補救性工作 全年 輔導幹事學生 老師觀察 8,000$              COUN-2021-006 活動導師及活動開支 ✓

領袖生計劃-A(日 營) 培養學生責任感及協助維持學校常規 全年 領袖生學生80人 問卷調查 2,000$              DISC-2021-001 領袖訓練活動 ✓

領袖生計劃-B(校內活動) 培養學生責任感及協助維持學校常規 全年 領袖生學生80人 問卷調查 2,000$              DISC-2021-001 提升凝聚力的活動 ✓

和諧大使 培養學生溝通能力，推動和諧校園 全年 相關學生 老師觀察 1,800$              DISC-2021-003 舉行和諧校園的活動 ✓

 中一中二生涯規劃活動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同學明白自我認識、訂立目標及裝備自己的重要性 全年 中一至中二2級50人 評估問卷 10,000$            CLPC-2021-005 活動費用及交通費 ✓

 中三生涯規劃活動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同學及家長於高中選科方面獲得更全面的認識及考慮 全年 中三級123人 評估問卷 10,000$            CLPC-2021-006 活動費用 ✓

 中四中五生涯規劃活動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同學明白自我認識、訂立目標、認識就業要求及裝備自己的重要性 全年 中四至中五237人 評估問卷 25,000$            CLPC-2021-007 活動費用及交通費 ✓

 中六生涯規劃活動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同學及家長認識大學選科資訊、多元升學出路、面試準備要求及認識就業要求的重要性 全年 中六級110人 評估問卷 10,000$            CLPC-2021-008 活動費用 ✓

學習營 透過三日兩夜學習營，讓同學在輕鬆的環境下與組員交流讀書心得，培養他們正確的讀書態度。 1/2021 中四級 評估問卷 25,000$            ACCC-2021-001 車費/營費津貼 ✓ ✓

學術周會 透過不同的學術周會，以建立學習習慣，提升學風。 全年 中四至中五級250人 評估問卷 1,500$              ACCC-2021-002 講員費 ✓ ✓

個人最佳學習表現龍虎榜 建立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培養個人自律自重和責任感。 全年 中一至中二級250人 紀錄冊 2,000$              ACCC-2021-004 舉辦經費 ✓ ✓

多媒體藝術課 中四及中五級多媒體藝術課表故事及表演課 聘請一位負責中四及中五全級多媒體藝術課導師 教授舞台表演的基本技巧及故事創作基本概念 全年 中四至中五級250人 老師觀察 24,000$            MECC-2021-001 校外導師費$1000X24堂 ✓

OLE DAY 讓同學有機會在課堂以外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 10/3/2021 全校 老師觀察 10,000$            OLEG-2021-001 活動及帶隊老師的相關支出 ✓

AYP領袖培訓 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觀，加強同學的領袖能力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20,000$            OLEG-2021-002 活動及導師費用 ✓

4C義工隊 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觀，服務社群，回饋社會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1,000$              OLEG-2021-003 活動及導師費用 ✓

中一新生立願禮 傳福音，重栽培 9/2020 中一級122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牧師意見 5,500$              REAC-2021-005 物資、活動交通費 ✓

基督少年軍 傳福音，重栽培 全年 中一至中五級15人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活動記錄 62,792$            REAC-2021-007 訓練費用、物資、會費、活動交通費 ✓

中四級服務領袖訓練計劃 傳福音，重栽培 11/2020-5/2021 中四級40人 教師觀察、學生反思、活動記錄 15,000$            REAC-2021-009 物資、訓練營費、探訪需用、活動交通費 ✓

惜別中六傳光禮 傳福音，重栽培 2/2021 中六級110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牧師意見 7,000$              REAC-2021-012 佈置材料、紀念品、活動交通費 ✓

生命教育勵志分享會 傳福音，重栽培 3/2021 中四及中五級237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 10,000$            REAC-2021-014 生命教育勵志分享會 ✓

中學福音營 傳福音，重栽培 6/2021 中一至中五級30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 30,000$            REAC-2021-016 物資、福音營費、導師費用、活動交通費 ✓

