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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_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對象

（級別）

預算

開支

實際支出

受惠學生

（級別）

（$） （$） 智能發

展︵配

合課程

︶

德育及

公民教

育

體藝發

展

社會服

務

與工作

有關的

經驗

第1項

1.1

地理 1. 石澳海岸地貌實地考察 讓同學從考察海岸地貌中，明白海浪能量與地貌

的關係。

2/10-3/10/2019 中五級 問卷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2,000 2,458 E2 V

地理 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實地考察營 藉考察梅窩農業土地利用及東涌城市發展，讓學

生掌握實地考察技能及擁有實地考察的經驗。

10/10-

11/10/2019

中六級 問卷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7,000 5,106.00

E1,E6 V

全方位學習日 HK Wetland Park ticket fee transferred from

ECA

透過實地考察，認識濕地生境及保育的重要性 7/11/2019 中一級 問卷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 76.00 E1

WSC 地理 元朗排水繞道考察 讓學生認識香港排洪設施，及河流下游地貌。 11月(X2),12月

(X1)

中五級 問卷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 2,540.00
E2 V

科活及科學科 食物科學(Edvenue) 透過兩次課堂認識食物與科學的關係 下學期 中二級 問卷及課堂表現 問卷結果為學生八成以

上均滿意。
16,400 14,000 E6 V

公民教育及德育 掙扎求存――貧窮體驗活動 使學生關心貧窮及財富不均的問題 7-11-2019 中四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10,000 8,925 E1 V

公民教育及德育 掙扎求存――貧窮體驗活動 使學生關心貧窮及財富不均的問題 7-11-2019 中四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 1,060 E1 V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級全方位學習日（車費） （後補） 7-11-2019 中一級 （後補） （後補） - 4,632 E2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車費） （後補） 7-11-2019 中二級 （後補） （後補） - 2,584 E2

訓導組 KIH,YY  訓導組 風紀隊領袖培訓日營 透過一系列的解難及團體活動，建立風紀隊員的

合作精神，培養學生自信、細密思考及溝通能力

，以迎接風紀隊的挑戰。

5/10/2019 中二至中五級風

紀員

風紀員即場分享、反思

工作紙及問卷

因社會運動而取消 15,620 8,620

E1 V V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LWL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車費） （後補） 7-11-2019 中三級 （後補） （後補） - 2,930 E2

1.2

中國語文 CH 中國語文 外聘中文話劇導師 協助指導參與學校戲劇節學生，發展學生潛能 1/2020-4/2020 中一至中五 問卷調查 同學表現投入 18,000 2,800 E5 V

STEM 科學興趣班 讓學生有更多使用科學工的機會,親手製作各種科

學玩具, 發展潛能, 提升對科學的興趣。

9/10/2019-

12/2/2020

中一至中二 問卷調查及有老師在場

監督

學生在活動中表現投入 10,000 3,588 E1, E5,

E7
V

STEM 中一級科學法證活動 讓學生利用科學方法破案，了解科學與日常生活

的關連，發展潛能, 提升對科學的興趣。

4/3/2019 中一 問卷調查及有老師在場

監督

學生在活動中表現投入 8,000 8,000 E1, E5,

E7
V

音樂 西樂團 (校隊訓練) 學生在器樂上的合奏訓練，提昇他們的音樂水

平、演奏技巧、詣藝

9/19-7/20 中一至中五 問卷調查 學生非常認真學習 25,000 3,850 E1,E5 V

音樂 無伴奏合唱小組 (初級及精英組) (校隊訓

練)

初中學生在合唱上的進階訓練，提昇音準、節

奏、肢體、感情等表達

9/19-7/20 中二至中五 問卷調查 學生非常認真學習 23,000 28,850.00 E1,E5 V

音樂 合唱團指揮助理 協助指導參與音樂校隊和活動學生 9/19-7/20 中一至中五 問卷調查 能協助處理同學和指揮

工作
25,000 4,125 E5 V

體育 校隊教練費（$12,000 x 7隊）:

田徑(男、女)、足球(男)、籃球(男)、籃球

(女)、排球(女)、飛盤(男、女) 、足毽

(男、女)

（後補） （後補） （後補） （後補） （後補） 84,000 56,839

E5 V

體育 屬會(校隊)活動文件夾及雜項 （後補） （後補） （後補） （後補） （後補） 2,000 1,834 E7 V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 NKW STEM STEM機械編程校隊訓練 為本校成立機械編程校隊，校隊訓練以不同社會

