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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分鐘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 全年 全校 702

There are altogether 14 students in the team, including 6 new F.2
members. 3 F.4 team lead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coaching the
new F.2 members.  A total of 8 episodes were made. On average,
around 100 google form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for each
episode.  It is believed to be a good platform to let students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as students have to do their own research
and present useful grammar items/ vocabulary to the whole
school.

85.90                                       E1 Y

L.E.D.先鋒活動 生命教育 全年 全校 18

本年度L.E.D.先鋒出席及參與不同組織的培訓工作坊及活動共

17次，學生平均出席率達至九成，兩位首席學生及組長都能協

助本組推行相關活動。八成L.E.D.先鋒已完成21-22生命目標手

冊，並填寫自我成長反思部份，負責老師亦已完成跟進及給予

回饋。

3,360.00                                 E1 Y

Learning Beyond 跨越學習時段
活動 價值觀教育

及多元智能

全年 全校 702

成功協助同工安排活動的流程。大部份完成透過NEW PUBLIC

分享資源。原定有15次的活動，因疫情影響，部份活動被迫取

消。
5,000.00                                 E1 Y

LED先鋒活動(熱縮膠鎖匙扣制

作活動)
生命教育 10/1/2022 全校 18

透過製作熱縮膠鎖匙扣，建立L.E.D.先鋒團隊的團隊合作、創

意力及關愛精神，並作為引子，預備於夏日嘉年華開設攤位服

侍同學。

3,436.80                                 E1 Y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 數學比賽 18/12/2021 中二 4 四位參與數學競賽的中二學生皆出席了五次賽前培訓，並於賽

後主動查問其他培訓機會，提升學習主動性。
1,920.00                                 E1 Y

小禮堂設備
多元智能

4/11/2022 全校 702 小禮堂的設置，能容許約150人，其空間能舉行祈禱會、射箭

活動、音樂表演和話劇等活動。
25,865.00                               E1 Y Y

中一新生攀石活動體驗 多元智能 18/8/2022 中一 124 全級升讀中一的同學在學校進行攀石體驗活動，在教練指導下

，同學都盡力攀登，學習到堅毅和嘗試的精神。
4,800.00                                 E1,E5 Y Y

中六啟航禮 提升自我 19/3/2021 中六 110

本年度與基督教教育組合辦「2022夢想號啟航禮」，縱然因疫

情關係要透過網上形式舉行，但老師及同學們的反應正面，他

們特別喜歡JAMBOARD師生寫鼓勵語句的環節，同學藉此活動

學懂感恩惜福。此外，本組已將JAMBOARD上的鼓勵語句印製

成一份小冊子，送給中六班主任及學生留念，同學感受到學校

及老師的關懷。

38,120.60                               E1 Y

中學文憑試視藝科畢業展 視覺藝術 8/6/2022 中六 16
中六選修視藝同學於文化中心舉行畢業展，16人參展，原定4

天展期加場至6天。學生表現理想，獲各方高度評價。展出成

功，能提升學生自信及積極向上態度。

5,509.00                                 E1 Y

五社及LED培敦 Spiders 多元智能 4/11/2022 中五 60 因疫情停課，所以活動需要延期。 60,000.00                               E1 Y

化學科設備 化學活動 26/7/2022 中三 124

於26-7-2022舉行中三QEF活動，運用microbit及不同sensors搜集

實驗數據，分析學校802室、803室、天台及籃球場的空氣污染

情況。從學生的反思中，學生普遍喜愛活動，覺得有趣，亦能

學習如何收集、分析及運用數據。

9,432.00                                 E1 Y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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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戶外學習日 多元智能 25/11/2021 全校 702
活動順利完成。雖然只得半日模式的戶外學習日，但學生都十

