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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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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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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技巧課程 – 摘錄筆記工作坊 2022年9月至10月 中一 140 $10,000.00 $71.43

介紹聆聽的策略及擷取關鍵訊

息的技巧，讓學生掌握撰寫筆

記的方法，促進學生投入課堂

學習，專注學習

學習技巧

老師觀課及審核筆記，

紀錄工作坊出席率及透

過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學與教促進組

2 學習技巧課程 – 邏輯推理訓練課程 2022年9月至10月 中二 140 $20,000.00 $142.86 介紹邏輯推理的技巧及思維方

法，透過益智的邏輯推理遊戲

，提高學習興趣及解難能力

學習技巧

老師觀課及審核課業，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及透

過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學與教促進組

3 學習技巧課程 – 專題研習技巧 2022年9月至10月 中三 140 $18,000.00 $128.57
介紹專題研習的技巧，包括擬

設議題、搜集資料、設計問

卷、人物訪問等，透過協作學

習，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

學習技巧

老師觀課及審核學習歷

程檔案和研習成果，紀

錄學生的出席率及透過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學與教促進組

4 資訊素養工作坊 2022年10月 中四 140 $12,000.00 $85.71

介紹正確運用資訊的原則，促

進學生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發

展，讓他們合乎道德地及有效

地運用資訊和資訊科技，成為

負責任的公民

學習技巧

老師觀課及審核課業，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及透

過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學與教促進組

5 資優教育組面試工作坊 2022年12月 中二至中五 12 $3,000.00 $250.00

提升同學的面試技巧和口語表

達能力，以及對社區發展的關

注，裝備同學應付日後的面試

，如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面

試

資優教育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透

過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資優教育

6 校際朗誦節獨誦及集誦比賽 2022年10月至12月 中一至中五 50 $16,000.00 $320.00

培訓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獨誦

及集誦比賽，透過朗誦訓練提

升學生聲情表達能力，培養學

生的自信

語文
教師觀察及評核學生表

現，檢視比賽成績
 

中文科、英文科及

普通話科

7 中文辯論技巧課程
2022年11月至2023年5

月
中二至中五 20 $20,000.00 $1,000.00

透過辯論技巧課程及參加學界

辯論比賽，提升學員的中文辯

論技巧及批判思維能力

語文
由負責老師監察學生學

習情況及檢視比賽成績
  中文辯論學會

8 英語辯論技巧課程
2022年9月至2023年5

月

英語辯論隊(中

一至中五)
25 $24,000.00 $960.00

舉辦英語辯論技巧課程，參加

學界英語辯論比賽，提升學員

的英語演辯技巧及批判思維能

力。

語文
由負責老師監察學生學

習情況及檢視比賽成績
  英文辯論學會

9 英語話劇欣賞 2023年6月 中二 130 $10,000.00 $76.92 帶領學生到劇場欣賞英語話劇

，提升學生研習英語的興趣

語文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及以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英文科

10 英語大使訓練工作坊
2023年4月至2023年6

月

英語大使(中三

至中五)
20 $10,000.00 $500.00

舉辦英語大使的領袖才能訓練

工作坊，提升英語大使的領袖

才能及團隊協作精神

語文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  英文科

11 西式餐桌禮儀工作坊及講座
2022年11月至2022年

12月
中四 130 $15,000.00 $115.38

介紹西式餐桌禮儀，提升學生

對社交禮儀的了解，豐富學生

的生活經驗

語文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及以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英文科

12 文化共融手作工作坊
2022年11月至2022年

12月
中五 130 $15,000.00 $115.38

舉辦文化共融手作工作坊，讓

學生了解多元文化及製作富地

方民族特色的小手工

語文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及以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英文科

13 英語主題活動日
2023年3月至2023年4

月
中一至中五 650 $25,000.00 $38.46 設計不同攤位遊戲，讓學生寓

學習於娛樂，提供運用英語的

機會，增加同學的英語詞彙

語文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  英文科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何文田官立中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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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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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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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14 高中生物科實地考察課程 2022年11月 中五 60 $4,000.00 $66.67

