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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1.1

中文 中華文化日 透過跨學科活動，認識中國文化，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一月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20,000.00$      

中文 書法班 透過書法工作坊，掌握書法技巧和風格，寫出美觀工整的文字 一月 P.1,3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15,000.00$      

中文 中文拔尖班活動物資 透過校內中文活動，提升學生對中文的興趣 全年 P.3,4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2,000.00$        

英文 英文話劇欣賞 透過藝術賞析，提升學習效能 六月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60,000.00$      

英文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深化學生的知識領域透過主題學習日，提升學習效能 六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30,000.00$      

英文 English Activities (Site visit) 走出課室，提供學習經歷 六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成績 20,000.00$      

英文 英文拔尖班活動物資 透過校內英文活動，提升學生對英文的興趣 全年 P.3,4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2,000.00$        

數學 各級活動物資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全年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3,000.00$        

數學 奧數隊導師費用 提升學生解難能力，讓學生培養對數學的興趣 全年 P.5-P.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24,000.00$      

數學 數學活動物資 透過校內數學活動，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全年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600.00$           

數學 數學日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全年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2,000.00$        

數學 數學比賽報名費 透過不同的數學比賽，提升學生對數學之解難能力 全年 P1-P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400.00$           

常識 STEM 教育學習活動
透過科技活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並增強學生創意及解難

的能力
全年 P1-P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     10,000.00 

STEM STEM拔尖班活動物資 透過校內活動，提升學生對科技的興趣 全年 P.3,4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2,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1_香港動植物公園 五月 P.1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2_香港濕地公園 五月 P.2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3_美荷樓 五月 P.3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4_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月 P.4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5_九龍城寨、油麻地、灣仔 五月 P.5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30,000.00$      

常識 P6 生涯規劃 五月 P.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60,000.00$      

常識 專題研習P6_歷奇活動日營 五月 P.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40,000.00$      

常識 小六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十二月 P.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5,000.00$        

常識 小五參觀香港太空館及天象廳 三月 P.5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5,000.00$        

常識 常識日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六月 P.4-P.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500.00$           

視藝 聯校視藝日 七月 P.4-P.6 學生訪問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視藝 校慶藝術創作活動 三月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6,000.00$         

視藝 參加藝術比賽及培訓尖子車費及物資 全年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8,000.00$         

視藝 50周年校慶視藝展 三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0$       

視藝 畢業藝術創作活動 五月 P.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5,000.00$         

音樂 音樂日 十一月 P.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20,000.00$       

體育 運動會(租場費) 五月 P.1-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5,500.00$        

體育 田徑比賽(租車費) 十二月 P.1-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4,000.00$        

宗教 50周年校慶祈禱禮 二月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10,000.00$      

宗教 宗教日 二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3,000.00$        

宗教 師生朝聖 六月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10,000.00$      

宗教 宗教戲劇課 全年 P.1-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2,000.00$         

綜藝課 小四綜合藝術課 透過跨學科課程，提升學習效能 四月 P.4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4,500.00$         

書香校園 423世界閱讀日 透過大型閱讀活動，聯繫各科以營造全校的閱讀氣氛 四月 P.1-6 教師觀察 問卷調查 10,000.00$       

書香校園 圖書科活動及外出參觀 透過寫地考察和領袖訓練，提升學生個人自信 六月 P4-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6,000.00$        

500,500.00$    

1.2

乒乓球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3-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0,000.00 

羽毛球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3-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800.00 

田徑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2-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20,000.00 

籃球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4-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0,000.00 

足球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4-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0,000.00 

中國舞教練費、比賽及表演費用 P4-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5,000.00 

泳隊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4-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5,000.00 

花式跳繩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3-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5,000.00 

國際標準舞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3-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15,000.00 

HIP-HOP教練費及比賽費用 P.3-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     15,000.00 

手鐘隊 P.3-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     20,560.00 

手鈴隊 P.3-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     30,000.00 

中國鼓校隊 深化學生對中國鼓的技巧及興趣，透過參加比賽擴闊學生的視野 P.3-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     30,000.00 

藝術大使(高小) P4-6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20,000.00 

藝術大使(初小) P.2-3 教師觀察 比賽成績  $       5,000.00 

學校旅行(場地費及車費) 擴闊同學眼界，提升同學團隊凝聚力 十二月 P.1-6 教師觀察 問卷調查 25,000.00$      

校慶學藝匯演(場景及服裝) 鼓勵同學参與不同活動，提升同學自信心 七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40,000.00$      

升中面試班 提升學生自信心、思維能力及對答技巧 P.6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35,000.00$      

最佳進步獎頒獎典禮車費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十月 P.2-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及成品 600.00$           

價值觀教育組義工服務 透過服務學習，在反思中建立自信、團隊精神及同理心 六月 P.1-6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20,000.00$       

352,960.00$    

1.3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不作安排)

範疇 項目 用途

第2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要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音樂 校慶主題曲聲響創作活動資源 提升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視藝 校園佈置材料

戲劇 小劇團佈景及服飾

體藝校園組 獎盃 結業禮及畢業禮

體藝校園組 國際標準舞服裝

體藝校園組 Hip-Hop舞服裝

體藝校園組 中國舞蹈服裝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李慧玲副校長

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

2022-2023學年

範疇

透過參觀活動，廣闊學生視野，為學生提供各種基要學習經歷

目標

舉辦 / 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地活動：在不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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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監察/評估方法活動簡介
 預算開支

($)
舉行日期 監察/評估方法

對象

(級別)

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學習，為學生提供各種基要學習經歷，促進

學生全人發展

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學習，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宗教活動，讓學生體驗天主 教教育的五個核

心價值，從而提升他們對自我的 了解和肯定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 / 境外比賽，擴闊視野

第1.3項預算總開支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透過多元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創意、藝術賞析技巧及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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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                      20,000.00透過多元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創意、藝術賞析技巧及學習效能，

提升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                      10,000.00

讓學生接觸多元化音樂活動，提升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興趣和技

能

體

藝

活

動

(

體

藝

校

園

組

)

預算開支( $ )

 $                      20,000.00

教務組

發掘個人潛能，提升自信心

讓學生接觸多元化體育活動，提升學生參與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體

育技能

全年

6,000.00$                        

表演服裝

6,000.00$                        

預計受惠學生人數

 $                      13,000.00

6,000.00$                        

全校學生人數：806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806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100%

81,000.00$                      

$934,4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