分投入活動。全校同學分別按各級的指定地點學習，多元學習

包括STEM、生涯規劃等。

130,446.00                             E1,E2 Y Y

生命教育日 生命教育 20/7/2022 全校 702

活動順利完成。中一級：同學大致投入電影欣賞及分組討論，

並願意分享討論結果。

中二及四級：同學普遍表現積極投入，有接近一半表示生命教

育日最能使他們了解善良。

中三級：活動主持能帶動氣氛和節奏，同學也很投入，能讓老

師多了解同學的想法和價值觀。

中五級：學生即使在模擬的惡劣工作環境，仍願意積極用舊報

紙摺鞋子，其投入和主動的態度尤其深刻。

56,000.00                               E1,E2 Y

生命電影欣賞 生命教育 2/10/2021 全校 103

 已於2/10在又一城戲院進行，共有43個家庭—103位家長和同

學出席，是次活動首先邀請了SEN家庭參與，並於入場前向每

家庭派發紀念品和紙巾。當日觀賞電影後，有幸福傳聲基金會

的生命鬥士Jonathan和其媽媽作分享，內容主要講及Jonathan的

學習障礙及從信仰中得力的見證，分享動人，並為SEN家庭帶

來被明白和激勵。

5,686.00                                 E1 Y

生涯規劃活動 生涯規劃 全年 中四至中六 90 透過基礎培訓及營銷概念，讓同學能寓學習及實踐於一身，既

能透過cafe 服侍同學，又能啟發自身對未來不同的探索。
203.00                                    E1 Y Y

全校學會津貼 多元智能 全年 全校 702 津貼全校學會活動，讓同學在不同範疇能夠展現才能。 17,996.41                               E1,E2,E5 Y

有材有德活動 公民教育 18/6/2022 全校 10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有材有德計劃，合辦優質生命教育及品德教