配合高中生物科課程，豐富學

生實地考察的經驗，鼓勵學生

在親身接觸大自然的學習歷程

中培養研習技能和建構學科知

識

生物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其考

察報告

 生物科

15 參觀博物館或專題展覽 2022年10月 中四至中五 40 $2,500.00 $62.50
透過參觀歷史文物或景點，提

升同學研習歷史的興趣，加深

同學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了解

，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

歷史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及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

  歷史科

16 與旅遊或款待業相關的體驗活動 2023年6月 高中旅款科學生 20 $8,000.00 $400.00

參加與旅遊或款待業相關的機

構所舉辦的活動，如迪士尼青

少年團隊活動計劃、海洋公園

學院教育課程等，以配合本科

的課程內容，增進同學的學科

知識，加深同學對相關行業的

認識

旅遊與款待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

  旅遊與款待科

17 世界自然基金會學校教育項目 2022年12月 中四 30 $2,000.00 $66.67

開闊學生研習的領域，豐富學

生實地考察的經驗，鼓勵學生

從探究式學習歷程中豐富地理

課外知識

地理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評估其學

習成效

 地理科

18 高中地理科實地考察課程一 2022年12月5日 中五 24 $2,500.00 $104.17

配合高中地理科課程，豐富學

生實地考察的經驗，鼓勵學生

從探究式學習歷程中提升學科

知識

地理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其考

察報告

 地理科

19 高中地理科實地考察課程二 2022年12月6日 中六 25 $2,500.00 $100.00
配合高中地理科課程，豐富學

生實地考察的經驗，鼓勵學生

從探究式學習歷程中提升學科

知識

地理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其考

察報告

 地理科

20 參加地理科實地考察活動 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 中四至中六 30 $2,000.00 $66.67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强化地理

概念和技能運用
地理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其考

察報告

 地理科

21 「一人一樂器」計劃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五級樂

器班成員
260 $444,000.00 $1,707.69

聘請樂器班導師，並資助同學

參加學校舉辦的中西樂樂器班

，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

學生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

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

計算學員的出席情況及

觀察學員的表現，紀錄

音樂比賽的參賽及得獎

成績

 音樂科

22 中樂團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五級中

樂團成員
40 $70,000.00 $1,750.00

聘請中樂團指揮每星期到校為

中樂團成員提供兩小時樂團訓

練，並於表演及比賽前加強排

練，為校內畢業典禮、音樂活

動演出及比賽作準備，提升中

樂團的演奏水平及學生的自信

心

藝術

計算學員的出席情況及

觀察學員的表現，紀錄

音樂比賽的參賽及得獎

成績

 音樂科

23 合唱團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
中一至中五級合

唱團成員
50 $60,000.00 $1,200.00

聘請歌唱導師每星期到校指導

團員進行約三小時聲樂訓練，

帶領歌唱小組排練，支援合唱

團發展，組織歌唱小組提升同

學聲樂技巧，並於表演及比賽

前加排，為校內畢業典禮、音

樂活動演出及比賽作準備，提

升合唱團的演唱水平及學生的

自信心

藝術

計算學員的出席情況及

觀察學員的表現，紀錄

音樂比賽的參賽及得獎

成績

 音樂科

24 參加合唱團及中樂團音樂比賽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級中

樂團及合唱團成

員

90 $9,000.00 $100.00

透過參加學界音樂比賽，培養

和加強學生的自信，提升學生

的演唱及演奏水平，培養同學

的團隊協作精神

藝術
觀察學員的表現，紀錄

音樂比賽的參賽及得獎

成績

 音樂科

25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計劃 2022年2月至4月 中一至中三 125 $16,000.00 $128.00
透過欣賞一場香港藝術節節

目或綵排，提高學生音樂欣

賞能力

藝術
觀察學員活動期間的表

現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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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球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5