中六畢業營及文憑試放榜支援 傳福音，重栽培 7/2021 中六級25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 25,000$            REAC-2021-017 物資、畢業營費、活動費用、活動交通費 ✓

中一級迎新（宗教事務組） 傳福音，重栽培 7/2021 中一級132人 教師觀察、學生即時反應、牧師意見 15,000$            REAC-2021-018 物資、導師費用 ✓

各課外活動組別支出 供各學會舉辦課外活動 全年 全校 教師觀察 3,500$              ECAC-2021-001 課外活動費用 ✓

聘請桌遊學會導師 協助桌遊學會運作 全年 全校 教師觀察 3,000$              ECAC-2021-005 導師費 ✓

童軍開支 購置童軍物品 全年 童軍學生 教師觀察 1,500$              ECAC-2021-006 支付露營物資、證書、隊章等物資 ✓

老師帶隊費用 資助老師帶隊的開支 全年 全校 教師觀察 3,000$              ECAC-2021-007 導師費 ✓

聖約翰救傷隊 資助同學活動費用 全年 聖約翰救傷隊學生 教師觀察 5,000$              ECAC-2021-008 租車參與比賽、資助同學參加活動 ✓

童軍 資助同學活動費用 全年 全校 教師觀察 15,000$            ECAC-2021-009 資助同學參加活動、購買物資 ✓

戶外遠足訓練營 資助同學活動費用 6/2021 全校 問卷調查 25,000$            ECAC-2021-010 資助同學參加試後訓練營 ✓

舞蹈組導師 聘請校外導師 全年 相關學生 教師觀察 10,000$            ECAC-2021-011 聘請校外導師 ✓

校外導師 擔當戲劇導師及導演，指導同學排戲 10/2020-3/2021 中一至中五級 戲劇演出 25,200$            ECAC-2021-012 聘請校外導師 ✓

學校戲劇節-劇本 讓同學參賽，讓學生透過參與戲劇訓練及演出，發揮所長， 獲得更豐富的學習經歷，達至均衡及全人的發展 2/2021-3/2021 中一至中五級 戲劇演出 1,600$              ECAC-2021-013 支付劇本費用 ✓

學校戲劇節-化妝 讓同學參賽，讓學生透過參與戲劇訓練及演出，發揮所長， 獲得更豐富的學習經歷，達至均衡及全人的發展 2/2021-3/2021 中一至中五級 戲劇演出 300$                ECAC-2021-014 支付演出須用之化妝品及服裝費用 ✓

課外活動組

宗教事務組

輔導組

訓導組

生涯規劃組

學風組

其他學習經歷組

本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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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1.3

公民教育組 參加教育局舉辦的考察團 推行境外交流活動 全年 相關學生 展板及考察報告 10,000$            CIVI-2021-002 老師帶同學生參加考察之費用津貼及相關支出 ✓

STEM 台灣姊妹學校交流 讓學生體驗不同地區的 STEM發展，體驗不同地區的生活文化，交流所見所學。 4/2021 相關學生 學生出席率 60,000$            STEM-2021-003 考察費用及相關支出 ✓

第1項預算總開支： 891,012$         

第2項

數學科 常規活動 推動學生對數學棋類活動的參與 全年 全校 學生出席率 1,000$              MATH-2021-001 購買棋類如Blokus、Rummikub

地理科 教具 提昇學與教效能 全年 中二至中六地理科學生300人 課堂使用次數及使用情況 68,000$            GEOG-2021-003 教具 ✓

科技與生活科 家政及款待學會 款待活動提供實踐機會 全年 中一至中五級 成功舉辨活動 3,300$              TECL-2021-003 材料及款待物品費用 ✓

音樂科 管樂團 增加管樂團表演 全年 中一至中五級40人 出席率超過80% 15,000$            MUSI-2021-005 樂團指揮費用、購買樂譜 ✓

英語科學教材/桌遊卡 製作校本英語教材及桌遊卡 全年 中一至中三 約200人 成功製作教材及舉辨活動 2,000$              ISCI-2021-005 材料(過膠片、棉繩、卡紙等) ✓