育計劃的實時網上交流，了解德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並和當

地人實時交流，獲益良多。

2,000.00                                 E1 Y

伴我同行計劃 (PP) 生命教育 全年 中一及中三 245
全年與伙伴教會、二區教會及Yes Power均有推行不同活動，透

過多元培訓及活動，擴闊『L.E.D.組長』的視野及建立組長與

組員的關係。

63,078.00                               E1 Y

伴我同行計劃 (Yes Power) 生命教育 全年 中二 122

校外團體如伙伴教會、二區教會及Yes Power已按計劃彈性地完

成訂定的活動計劃，如因疫情EDB給學校指引，學生不能在校

進食午餐，相關合作伙伴將聚會時間縮短或靈活改變活動內容

及形式。

65,020.00                               E1 Y

初中及高中學院奬勵計劃 提升自我 全年 全校 702

已頒發以下各項學術獎項﹕「名次進步獎」、「全科合格獎」

及「中四及中五課業進步獎」。此外，部分老師亦有透過獎勵

積分計劃，提名課堂積極學習的學生，被提名的學生獲獎勵積

分。老師及學生均表示上述獎項能夠鼓勵同學更積極地學習。

4,440.80                                 E1 Y

拾道生命教育活動 生命教育 全年 全校 702
透過生命果子的反思活動，同學在宗教及生命教育科及其他活

動，可以此來立志，並完成相關工作紙，培養同學積極確立人

生目標的態度。

19,678.00                               E1 Y

為校隊租用訓練場地 體育 全年 全校 77

只有部份校隊能夠進行定期訓練，但學生普遍珍惜練習的機會

，訓練時比以往積極。受疫情影響，隊員少了參與的機會，領

隊老師仍然盡量獎勵參與的隊員。
871.00                                    E1 Y

為校隊聘用導師及教練 體育 全年 全校 154
只有部份校隊能夠進行定期訓練，但學生普遍珍惜練習的機會

，訓練時比以往積極。受疫情影響，隊員少了參與的機會，領

隊老師仍然盡量獎勵參與的隊員。

30,880.00                               E1 Y

音樂公開比賽報名費 音樂 全年 全校 16 手鈴隊於下學期參與了網上的校外比賽 - 手鈴國際大賽，並於

下學期時段已完成錄影。
4,166.10                                 E1 Y

香港紅十字會活動 生命教育 14/5/2022 全校 16

紅十字會體驗活動，共有16位來自中一至中五的同學參與是次

活動。同學均能全程投入互動劇場的情境，表現認真、積極。

在活動解說時，同學能切身處地從戰區兒童的角度反思生命價

值，反映出他們有世界公民的視野，表達對戰區人民的人道關

懷。

4,314.00                                 E1 Y



朗誦及音樂協會年費 音樂 全年 全校 702 即使在疫情下，學生仍努力練習，盡力表現更好。報名參加不

同比賽令學生成長不少，可繼續參加
5,560.00                                 E1 Y

校園音樂會之團體演出費 音樂 全年 中五 100
成功於上學期邀請香港歌劇團導師舉行大師班，共有5位同學

參加此大師班。所有參加同學均有95%出席率。藉大師班為學

生安排有系統的聲樂訓練，並有機會於禮堂演出。

2,380.00                                 E1 Y

班會活動 生命教育 全年 全校 702
在本年度全校推行班級經營，透過班際壁佈比賽、聖誕佈置、

各班班會活動等，讓同學發揮創意，並學習互相協作。亦透過

班級獎勵計劃，獎掖各班有優秀表現的同學。

31,201.95                               E1 Y

參與校際或公開體育比賽的報

名費用
體育 全年 全校 1 同欄目38 240.00                                    E1 Y

參與校際或公開體育比賽的報
名費用 體育 全年 全校 86

今年雖然報名參加了不少校際比賽，但大部份都因為疫情的原

因而取消或延期，只有以下項目能進行比賽：男子3人籃球賽

及保齡球。

1,376.00                                 E1 Y

培敦拾道 生命教育 全年 全校 702

提高師生對拾道的認識，引入環境教育的元素，在宗教及生命

教育科或其它平台，讓同學透過參觀活動，對人生、信仰和世

界也有所反思。同學在共不同的校園含有生命教育特色的建設

，進行不同活動，包括靜思、祈禱、撰寫信函及完成互動工作

紙等活動，了解生命教育的意義。

92,042.12                               E1 Y

陸運會 體育 24/11/2021 全校 702

因應特備運動會，設計了較少嘗試的比賽項目讓學生參與。例

如，足毽，立定跳高及攀石等，學生普遍投入參與。首次特備

運動會有超過500 多位同學參賽，參與率約8 成。而且更在運

動會中安排五社的啦啦隊表演，讓師生們留下愉快及難忘的回

憶。

1,500.00                                 E1 Y

班級經營活動 生命教育 全年 全校 702 班級經營活動，同欄目33 434.10                                E1 Y

瑜珈班活動 體育 全年 中五及中六 217
今年仍與輔導組合作，邀請專業瑜伽導師為中五、六每班教授

2課舒壓運動。導師教學專業，能承接上學年授課內容，課堂

甚受學生歡迎。學生透過問卷回應，認同課程能協助舒緩壓力

2,800.00                                 E1 Y

聖誕活動 多元智能 21/12/2021 全校 702
節期前讓班會同學學習如何合作佈置美觀的課室；此外，聖誕

期間舉辦減壓活動，如曲奇製作，讓同學能夠在疫下能從活動

體驗中學習紓壓。

2,450.90                                 E1 Y Y

試後活動-校園祭

多元智能

3/8/2022 全校 702

由20個學生組織在校設置29個富創意和挑戰性的攤位供全校師

生參與。籌辦的學生組織和攤位較去年的校園祭增加了。今年

的嘉年華活動只有一天，但學生的表現很投入。活動給師生們

留下深刻印象，從老師的分享、學生閒談中，以及與外賓交流

