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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1
活動:英文活動費用

目標: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及能力。

全年 中一至三級 1122 $28,054.75 $25.00 E1 英文 學生對英文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2

活動:化學活動費用

目標:利用數據收集器進行STEM活動。

全年 中四至六級 75 $9,156.00 $122.08 E1,E7 化學 學生能利用數據收集器

進行數據分析，加強學

生的分析能力。


3
活動:國際化學測試(ICQ)活動費用

目標: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解難能力。

20/7/2022 中四級 2 $180.00 $90.00 E1 化學 學生能運用所學的化學

知識，解答難題。 

4
活動:視藝活動費用

目標: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

全年 中三至五級 140 $6,535.49 $46.68 E1,E2 視藝 學生享受藝術學習。


5

活動:語文知識菁英盃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中文寫作能力及自信，拓展視野。

19/12/2021,

5/3/2022,

17/7/2022

中一至五級 54 $21,000.00 $388.89 E1 中文 學生獲得不同獎項。



6

活動:中文活動費用

目標:鼓勵學生上進，學好中文。

全年 中一至三級 1122 $27,794.49 $24.77 E1 中文 學生學習更用心，成績

進步。 

7
活動: 全港青少年及兒童徵文比賽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中文寫作能力及自信，拓展視野。

15/3/2022 中五級 6 $1,020.00 $170.00 E1 中文 學生獲得不同獎項。


8
活動: 青年兒童朗誦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中文朗誦能力。

31/3/2022 中一至六級 14 $3,332.00 $238.00 E1 中文 能於朗誦中應用所學的

技巧。


9
活動:辯論訓練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中文辯論能力。

3-11/8/2022 中二級 15 $5,133.32 $342.22 E5 中文 能於辯論中應用所學的

技巧。  

10
活動:司儀訓練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中文演說能力。

3-11/8/2022 中一,中三級 14 $11,000.00 $785.71 E5 中文 能於演說中應用所學的

技巧。
 

11

活動:忘憂鼓活動費用

目標:認識及體驗中華文化。

全年 中三至六級 10 $7,623.40 $762.34 E1, E5 藝術（音樂） 能應用所學的技巧來演

奏，體會中華文化的

美。
 

12

活動:動物藝術創意拼貼畫活動費用

目標: 讓學生動手自己做小手工，在輕鬆的氣氛

下投入中學生涯。

11/10/2021 中一級 126 $2,563.84 $20.35 E1 藝術（其他） 透過觀察學生當天活動

的投入度，顯示他們樂

在其中，活動成功。


13

活動: VEX 機械人及工程挑戰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擴濶學生視野，

讓學生增廣見聞。

全年 中一至五級 264 $88,816.00 $336.42 E1 跨學科（STEM） 老師觀察參與的學生於

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

學生回饋對STEM有高

度的興趣。



14

活動:升旗隊活動費用

目標:在學校成立升旗隊，透過培訓學生升旗，推

廣學校的升旗文化。讓學生通過親身參與，認識

國家、關心國家，增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全年 中一至六級 30 $20,876.00 $695.87 E1, E5 制服團隊 學生在課外活動參加升

旗訓練，升旗隊學生在

早會及特別日子會實踐

升旗儀式。
 

15

活動:鼓樂、木管樂及銅管樂步操活動費用

目標:鼓勵及訓練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音樂比賽及

匯演，培養學生的演藝能力。

從訓練提升學生紀律及服從性，培養學生合作性

及團結精神。

全年 中一至六級 45 $35,761.84 $794.71 E5 藝術（音樂） 學生能培養演藝能力，

並從訓練中提升紀律及

服從性，培養學生合作

性及團結精神。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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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的學校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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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6

活動:古箏興趣班活動費用

目標:鼓勵及訓練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音樂演出，

培養學生的演藝能力。從訓練中學習中國文化，

培養學生音樂素養，發展學生音樂才能。

全年 中一至六級 15 $39,224.30 $2,614.95 E1, E5 藝術（音樂） 除培養學生音樂素養，

提昇演藝能力，並能學

習中國文化。  

17

活動:舞蹈活動費用

目標: 認識中國舞，掌握舞蹈基礎知識。從訓練

中學習中國文化，培養學生藝術素養，發展學生

體藝才能。鼓勵及訓練學生參與校內校外演出，

培養學生的演藝能力。

全年 中一至六級 25 $101,753.66 $4,070.15 E1,E2,E5 藝術（音樂） 同學能發展體藝潛能，

透過比賽拓闊眼界，於

比賽中獲得多個不同獎

項，達致發展潛能的目

標。



18

活動:音樂活動費用

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音樂活動、比賽及匯演，

提升其演藝能力，讓學生挑戰自我，發揮所長，

從而培養堅毅精神。

全年 中一至六級 8 $11,399.00 $1,424.88 E1,E2 藝術（音樂） 透過音樂活動、比賽及

匯演，提升其演藝能力

，讓學生挑戰自我，

發揮所長，從而培養

堅毅精神。



19

活動: 其他學習經歷及活動課費用

目標: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全年 中一至六級 698 $44,250.12 $63.40 E1, E2 其他學習經歷 學生透五種「其他學習