議題（環保、青少年問題等等）和未來科技（人

工智能、大數據等等）為主題，培養學生的編程

技能、創意思考和動手能力。校隊將會參加不同

的學界比賽，令同學們有機會跟其他學校的同學

交流學習，增廣見聞。校隊預計招募15-20位同學

，全年舉辦20次訓練，每次1.5小時。

09/2019-05/2020 中1-中4 表示喜歡並投入

在2020大灣區STEM比賽

中獲獎

40,000 31,740

E5 V V V

生涯規劃 中六面試講座及模擬面試 讓同學掌握面試技巧 25/10/19及

5/11/19

中六 活動問卷 九成以上同學認同活動

有助他們準備升學而試
14,500 15,440

E6 V

生涯規劃 中六面試講座 讓同學掌握面試技巧 5/11/2019 中六 活動問卷 九成以上同學認同活動

有助他們準備升學而試
2,300 2,300 E6 V

聨課活動 學校旅行旅遊車 19/12/2019 中一至中六 老師在場監督 不適用 20,000 20,159 E2 V

聨課活動 學校舞蹈參賽及友校表演交通津貼 提升學生舞蹈技能，為未來定立目標 11/2019-5/2020 中一至中五 比賽及表演 hip hop 上了5堂($1110);

break dance上了9堂

($4206.6)

5,000 5,316
E5 V V V

MK 領袖訓練 Suen Douth Camp: 領袖生訓練營 （後補） 17-18/1/2020 （後補） （後補） （後補） - 14,550 E1
MK 領袖訓練 Suen Douth Camp: 領袖生訓練營 （後補） 17-18/1/2020 （後補） （後補） （後補） - 1,800 E2
MK 領袖訓練 New Horizons Development Centre: Students

Leadership Training fee

（後補） 310/19, 16/10/19 （後補） （後補） （後補） - 25,000
E1

KH 奮進營 中四生命奮進營 提升學生的堅毅抗逆能力，強化同學之間及師生

之間的凝聚力

10-11/10/2019 中四級 問卷 基本達到要求 - 64,920
E1, E2, E5

公民教育及德育 SL

科／組 負責人

地理 LO

音樂 WMW

綜合科學 HSW

科技與生活科 WH

聨課活動

聯課活動組 MK

體育 KH

升學及擇業輔導 LWL

MK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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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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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

項）

範疇 舌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監察／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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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級別）

預算

開支

實際支出

受惠學生

（級別）

（$） （$） 智能發

展︵配

合課程

︶

德育及

公民教

育

體藝發

展

社會服

務

與工作

有關的

經驗

科／組 負責人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

項）

範疇 舌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監察／評估方法

1.3

訓導組 YY 訓導組 領袖生培訓工作坊 透過一系列的解難及團體活動，建立風紀隊員的

合作精神，培養學生自信、細密思考及溝通能力

，以迎接風紀隊的挑戰。

8/11/2019 中二至中五級風

紀員
觀察、分享、問卷 3,120 3,120

E1 V V

$1,375,260 $347,416第1項預算總開支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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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負責人 範疇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實際開支（$）

第2項

通識 CWH 通識科 導賞接收器 (學生及老師約140部) 出外考察時聆聽老師/領隊/導遊講解 35,000 49,840

地理 WSC 地理 AR智能沙箱 讓學生認識香港景觀，增強學生實地

考察的觸覺。
-

49800

綜合科學 HSW STEM 手搖發電機套件 為各中一學生提供操作工具的機會, 並

加深對能量轉換的認識。

4064 4064

物理科 WSL STEM Data Logger Device 提升學生STEM的技能、提升學生對物理的

興趣

12506 12506

音樂 敲擊樂器 於敲擊班、樂團中使用 (4 Timpani,

Conga set, Marimba and Mallets, Wind

chime)

130,000 126,845

音樂 木管、銅管樂器 提供較貧窮學生於上課和樂團時使用

(Tuba)

30,000 23,400

音樂 銅管樂班學費資助2 資助學生學習銅管樂器 - 4,900

音樂 樂器班學費資助 資助學生學習樂器 - 46,604

音樂 樂器班學費資助 資助學生學習樂器 - 16,312

音樂 樂器班學費資助 資助學生學習樂器 - 69,906

音樂 樂器班學費資助 資助學生學習樂器 - 24,848

音樂 樂器班學費資助 資助學生學習樂器 - 1,530

其他 校本生涯規劃網頁 校本生涯規劃資源網站 18,800 18,800

其他 購買事業性向分析(我最喜愛的事業探

索Probe) 軟件。

分析學生事藥性向，讓同學了解自己

出路方向，亦有助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老師為同學安排合適生涯規劃活動。

5,800 5,8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         389,746.00  $         455,155.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      1,765,006.00  $         802,571.10

教育局津貼（2019-2020）  $      1,158,000.00  $      1,158,000.00

年度盈餘／不敷 -$         607,006.00  $         355,428.90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升學及擇業

輔導

LWL

音樂 W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