中都盡見活動之成效。

41,469.94                               E1 Y

歌唱比賽 多元智能 21/12/2021 全校 702

學生會歌唱比賽及舞社表演於2021年12月21日舉行，雖然不少

學生活動受疫情影響而要取消，但學生會同心合力為同學舉辦

歌唱比賽，參賽者表現出色，而且今年更安排舞社的同學表演

，令現場氣氛十分高漲，師生們都看得非常投入。

1,713.00                                 E1 Y Y

話劇活動 多元智能 2/8/2022 全校 19

是次劇社互動劇場一共有19位中一至中五的同學參與，同學們

的表現相當投入。導師為資深戲劇工作者，透過劇場遊戲，分

組表演等活動，同學們掌握了怎樣運用身體去表達情感以及與

同學互動完成表演。在導師的指導下，同學們的表演十分有創

意及特色，為同學創造了成功的表演經驗，實在是一個很值得

推薦的戲劇工作坊。

9,146.50                                 E1 Y Y



輔導組講座 生命教育 10/12/2021 中二至四 363

中二「友情與愛情」講座：從問卷可見講座非常有成效。更有

學生寫下不少意見。如能教導我和異性相處保持距離、幫助我

明白友情和愛情分別等，下年可繼續辦這講座。

中三中四「娘娘與兵」講座：從問卷可見講座非常有成效。至

於老師也覺分享有趣味，短片及自評都很有趣。

900.00                                    E1 Y

領袖培訓(韓國線上交流) 多元智能 10/11/2022 中五 86

本組於2021年11月30日舉行線上遊韓體驗活動日，引進韓國觀

光公社的「線上遊韓體驗活動日」，讓學生在疫情下仍能放眼

世界，豐富學習經歷。學生更在韓國導師的指導下完成具韓國

特色的手工卡片，內容豐富有趣，學生亦表現非常投入。

13,615.00                               E1 Y

學生領袖訓練 多元智能 10/8/2021 全校 24
學生領袖培訓營於2021年7月22日及23日完成，由何俊良老師

負責統籌。當天帶隊老師分別為何俊良、文達聰、謝駿杰。當

日學生表現積極投入，並認真參與每項訓練。

13,180.00                               E1,E2 Y Y

鴻鵠計劃 提升自我 8/10/2021 中六 40

中六「鴻鵠計劃」啟動禮已在2021年10月8日舉行，當日邀請

林佩儀校長作訓勉，並邀請曾家軒校友拍攝短片，分享讀書心

得及備試策略。學生表示校友的分享能夠幫助他們了解時間管

理及應試技巧。今屆參與的同學反應與往年很不一樣，他們對

能參加此計劃而感到自豪。

1,395.23                                 E1 Y

關心醫護人員活動 生命教育 19/5/2022 中六 24
在疫情期間，邀請本校服務團體如LED先鋒、扶輪少年團和團

契，撰寫及贈送心意咭予醫護人員，讓同學學習感恩惜福及回

饋社區。

181.00                                    E1 Y Y

關愛長者活動 生命教育 29/1/2022 全校 24 LED先鋒和扶輪少年團負責編織圍巾，在新年期間贈送區內長

者，同學學習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意義
1,275.60                                 E1 Y Y

體育科場地租用 體育 全年 全校 66 同欄目35 387.50                                    E1 Y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85,557.45

1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785,557.45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第1.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學校器材 STEM

攝影學會可借用相機作攝影活動或攝

影工作坊，師生亦可以此相機參與攝

影及影片拍攝比賽。不同的學生團體

亦可借用相機拍攝宣傳片段。

2 購買校隊訓練所需的物資及器
材 體育

只有部份校隊能夠進行定期訓練，但

學生普遍珍惜練習的機會，訓練時比

以往積極。

3 體育科器材 體育

因疫情影響，未能運用Polar心率監測

技術。加上戴著口罩只適宜進行中低

強度之訓練，故無需使用Polar。
3,360.00    

4 音樂科傢具/設備 音樂

投影機維修後可以暫時繼續使用，將

會於日後翻新音樂室時再添置新的投

影機。

$1,538.50

5 音樂科攝影錄音裝置 音樂

成功於上學期為合唱團安排多聲部訓

練，並完成剪輯合唱團《A Whole
New World》的影片。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
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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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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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
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2,959.00

$67,20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869,143.95

$83,586.50

$8,529.00

吳碩駿 副校長

100%

702

702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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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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