經歷」機會，包括：德

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

務、與工作有關的經

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

展，能夠有更均衡發

展。

    

20
活動: 足球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對足球的興趣。

全年 中二至五級 12 $7,493.50 $624.46 E1, E5 體育 學生對足球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21

活動:重量訓練活動費用

目標: 鍛鍊體魄，學習重量訓練知識。

全年 中三至六級 16 $10,370.00 $648.13 E1 體育 學生對重量訓練的興趣

和能力有所提升。


22
活動:田徑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對田徑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五級 40 $9,340.00 $233.50 E1,E2 體育 學生對田徑的興趣有所

提升。 

23
活動:乒乓球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乒乓球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三級 12 $3,200.00 $266.67 E5 體育 學生對乒乓球的興趣有

所提升。 

24
活動:羽毛球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羽毛球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四級 19 $21,769.00 $1,145.74 E1,E5 體育 學生對羽毛球的興趣有

所提升。 

25
活動:花式跳繩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花式跳繩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三級 15 $11,673.81 $778.25 E1,E5 體育 學生對花式跳繩的興趣

有所提升。  

26
活動:籃球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籃球的興趣。

全年 中一至五級 10 $3,700.00 $370.00 E1, E5 體育 學生對籃球的興趣有所

提升。  

27

活動: 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賽區)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並收

拔尖之效。

23/1/2022 中一至五級 9 $3,600.00 $400.00 E1 數學 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28

活動: 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活動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並收

拔尖之效。

20/3/2022 中一至五級 3 $2,400.00 $800.00 E1 數學 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29

活動:環亞太杯(初賽)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並收拔

尖之效。

27/3/2022 中一至三級 10 $4,800.00 $480.00 E1 數學 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30

活動:環亞太杯(總決賽)活動費用

目標: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並收拔

尖之效。

20/8/2022 中一至三級 6 $4,200.00 $700.00 E1 數學 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能

力有所提升。


31

活動: 數學活動費用

目標:推動數學科各項學習活動，從而提升學生對

數學解難，抽象思維及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全年 中一至三級 1122 $28,289.30 $25.21 E1 數學 學生在數學科的學習表

現有所提升。




32

活動:中國歷史活動費用

目標:作品能帶出該人物的嘉言懿行、品德情操、

正面價值觀或態度，乃至中華文化特質。

31/5/2022 中三級 2 $160.00 $80.00 E2 中史 透過撰寫廣播劇和錄音

，有助學生發展不同共

通能力(例如溝通、協

作、解難等);學生撰寫

劇本，借林則徐銷毀鴉

片的歷史事件，用穿越

劇的模式，有趣的演繹

方法，帶出校園禁毒的

訊息，建立正確的人生

態度和健康生活。



33

活動:男童軍活動費用

目標:透過童軍集會，凝聚學生對童軍的歸屬感。

全年 中一至六級 35 $1,200.00 $34.29 E1 制服團隊 童軍集會，超過95%的

同學能出席和參與每循

環週的童軍聚會。  

34

活動:茶藝興趣班活動費用

目標:認識及體驗中華文化。

3-26/8/2022 中四級 15 $22,389.54 $1,492.64 E1,E5 藝術（其他） 能應用所學的技巧來泡

茶，體會中華文化的

美。
   

35

活動:科學活動費用

目標: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11/10/2021 中二級 127 $799.50 $6.30 E1 科學 老師觀察參與的學生於

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 

36

活動:普通話活動費用

目標: 為學生營造聽普通話的語境。

全年 中一至六級 698 $4,338.90 $6.22 E1 普通話 學生對活動頗感興趣，

也豐富了個人的普通話

知識，及提升了對學科

的興趣。


37

活動:劍擊活動費用

目標:讓學生認識劍擊運動，好讓學生了解及明白

劍擊運動的起源、發展、比賽方式及規則，從而

豐富學生在不同運動領域的視野。

1/12/2021 中六級 93 $2,900.00 $31.18 E1 體育 學生對劍擊運動有更深

入的了解。


38

活動:少年警訊活動費用

目標: 學生透過製作小手工於節日期間把製成品

送給家人以表心意。

全年 中一級 27 $2,975.00 $110.19 E1 制服團隊 所有學生都投入活動。

 

39

活動:繩結班及扭氣球班活動費用

目標:認識中國繩結編織及扭氣球。

1-10/8/22 中一至三級 374 $12,400.00 $33.16 E1 藝術 對中國繩結編織及扭氣

球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430 $623,472.76

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6,430 $623,472.76

第1.1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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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計

第1.2項總計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全方位學習設備及消耗品 推動全方位學習活動 $186,062.88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86,062.88

$809,535.64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課外活動老師

受惠學生人數︰ 698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洪嘉朗

第2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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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人數︰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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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說明）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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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698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