月

中一至中五球隊

成員
180 $126,660.00 $703.67

聘請足球、籃球、排球、羽毛

球及乒乓球教練，培訓校隊成

員，讓學生有課後延續性球類

訓練，提升體適能及技術水平

，照顧學生多元學習興趣，並

鼓勵學生參加校際比賽，擴闊

眼界，透過運動訓練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及提升他們的正面

價值觀

體育

計算學員的出席情況及

觀察學員的表現，紀錄

學界運動比賽的參賽次

數及得獎成績
  體育科

27 理財工作坊 2023年7月 中三 130 $5,000.00 $38.46

經濟科與企會財科合辦理財工

作坊，深入淺出地介紹理財理

論及策略，加強學生對理財知

識及技能的認識，並培養學生

正確的理財價值觀，促進學生

個人成長

學生成長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以

問卷調查學生意見
   經濟科及企會財科

28 課後STEM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5

月
中一至中五 80 $16,000.00 $200.00

在課後舉辦STEM活動，提升學

生對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

興趣，培養學生綜合和應用知

識與技能、創造、協作和解決

問題等的能力

跨學科學習
老師觀察學生在課程的

表現
 STEM

29 STEM Day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二 250 $30,000.00 $120.00
提升學生對學習科學、科技和

數學的興趣，培養學生綜合和

應用知識與技能、創造、協作

和解決問題等的能力

跨學科學習
老師觀察學生在課程的

表現
 STEM

30 藝術欣賞及學習營 2023年6月至7月 中四至中五 20 $10,000.00 $500.00

舉辦三日兩夜的藝術欣賞及學

習營，教授學生創作技巧，引

導學生欣賞藝術作品及觸發學

生的創作靈感，透過觀摩與討

論促進同儕學習及分享

藝術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創作成品，並透過問

卷調查收集學生意見

  視覺及藝術科

31 氣球造型技巧班 2022年10月 中一至中五 60 $18,000.00 $300.00
舉辦9小時的氣球造型技巧班，

教授學生扭氣球的技巧及設計

氣球造型的構思原則

藝術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創作成品，並透過問

卷調查收集學生意見

  藝術學會

32 氣球佈置技巧班 2022年5月及11月 中一至中五 40 $16,000.00 $400.00

舉辦兩次7.5小時的氣球佈置技

巧班，教授學生以氣球拼砌圖

案的技巧，為學校大型活動佈

置場地

藝術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創作成品，並透過問

卷調查收集學生意見

  藝術學會

33 黏土或繪畫興趣班 2023年3月 中一至中五 60 $18,000.00 $300.00

因應同學的意願，舉辦黏土或

繪畫興趣班，教授學生相關的

創作技巧，提升學生對藝術創

作的熱愛

藝術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創作成品，並透過問

卷調查收集學生意見

  藝術學會

34 烹飪班 上下學期各一次 中三至中五 50 $25,000.00 $500.00
配合家政課程，舉行烹飪班，

鼓勵同學學以致用，提升生活

技能，為家人烹調美食

生活技能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烹調成品

  家政學會

35 英文戲劇訓練班
2022年11月至2023年6

月

英文戲劇學會會

員(中一至中六)
20 $42,000.00 $2,100.00

舉辦英文戲劇訓練班，訓練學

生演戲、編劇和導演技巧，參

加學校戲劇節和參與公開戲劇

表演

藝術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紀

錄香港學校戲劇節參賽

及校內表演的成果

 英文戲劇學會

36 中文戲劇訓練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6

月
中一至中五 25 $30,000.00 $1,200.00

訓練學生演戲、編劇和導演技

巧，增強學生自信心和表演技

巧，提升學生的演藝水平，參

加學校戲劇節和參與公開戲劇

表演

中文戲劇學

會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紀

錄香港學校戲劇節參賽

及校內表演的成果

  中文戲劇學會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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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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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37 美容化妝課程
2022年10月至2023年5

月

美容及形象設計

組會員(中一至中

五)
25 $25,000.00 $1,000.00

與校外機構合辦美容化妝課程

，指導學生掌握優化個人形象

的美容化妝知識及技巧

美容及形象

設計組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檢視學生

的研習成果

 美容及形象學會

38 戶外學習日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770 $240,000.00 $311.69