小學學校推廣課程及比賽 為小學生提供中學體驗活動 全年 區內小五及小六學生約300人 成功舉辨活動 3,500$              ISCI-2021-006 購買實驗教材 ✓ ✓

各球隊添置球衣 資助學生發展體育 全年 各經濟有困難及表現良好的校隊成員統計其出席校隊訓練的情況、表現及比賽成績 15,000$            PEDU-2021-002 津貼校隊隊員添置球衣 ✓

校隊訓練租借場地 提昇學生運動能力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統計其出席校隊訓練的情況、表現及比賽成績 4,000$              PEDU-2021-004 租借場地及提供飲用水 ✓

校隊裝備 提昇學生運動能力 全年 全校各體育校隊成員約100人 統計其出席校隊訓練的情況、表現及比賽成績 10,000$            PEDU-2021-005 購買訓練所需的物資及消耗品 ✓

體育器材 體育課用  全年 全校 統計學生出席體育課的出席情況 25,000$            PEDU-2021-011 添置體育器材   ✓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ICT比賽 提昇學風 全年 相關學生10人 參與ICT比賽，獲得獎項 3,000$              ICTE-2021-003 物資、獎品 ✓ ✓ ✓

出版組 少年作家夢 替學生或班別出版個別或班別文集 全年 全校 出版刊物 10,000$            PUBC-2021-002 文集 ✓

班際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藉各班比賽，激發同學學習，彼此促進。 3/2021-4/2021 中二至中五 老師觀察 4,000$              ACCC-2021-003 獎品 / 器材 ✓ ✓

最佳學習態度獎 鼓勵良好學習態度，營造積極校園學習風氣。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8,000$              ACCC-2021-006 獎品 ✓ ✓

學習目標實現獎勵計劃 鼓勵積極學習，造就美好的學習果效。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8,000$              ACCC-2021-007 獎品 ✓ ✓

校園電視台影片及攝錄製作導師 訓練校園電視台的同學製作多媒體作品及參加比賽、更新/添置軟件 全年 中三至中五級學生10人 參加多媒體活動；會操作校園直播系統 5,000$              MECC-2021-002 影片製作支出 ✓

中四級試後活動表演資助費用 中五級多媒體藝術課試後活動演出布景製作及道具 (共十組同學，每組一百五十元) 全年 中四全級學生 成功於試後活動表演 1,500$              MECC-2021-003 道具、佈景製作費 ✓

宗教事務組 福音周 傳福音，重栽培 12/2020 全校 教師觀察、學生參與 5,000$              REAC-2021-010 各項活動材料、物資、小禮物、佈道會需用 ✓

409,412室無線麥克風 替換已損壞 全年 全校 更新系統器材 10,000$            AVCO-2021-008 無線麥克風 ✓

課室廣播系統 更新課室廣播系統 全年 全校 更新系統器材 60,000$            AVCO-2021-009 硬件及安裝費 ✓

四社啦啦隊比賽禮物 獎勵獲獎社別的同學 10/2021 全校 老師觀察 1,000$              ECAC-2021-002 啦啦隊禮物 ✓

莫慶堯盃禮物 獎勵獲獎班別的同學 6/2021 全校 老師觀察 1,000$              ECAC-2021-003 禮券1000元 ✓

雜費 其他本組開支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100$                ECAC-2021-004 雜項/消耗品 ✓

STEM STEM 初中課程器材 增加 STEM 元素在校本課程，讓學生能擴闊對STEM的認識 全年 全校 老師觀察 50,000$            STEM-2021-001 材料/消耗品 ✓

第2項預算總開支： 313,400$         

第1及2項預算總開支： 1,204,412$      

本年度預算收入 1,808,608.40$                                                                                                                                               

預算開支 1,204,412.00$                                                                                                                                                            

結餘 604,196.40$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24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24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多媒體藝術課

視聽器材組

課外活動組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綜合科學科

體育科

學風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