為各年級學生舉辦不同學習領

域及主題的戶外學習活動，安

排學生透過體驗式學習，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學生的

眼界，鼓勵同學透過親身經歷

探究課外知識

課外活動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在進行活動期間

的學習態度及評估其學

習成效

  課外活動

39 領袖培訓活動 2022年10月 中四至中五 40 $7,500.00 $187.50

培養各學會主席的領導才能，

提升團隊溝通、籌劃組織及解

決問題的技巧，以助舉辦活動

，並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

感

課外活動
老師及教練評估學生表

現及以問卷收集學生意

見

  課外活動

40 專題講座 2023年6月至7月 中一至中五 640 $6,000.00 $9.38
邀請講者到校主持課外活動

專題講座，豐富學生的課外

知識，擴闊學生的視野，培

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課外活動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以

問卷收集學生意見
 課外活動

41 校園電視台攝錄及後期製作班 2023年4至8月 中一至中五 15 $20,000.00 $1,333.33

教授學生攝製節目的技術，製

作校園電視節目，發展學生的

多元能力，提升學生的團隊協

作精神，向公眾推廣學校的形

象

課外活動
觀察學生的學習態度，

監察電視節目的質素
   校園電視台

42 初中社會服務技巧培訓 待定 中一至中三 360 $2,000.00 $5.56
教授學生進行義務工作時的技

巧，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和樂於

助人的態度

社會服務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活動期間的態度

，並透過問卷調查收集

學生意見

  社會服務組

43
中四及中五級社會服務技巧

培訓及義工服務訓練
待定 中四及中五 240 $16,000.00 $66.67

指導學生運用籌備義工服務的

技巧，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和樂

於助人的態度

社會服務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活動期間的態度

，並透過問卷調查收集

學生意見

  社會服務組

44 剩菜回收活動 2023年4至5月 有興趣的學生 20 $1,000.00 $50.00
鼓勵學生關心弱勢社群，幫助

低收入人士解決膳食及營養問

題

社會服務

紀錄學生的出席率、觀

察學生活動期間的態度

，並透過問卷調查收集

學生意見

  社會服務組

45 模擬放榜活動及面試工作坊 2023年1月 中六 130 $25,000.00 $192.31
幫助學生掌握面試技巧，了解

放榜當天的流程及掌握升學輔

導資訊

學生成長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問

卷調查
 生涯規劃組

46 中五工作體驗活動 (Working Reality) 2022年10至12月 中五 120 $50,000.00 $416.67
幫助同學了解個人性向及職場

情況，指導同學作出明智的生

涯規劃

學生成長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問

卷調查
 生涯規劃組

47 犬隻訓練工作坊 2023年7月 中四或中五 20 $15,000.00 $750.00
幫助同學了解個人性向及實際

工作所需技巧，指導同學作出

明智的生涯規劃

學生成長
教師以觀察形式了解學

生反應
 生涯規劃組

48 中四生涯規劃課 2022年10至12月 中四 130 $20,000.00 $153.85 幫助學生了解個人性向，明智

規劃升學及就業的路徑
學生成長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問

卷調查
 生涯規劃組

49 中二ibakery 2023年7月 中二 40 $15,000.00 $375.00 幫助同學了解烘焙行業的工作

要求及職場規則
學生成長

教師以觀察形式了解學

生反應
 生涯規劃組

50 舉辦領袖生訓練日營 2022年11月 中三至中五 $60.00 $4,800.00 $80.00
透過領袖培訓，鼓勵領袖生運

用團體溝通技巧，建立團隊精

神，勇於面對困難，提升解難

能力、發揮個人領袖特質

學生成長
老師及教練評估學生的

表現及以問卷調查收集

學生意見

  訓導組

51 中四適應及支援計劃 2022年9月 中四 140 $20,000.00 $142.86

透過專業機構主持的講座或工

作坊，教授中四級學生簡單減

壓方法，以有效方法解決適應

的困難，並讓學生們明白精神

健康的重要性，減輕出現情緒

困擾的機會

學生成長
輔導老師、社工及專業

機構導師的觀察及評估

學生表現

 輔導組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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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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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52 共創和諧校園計劃 2022年11月 中一 140 $10,000.00 $71.43

透過專業機構主持的班本工作

坊，讓中一學生認識校園欺凌

的定義及影響，並學習如何面

對欺凌事件，明白人與人之間

互相尊重及共建和諧校園的重

要性

學生成長
輔導老師、社工及專業

機構導師的觀察，並以

問卷評估學生表現

 輔導組

53 中二級正能量外展歷奇訓練日營 2022年12月 中二 140 $48,000.00 $342.86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加

強其抗逆力，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及訓練學生的決策和解難能

力

學生成長
輔導老師、社工及專業

機構導師的觀察，並以

問卷評估學生表現

 輔導組

54 「重新啓航」活動 2023年2月 中三 140 $12,000.00 $85.71

挑選約每班約10人，共40名

學習動機弱，欠缺目標的同

學，透過歷奇訓練讓同學互

動協作，引導學生反思生命

意義，幫助同學正面思維，

提升自省的意識及自我管理

的能力

學生成長
輔導老師、社工及專業

機構導師的觀察，並以

問卷評估學生表現

 輔導組

55 朋輩輔導員訓練計劃
2022年9月至2023年5

月
中三至中五 60 $15,000.00 $250.00

社工設計、策劃及舉辦輔導員

訓練，教授輔導員朋輩輔導技

巧，加強朋輩輔導工作及協助

推展輔導組的各項活動，建立

和諧校園

學生成長
全體社工、輔導老師觀

察及評估學生表現
 輔導組

56 「終身使命、活出生命」教育計劃
2022年9月至2023年5

月
全校 810 $50,000.00 $61.73

透過專業機構設計一系列的

體驗式活動，引導同學認識

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探

索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追求

成為更好的自己

學生成長

輔導老師、社工及專

業機構導師的觀察及

評估學生表現

 輔導組

57 「正能量」講座
2022年10月及2023年5

月
全校 810 $8,000.00 $9.88

邀請名人或社會各界人士到校

主持講座及分享經驗，培養學

生正向價值觀及提升學生的抗

逆能力

學生成長
收集參與老師和同學

的回應及評語
 輔導組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8,286 $1,767,460.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機械人境外比賽 2023年8月 各級參賽同學 10 $50,000.00 $5,000.00
透過參加學界國際性機械人設

計比賽，觀摩不同國家的機械

人參賽作品，拓寬學生眼界

STEM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及紀

錄比賽獎項
 設計與科技學會

2 文學之旅 2023年4月 中四及中五 30 $100,000.00 $3,333.33

配合中文科古典文學作品的研

習，舉行文學之旅，參觀中國

的文化景點及博物館，研習著

名作家事跡及文學作品，深化

學生對歷史文化的認識，透過

親歷其境，提升學生研習古典

詩詞及文言遊記的興趣

語文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紀

錄學生學習感受及成

果、問卷調查

  中文科

3 境外生態遊學團(馬來西亞) 2023年2月
中四及中五級修

讀環境生態及保

育相關科目學生

20 $100,000.00 $5,000.00
幫助學生更有效地掌握科本知

識，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內化

生物學概念

科學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紀

錄學生學習感受及成

果、問卷調查

  生物科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0 $250,000.00

8,346 $2,017,46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優化溫室設備
園藝學會及STEM小組

活動
$50,000.00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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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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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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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2 英文桌上遊戲 英文小組活動 $2,000.00

3 顏料、紙張等藝術創作物料
興趣班所需的消耗性材

料
$3,000.00

4 彩色粉畫紙、繪圖用具
藝術欣賞及學習營所需

的消耗性用品
$2,000.00

5 航拍機
校園電視台拍攝校園電

視節目
$10,000.00

6 GO PRO 運動相機
校園電視台拍攝校園電

視節目
$4,000.00

7 Microbit 學習套件 IT Club 小組活動 $12,000.00

8 web cam IT Club 小組活動 $25,000.00

9 STEM學習套件
高中 SRA(STEM) 課堂

活動
$12,000.00

10 STEM學習套件 中一 STEM 課堂活動 $5,000.00

11 科學比賽所需材料 資優教育組活動 $500.00

12 中西樂器及樂譜
樂器班、合唱團及中樂

團活動
$50,000.00

13 健身器材 體育科體能訓練 $45,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20,500.00

$2,237,960.00

800

施美芳

全校學生人數︰ 800

職位： 副校長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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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